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杯银杯，不如群
众的口碑。”近年来，南
川良好的营商环境，就
像吸石一样吸引了众多
企业落户，逐渐形成了
一个招商引资的良性循
环。

重庆金民康有限责
任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汽车线束生产的企业，
是长安汽车、东风小康
等企业的一级配套商。
当初，该企业在选址上
面考察了多个地方，一
些地方的政策条件也确
实比南川优惠，但是最
终金民康选择了南川。

“优惠政策固然重
要，但我们更看重的，是
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坏。”
金民康负责人说，他们
就是从一个朋友那里了
解到，南川的整个营商
环境非常不错，所以，就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
到南川投资。

如今，在良好营商环境的加
持下，金民康发展迅速，已经成
为南川工业园区龙岩组团创业
园内最大的企业，用工人数达
400多人。

金民康负责人还介绍到，目
前，企业正在筹建南川第二工厂，
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地积极帮助他
们协调和办理相关手续，“因此，
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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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上诚心交心 服务上用心用情

南川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在很多落户南川的企业眼中，南

川党员干部人人都是政府形象“代

言人”，个个都是服务企业的暖心

人，很多企业家直言，“把企业落

户在南川真的放心”。

良好的政商关系，既有利

于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又

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实践中，南川区就通过用

情招商、创新服务、助困

解难等各种方式，诚心

诚 意 与 企 业 沟 通 交

流，用心用情帮助企

业发展，逐步构建

起“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

一个地方企业的“从无到有”、
从接触到落户，招商系统往往是企
业最先接触的一个环节。

“对我们来说，构建新型政
商关系，首先要坦荡真诚同企
业沟通、对接。”南川区招商投
资局相关负责人说，从获知
一个招商信息开始，招商系
统的人员就要开始与企业
接触，因此，招商人员的一
言一行代表的是南川形象。

为此，南川区提出人人
争做南川形象代言人，用情

招商，用细节和真诚来打动每一家
企业。

刚刚落户南川的正洁科技，是
一家利用废油发展循环经济的高新
技术企业，这样的企业，是各地争抢
的香馍馍之一。

南川区在获悉情况后，招商人
员就积极进行对接，详细为企业介
绍南川的区位、交通、产业、要素供
给、投资成本等情况，与企业进行真
诚沟通，为企业解惑，并给予合理化
的建议。

“我们最后选择南川，就是被

其展现出的细节和真诚打动。”该
企业负责人说，就拿南川给企业
投资进行的分析和建议来说，既
有原料、要素供给等成本的优势
分析，也有南川在土地、税收等各
方面与其他区域的对比数据，一
条条摆出来，就看企业怎么看、怎
么选，“我们认为，这是对企业的
尊重，更是切实为企业发展考虑，
所以我们相信南川的营商环境绝
不会让人失望。”

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在南川进
行二次投资的企业鸿庆达。“南川页

岩气资源丰富，经过检验的优良营
商环境，真诚待人的良好氛围，要素
供给的优势，产业链条聚集发展的
美好前景，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壮
大过程中，将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
降到最小，最终实现企业和地方的
共同发展。”该企业负责人说道。

2019年以来，南川区共签约56
个项目，协议引资共计321.455亿
元。其中：工业项目33个，旅游项
目3个、中医药产业园项目6个，现
代服务业项目7个，农业项目4个，
城乡建委项目3个。

企业落户后，往往要办理各种
手续、进行各项审批，大多企业由
于缺乏此类专业人才，所以跑手续
很让企业头痛。这时，服务是否跟
得上、服务效率高不高、能不能真
正为企业解决问题，成为衡量一
个地方营商环境好坏，以及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
重要标准。

“为此，我们在日常工
作中，要求每个人都要用真
心真情来服务企业，把企
业当作亲人一般。”南川区
政务大厅负责人介绍，他
们创新了大厅服务方式，
建立起民营企业审批服务
流水线，涵盖“春风接待+政
策宣传+提前介入+绿色通

