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璧山优化营商环境有何诀窍？
深受资本青睐 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

12月6日，由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9新时代中国繁荣城市论坛”
在北京举行。在被调查的200个大中城市中，重庆排名第7位；璧山区为优化营商环境而打造的

“企业之家”获评“中国繁荣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范例”。
2019年1-10月，璧山区共签约项目53个，新开工项目310个，在谈项目122个，涉及新能源汽

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医药、总部经济等门类，总投资额608.53亿元，利用外资4.3亿元。
璧山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有哪些诀窍？为何能吸引众多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

危急时刻
企业向政府求救

“如果不是璧山区政府送来救命
钱，我们企业已经倒闭了！”

12月初的一天，重庆宇海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海精
密”）董事长谢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仿佛劫后余生。

宇海精密到底经历了什么？话
要从头说起。

受益于一个年产值逾6000亿元
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一批重庆本土
配套企业应运而生，宇海精密就是其
中一家。短短8年时间，它从7个人、
37万元固定资产发展到2000余名职
工、订单超6亿元的规模，并成为惠
普、戴尔、宏碁、华硕等笔电品牌供应
商以及英业达、广达、纬创等ODM战
略合作伙伴。

企业高速扩张，难以避免高负
债。资金链拉得太紧，稍有不慎都可
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2018年上半年，企业界传闻有
银行开始抽贷、断贷。5月，一家合作
银行突然向我们断贷1500万元，企
业流动资金瞬时吃紧！”时任公司财
务总监的王小林隐约预感到，更大的
危机还在后面。

果然，很快另一家银行向宇海精
密提出限时归还3000万元贷款的要
求。

企业资金犹如人体血液，突然失
血过多，随时可能轰然倒下。材料款
怎么办？工人工资又怎么办？眼看
着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事业陷入绝
境，王小林只好四处求救。

尝试了多种自救办法，依然无济
于事。可不可以请求政府援助？抱
着最后一线希望，宇海精密给璧山区
金融办写了一份求救报告。

“宇海精密所从事的笔电配套，
是璧山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企业
订单稳，解决就业多，现在就差流动
资金，应该救！”璧山区金融办和璧山
高新区管委会、区发改委、区经信委
紧急协商后，给予这家企业明确答
复。

时间不等人。紧接着，璧山
区金融办出面与相关银行进行了
多次沟通，但效果并不明显。此
时，区金融办提出了一个大胆想
法，由政府设立资金池，为困难企
业向银行争取工业企业流动性信
用贷款。

政府拿钱为企业纾解困难，
这种创造性的帮扶措施有利有
弊。所谓利，即困难企业能够通
过工业企业流动性信用贷款及时
获得银行“输血”；所谓弊，即企业

70%的债务风险将由政府来负
担。

“该不该拿钱，当时我们内部
有争议。帮助宇海精密获得5000
万元贷款，一旦后续发生偿还困
难，政府要因此向银行先期赔付
3500万元！不过，企业的生死是
天大的事，这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最好的办法。”璧山区金融办人士
说，经过反复讨论和评估，他们最
终决定成立资金池，帮助企业筹措
流动资金。

璧山区政府一边制定详细的
实施方案，一边给宇海精密“信用
背书”，帮助其稳定上下游300多
家供应商的供应关系。

每个月25日是企业缴纳电费
的最后时限，但公司货款是月底到
账，一旦未按期支付电费，即将被
拉闸断电，陷入停产。璧山区经信
委紧急协调电力部门，将交费时限
延长到31日。就是靠这延后的6
天，为企业周转出了一笔宝贵资
金。

去年11月3日，璧山区政府与
相关银行为困难企业设立的工业
企业流动性信用贷款正式启动。
宇海精密是首家受益企业。当重
庆银行5000万元贷款到账时，谢
平长舒一口气：“如果再晚一个月，
企业肯定就完了！”

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只是第一
步。接下来，璧山高新区通过多种
举措，推动宇海精密做大做强。

今年，璧山国有平台公司——
重庆两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宇

海精密股权投资3000万元，增加
企业流动资金。随后，根据企业产
能扩大、场地不足要求，又给予生
产场地方面的大力支持。

今年，璧山区政府又帮助企业
申报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企业研发准备金备案补助资金，加
快推进宇海精密的智能化改造。
在政府持续、全方位的鼎力支持
下，企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
道，今年产值有望突破6亿元，同
比增幅高达20%。

