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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 作为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

实验区和核心区，贵阳市在发展

大数据领域具有一定优势。 数化

万物、智在融合，关键所在就是

要让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相融合，

利用大数据去服务实体经济，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 市政协委

员、乌当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龙云说。

龙云认为， 营商环境是一

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经济软

实力的综合体现， 既然贵阳市

有大数据产业的优势， 就要充

分发挥好、利用好，提升服务效

能， 激发民营企业的内生发展

动力。

龙云建议， 切实深化人工

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在优化

营商环境中的创新融合。 具体

来说， 就是要落实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 给民营企业创造充足

的市场空间；深化航空、铁路、

公路、油气、电网等垄断行业改

革，加快向社会资本开放；支持

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保证

其平等待遇； 深化商事登记、

“多证合一” 改革；优化资源配

置、减少税费负担；支持民营企

业投融资、加大信贷力度；设立

民营企业纾困基金和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基金， 提升政府部门

金融服务水平； 支持民营企业

转型升级发展， 构建 “亲”

“清” 新型政商关系。

市政协委员、乌当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委员名片

龙 云

利用大数据优势提升服务效能

“近年来，贵阳充分发挥大

数据优势，大力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 ， 不断提升政务服务

的效率和水平，营商环境指数排

名从全国第 30 位跃升至第 14

位。” 市政协委员、贵州远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踊跃

说，营商环境是一个城市综合竞

争力的集中体现， 是企业发展、

创新创业的丰厚土壤，直接影响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在营商环境中，金融环境

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据

不完全统计，在银行业贷款余额

中，民营企业贷款约占 25%。 由

于民营企业的信用等级低，银行

贷款条件设置过高、审核贷款手

续繁琐，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

力度低，让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杜踊跃说，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需要政府、银行等方面的

相互配合与协作。

杜踊跃建议， 要搭建平台，方

便银企对接，加快推动产融信息对

接；要提高民营企业在银行的贷款

所占比例， 将 2019年贷款比例的

50%以上流向民营企业，并纳入市

政府对市金融办年度考核指标；针

对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特

征，通过适当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

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为民营企业

提供融资服务；同时，面对当前快

速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要鼓励

和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

服务方式，多措并举为中小企业

的发展和壮大提供资金支持。

市政协委员、贵州

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

委员名片

杜踊跃

多措并举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贵阳市提出‘一品一业，

百业富贵’ 的愿景和突出大数

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为

很多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更

多的机遇， 相信随着贵阳市营

商环境的不断优化， 将会孵化

更多在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企

业和项目。 ” 市政协委员、世纪

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兴荣说。

“营商环境对于企业发展

至关重要。 世纪恒通是于 2006

年在贵阳成立的本土企业。 近

年来， 公司以贵阳市大力发展

大数据为契机， 借力政府发展

大数据产业的扶持政策， 不但

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车主服务

平台公司， 还作为微信支付战

略级合作伙伴， 联合腾讯与贵

州、内蒙古、广东等省区开发的

‘微 ETC’ 车主服务平台已上

线，特别是今年年初，公司作为

系统支撑方帮助贵州省高速收

费站实现高速公路移动支付 。

去年， 公司营业收入达 6.5 亿

元，今年计划增加到 15 亿元。”