借助政府定制化、专属性的服
务，宇海精密不但走出了困境，还
实现了高增长。这家企业的“劫后
余生”，折射的是璧山区在优化营
商环境中的积极主动和创新作为。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以比亚
迪重庆项目为例。今年12月5日，
璧山高新区的比亚迪动力电池项
目基地一派繁忙，6栋钢结构厂房
拔地而起，厂区里戴着头盔的工人
正忙于安装各种复杂设备。经项
目负责人杨帮栋介绍，一期项目计
划于2020年一季度正式投产。“在
项目落户重庆的过程中，我们深深
地感受到了璧山区政府对于企业

的巨大诚意，各方面的办事效率都
非常高。”杨帮栋表示。

2018年8月在渝举行的首届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
亚迪”）与璧山区政府签订了年产
20Gwh的动力电池产业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总投资达到100亿元。

“这个厂能否如期投产，将影响
到整个比亚迪的战略部署，所以工期
不能拖！”杨帮栋说。对于整个项目
进度，他当时心中其实并没有多大把
握，毕竟在北方相对空旷的平原地
区，光是拆迁起码要两到三个月。

但是杨帮栋没有料到，就在比亚

迪宣布投资决定的同时，璧山区相关
部门已经派出200多名干部，蹲点进
入拆迁现场，敦促各项目进度。当
时，在1500亩土地上，还留有800余
户、1700余名村民；通过200多名干
部各司其职，每周协调会每天总结会
等大量工作努力，最终一个月完成拆
迁，4个月完成平场，效率惊人。

项目需要用电，国网璧山供电
公司主动为企业争取优惠电价，并

“量身定制”临时过渡电源方案，仅建
设期间基础电费一项就将为比亚迪
节省1000余万元。知道企业用工
需求较大，今年6月区人社局专门为
比亚迪举行专场招聘会，应聘人数

超过2000人。在打听到企业未来
对天然气需求可能较大时，区经信
委等部门专程赶赴四川，与西南油
气田公司提前协商用气问题。

在2019年智博会上，康佳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佳”）与璧山区政府签订了《康佳半
导体光电产业园项目》。康佳在璧
山区建设的半导体光电产业园项
目总投资计划将达300亿元。

重庆康佳光电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忻海辉说，康佳在
2018年12月才开始与璧山区政府
接洽，到2019年 6月达成合作意
向，目前已完成土地出让及施工手

续办理。
“我们进行项目调研时，同时

考察了武汉、成都、重庆等多个城
市，最终将棋子落在璧山。”忻海辉
说，真正吸引康佳的，除了土地供
应、人才保障、产业配套之外，是与
璧山区政府共同建立了一个共生
共赢的合作机制。

“这是一个多层次的一揽子合
作框架。例如，璧山区政府的平台
公司已经入股了康佳的半导体光
电研究院。前期大胆入股科研项
目，不仅能分担企业的研发风险，
对于政府来说，也着眼于未来的专
利和产业红利。”忻海辉表示。

“企业之家”正是璧山在优化
营商环境中积极主动和创新作为
的又一范例。

璧山秀湖公园，临湖半岛最中
央位置，几栋古香古色的建筑合围
而成的一个院落在深冬里显得格
外静谧和温馨。这里正是璧山“企
业之家”。千余平方米，价值3000
余万元，为增进企业与政府沟通交
流，璧山拿出国有优质资产，专门
设置了这样一处场所。它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

前不久，重庆凯成科技公司总
经理张蓉来到“企业之家”反映，企
业当前面临用工难。第二天，政府

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主动上门商
议解决方案。

张蓉经营企业多年，不是第一
次遇到用工难问题。“之前我也想
过找政府部门帮忙，但是一走进政
府办公楼，就把想说的话吞回了肚
子里，有话说不出来。”张蓉说。

企业与政府部门“面对面”沟
通，“不愿讲、不敢讲、不好讲”，症
结在哪里？如何解决？

璧山区委、区政府专题研究，
分析原因，寻求解决办法。很快，

“企业之家”诞生。“改变企业说话
的环境，让企业在宽松自在的环境
里大胆说话。”璧山区委统战部负

责人说。
在这里，企业负责人和政府

部门负责人像朋友一样，一边“喝
茶”一边“聊天”。领导每周到“企
业之家”“坐班”、璧山区工商联等
相关部门每天到“企业之家”“做
客”，听取和收集企业家的意见和
诉求。

喝茶聊天的背后，是一整套完
整的“1+N+X”服务体系，即“1”为

“企业之家”，联合“N”个职能部门，
对应“X”项企业反映的问题的办
理和反馈。企业反映的问题，限时
办理回复，并将开展办理满意度调
查，办理满意度作为办理部门考核

的重要指标。
一个“小举动”，带来“大变

化”。重庆瑞润电子有限公司、重
庆卡马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企
业之家”反映融资问题，两家企业
很快就分别获得了 3000 万元和
1500万元贷款。

“企业有困难的马上帮，企业
有意见的坚决改，企业有需求的主
动做，企业有期待的真心抓。”璧山
区工商联介绍，依托“企业之家”，
璧山区构建起“问题反映、按责转
办、限时办结、统一督办、评价反
馈”闭环机制，保证企业诉求得到
切实解决。

据悉，今年3月28日以来，璧
山“企业之家”先后组织 10余场
活动，共收集企业反映的问题68
个，梳理成48个，协调解决了46
个。

“不止是说话的平台，下一步
我们还将把‘企业之家’打造成企
业‘借智’的平台。”璧山区委统战
部负责人表示，针对企业需求，将
开展企业大讲堂活动，不定期邀请
专家学者、政商届精英等，通过高
峰论坛、研讨交流等形式，进行各
种话语交锋、思想碰撞，为企业发
展“问诊把脉”。

除了看得见的线下“企业之家”，
璧山区政府还在着力打造线上政务
服务平台。目前，该区已在政府公众
平台、政企通以及党政内网办公系统
搭建起政企服务平台，除了对各类政
务信息进行梳理和发布，这个平台最
大的作用在于可以接受企业对全生
命周期问题的咨询和服务。

所谓“全生命周期”，包括企业
开办、准营准办、抵押质押、职业资
格等企业涉及的所有问题。

通过上述平台，企业可以随时

通过微信公众号或电脑端咨询政
府各个部门，当企业“吹哨”，璧山
区营商环境办公室梳理后将通过
党政内网办公系统模块，让所涉及
部门“报到”，承办单位在规定时限
内回复给“吹哨”企业，企业最终对
办理结果进行满意度评价。

“不管是线下的‘企业之家’，还
是线上的政企服务平台，璧山区大力
推进实施的‘企业吹哨、部门报到’互
动机制，核心是拓宽政企交流渠道，
优化营商环境。”璧山区发改委表示，

定制化服务带给企业的切身感受是
营商环境改善的最好诠释。

据介绍，“企业吹哨、部门报
到”互动机制建立以来，目前已征
集316个企业诉求问题，立查立改
协调解决企业诉求问题95个。

企业之家、“企业吹哨、部门报
到”互动机制，是璧山区在优化发
展环境中创新之举。在放管服改
革“规定动作”上，璧山更是高标
准、严要求。

例如，在重点事项审批改革方

面，璧山将建设领域17个审批部
门73个审批事项纳入并联审批改
革，落实并联审批、首问负责、联合
办理、超时默许、缺席默认等机制。

在创新发挥企业帮扶“资金池”
效用方面，截至11月，“六大资金池”
累计发放381笔，共计196600.5万
元。其中“助保贷”21笔5410万元，

“银政通”12笔2840万元，工业企业
流动性信用贷款23家51120万元，
转贷应急周转资金89笔75364万
元，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131笔20300万元，两山担保公司贷
款担保105笔41566.5万元。

同时，璧山还在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中实施行政执法“零检日行动”，
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检查频率
均在原检查频率上缩减50%，企业
生产效率普遍提高10%以上。此
外，璧山还创新优化企业人才队伍，
给予引进人才住房补贴、个人所得
税区级留成部分返还等奖励。

吴刚 仇峥
图片由宇海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除了“输血”拯救 还助推其做大做强

别人要花几个月 璧山只用了一个月

企业之家小举动 带来发展大变化

企业“吹哨” 政府部门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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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宇海精密扩产搬迁后的新厂区车间宇海精密扩产搬迁后的新厂区车间

图图②②：：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大力提升生产效率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大力提升生产效率

图图③③：：井然有序的生产现场井然有序的生产现场

图图④④：：流水线产品链接到国际市场流水线产品链接到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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