杨兴荣说。

“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 可从提高政策兑现力度、

落实各类优惠和减免政策、充分

发挥互联网智能融资平台作用

三个方面发力。” 杨兴荣说，我们

希望相关部门能提高政策兑现

力度，通过开展民意监督，形成

推进机制，保证政策能够按时兑

现，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提升政

府部门的公信度，保证招商引资

政策的持久性、科学性，全力打

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市政协委员、世纪

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委员名片

杨兴荣

提高政策兑现力度提升政府公信度

市政协委员、贵阳

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民建贵阳市委学习调

研委员会副主任、民建

南明三支部主委

委员名片

任瑞

“近年来， 贵阳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和措施，提升全市营商环

境。 去年，贵阳获评 2018 年中国

企业营商环境十佳城市称号，这

是对贵阳市良好营商环境的肯

定。” 市政协委员、贵阳市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民建贵阳市委学习

调研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南明三

支部主委任瑞羾说，当前，我市

民营经济出现成本上涨过快、经

营风险加剧等问题和困难，民营

企业发展遇到新的挑战，而成本

是民营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持续

创新创造的关键所在。

任瑞羾建议， 应持续降低企

业用工和物流成本， 以及阶段性

降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医疗保

险单位缴费费率， 还要对产业园

区内的工业项目、 生产性服务业

投资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应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创

办以“贵阳经济创新发展” 为主

题的创新创业大赛和工业设计大

赛， 鼓励支持国内外符合贵阳市

经济发展的项目落地发展； 进一

步清理、 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

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

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降低

各类中介评估费用， 升级清单管

理模式， 构建涉企的社会信用大

数据平台； 应利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手段，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持

续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从而降低

企业内部成本。

降低成本促进企业“轻装前行”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代表委员聚焦营商环境

“从《政府工作报告》可以

看出，贵阳的营商环境在持续优

化，‘放管服’ 改革深入推进，企

业办事所需要提供的材料减少

了 30%， 办理时间大幅度压缩，

给企业营造一个宽松充满活力

的发展空间。 ” 市人大代表、中

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经理刘世林说，优良的

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

好条件。

“但企业要想长足发展，关

键是要不断创新， 创新是引领

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而创新的

核心力量来自于人才。” 刘世林

说，对企业而言，人才是最宝贵

的战略资源， 是企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今，贵

阳市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

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因此，政府

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市工程，引

进高端科技创新人才， 在贵阳

形成人才‘虹吸效应’ ，助力营

商环境再提升。 ”

刘世林建议， 要全面落实

招才引智优惠政策， 不断完善

人才激励机制， 推动科研成果

落地转化， 打造国际人才新高

地。 同时，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在优质教育资源布局、医疗

卫生保障等方面推出更多举

措， 帮助引进人才解决子女入

学、就医、住房等实际问题。“筑

巢引凤栖， 我们需要多方面为

人才提供服务， 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让人才从政策‘新意’ 中

看到贵阳的‘诚意’ ，为贵阳高

水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市人大代表、中国

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

限公司项目管理经理

代表名片

刘世林

让人才从政策“新意” 中看到贵阳“诚意”

“《政府工作报告》中多

次提到要加大对民营经济发展

的支持， 这对我们民营企业来

说是一大鼓舞。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推动企业向

前发展。 ” 市人大代表、贵州世

纪颐和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祥静说。

“近年来，贵阳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 各相关职能部门强化

服务意识，创新工作思路，提高

办事效率，主动对接企业，做到

企业无事不插手、 企业有事不

撒手，为企业做好服务，全力营

造优良的营商环境， 促进了民

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曾祥静认

为，针对如何解决企业融资难、

企业负担重等问题， 应该更加

深层次地思考该如何优化营商

环境，不要让工作停于表面、流

于口号。

“优化营商环境，不仅仅

是简单地帮助企业办证 、审

批等， 要从企业实际需求出

发。 ” 曾祥静说，例如土地是

企业比较关注的问题 ， 可制

定一系列更加实惠的土地优

惠政策 ，吸引企业投资兴业。

针对企业家关注的人身 、财

产安全等问题 ， 优化营商环

境，应当搭建好投诉 、法律咨

询等服务通道 ， 以及建设企

业服务平台 ， 让企业在市场

发展中得到保障 ，做好安商，

才能招商。

市人大代表、贵州

世纪颐和旅游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

代表名片

曾祥静

优化营商环境要瞄准企业实际需求

“优质的营商环境对企业

来说既是生产力、驱动力，同时

也是吸引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为的就是聚企业、聚人心，让企

业来了能留得住、发展得好。 ”

市人大代表、爱登堡电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裁贾春

说，优质的营商环境可以激发企

业发展动力，是贵阳发展中高端

制造业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们公司正在积

极进行全国化的布局。 在贵阳

大招商行动中， 我们来到观山

湖区，并在观山湖区委、区政府

细致入微的帮助下， 快速发展

壮大起来。 ” 贾春说，从公司的

引进、规划、选址、落地到拓展

市场，政府部门都全程参与、出

谋划策，全力构建亲商、安商、

富商、稳商的新型“亲”“清”

政商关系。

“贵阳在招商引资中还有

一个亮点， 那就是着力于帮助

企业在当地生根发展。” 贾春表

示，来到贵阳的短短几年内，公

司快速发展。 如今，BRT 车站、

高铁站、 西南商贸城等地都在

使用爱登堡电梯。“这些成果都

离不开贵阳良好的营商环境。

我建议贵阳市应继续加大力

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政务

服务、投资开放、金融环境等方

面着手， 为企业打造一片发展

沃土， 将营商环境打造成为贵

阳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区域

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

市人大代表、爱登

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

代表名片

贾 春

将营商环境打造成招商引资“金字招牌”

“营商环境是城市的软实

力和核心竞争力， 改善营商环

境是增强企业活力、 促进实体

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经之

路。 ” 市人大代表、贵州味美食

品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明

昶说， 搭建开放式的政府服务

与市场服务结合的公共平台，

提高企业服务质量和效率，将

是贵阳市利用大数据优化营商

环境的方向。

“如何利用大数据手段，加

快企业转型升级， 优化贵阳市

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龙头企业、

项目入驻贵阳， 这是我今年比

较关注的问题。 ” 张明昶说，味

美食品公司正积极探索如何利

用大数据手段，打破销售壁垒，

让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全世

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打

铁还需自身硬， 只有企业生产

的产品、技术过硬，才能实现高

质量发展。

“针对如何打破销售壁

垒 ，我建议积极利用贵阳大

数据产业优势，全力优化线

上营商环境 ，搭建企业与外

界资源对接平台 ，让企业自

主加快相关项目建设 ，化被

动为主动。 ” 张明昶说，同

时 ， 要 充 分 利 用 大 数 据 手

段 ，让企业深入了解贵阳市

对 企 业 的 扶 持 力 度 以 及 相

关优惠政策 ，吸引企业选择

到贵阳投资 ，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市人大代表、贵州

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代表名片

张明昶

利用大数据产业优势优化营商环境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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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造政务服务

最优城市为目标， 加快建

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

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加

快制定贵阳市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推动

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深入

开展拖欠民营企业资金问

题专项治理； 设立民营企

业纾困基金和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基金； 扶持微型企

业 3000 家以上，民营经济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达到 58%。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弘扬诚信文化

优化营商环境

潘朝选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提

高政策兑现力度……做到言

必行、行必果。 ” 市政协委员

杨兴荣的话，说出了诚信对于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

济、契约经济” ，要做大做强

实体经济、 做实做优数字经

济，实现“一品一业、百业富

贵” 的发展愿景，离不开诚信

的土壤；“人无信不立， 业无

信不兴” ， 要面向全球大招

商、明确任务大招商、创新方

式大招商、 整合力量大招商，

少不了诚信的口碑。

弘扬诚信文化， 需要政

府依法行政，提高政策兑现力

度，如此，才能让投资者和创

业者吃下“定心丸” ，将企业

植根贵阳； 建设诚信社会，需

要人人身体力行，让守信践诺

蔚然成风，如此，才能让“诚

信贵阳” 的美名传遍五湖四

海， 提升城市竞争的软实力、

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

栖。 ” 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浇灌

出 “梧桐树” 上的 “诚信之

花” ，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来

筑投资兴业，聚天下英才推动

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远眺观山湖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易颖

张晨 杨婷 / 文

贵阳市街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