道+容缺受理+并联审批+环

节跟踪+信用审批”8个环节，让办
事企业能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

同时，大厅配套建立了月度考
核数字化管理办法，对工作人员服
务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工作效果、违
规情况、加分等进行了详细的界定，
确保大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竭
尽所能为群众和企业服好务。

重庆昌宗机械最近就遇上了一
个难题，企业与沿海企业合作往来
的货物和票据现在收不到了，企业
老板梁正华一打听才发现，随着南
川工业园区龙岩组团不断壮大，他
原来登记的企业地址悄然间也发生
了改变。

原本梁正华想，只要把企业的
地址重新变更一下不就解决了
吗？可当他到银行一咨询，才发现
这事可没他想的那么简单。原来，

梁正华的厂房抵押给了中国农业
银行巴南支行，要想变更地址，他
首先要把在银行借的 500万元还
清了才能办理产权证的变更登记，
虽说这几年企业的效益不错，可要
他一下子拿500万元出来，他还是
犯了难。

10月11日，带着忐忑心情的梁
正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南
川区政务大厅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向窗口人员说明了情况。

登记中心立即电话同中国农
业银行巴南支行的经办人员进行
了沟通，最终，本着服务地方发展、
为企业排忧解难的角度，双方商定
在不办理产权证解压的情况下为
重庆昌宗机械有限公司办理地址
变更登记。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原来

要 5 个工作日才能办好的产权
证，现在仅仅半个小时就帮我办
好了。还帮我节省了近 6万元的
资金拆借利息，太感谢了！”手中
拿着新办好的不动产产权证，梁
正华感慨地说。

这样倾情为企业服务的案例还
有很多。今年，政务大厅就联合7
家银行共同入驻大厅，设立了“大厅
金融街”，截至目前，共为企业办理
银行开户300余件、帮助6家企业
融资300余万元。

目前，南川政务大厅日均接待
办事群众4000余人，办件有效投
诉率几乎为零，2019年，更是获得
了全国优秀政务大厅“服务优化
奖”，为南川打造全国一流营商高
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真心实意支持企业发展，是一
个地方能否赢得好的营商环境口

碑、构建起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
“试金石”，而在这方面，南

川就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和表率。

“企业遇到任何
困难都可以找我
们，我们也经常
进行走访调查，
了 解 企 业 所
需。”南川工业
园区一负责人
介绍，为更好地
服务企业，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

结合企业反映的实
际问题和困难，积极

为企业服务解困，南川
工业园区为每个企业配备
了“一对一”的“保姆式”服
务工作人员，进一步强化

服务保障工作，帮企业跑腿办事，让
企业能将更多精力放在发展上。同
时，南川区166名处级以上干部实行
了“一对一”联系帮扶企业，着力解
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

前不久，南川区工业园区龙岩
组团办事处和綦南电力公司人员前
往超群工业、恒亚铝业两家企业，上
门“诊断”电价高的原因。原来，超
群工业新厂房投产不久，变压器容
量大于实际用电容量，造成了基本
电价偏高；恒亚铝业则存在用电超
负荷的情况，增加了用电成本。

经过“诊断”，工作人员为两家企
业开出“药方”。超群工业新厂房投用
不久，用电量不是很大，可依相关政策
申请降低电价；恒亚铝业现在使用的
变压器只有250千伏，享受大工业用
电电价的门槛为315千伏，根据该企
业实际用电量，建议升级变压器容量，
这样一来一年可以节约十几万元。

“这样的上门精准服务很有针

对性，及时解决了企业困扰，很实
用！”超群工业行政主管姜红坦言，
政府对企业的帮扶越来越精细，凡
是涉及企业发展的事，都被相关部
门当成自己的事一样用心办，真的
让他们很感动。

据统计，自去年开展结对走访
和帮扶以来，南川区围绕企业
运行发展、要素保障、矛

盾纠纷调处等环节，建立专项台账
记录，定期研究存在的困难问
题，共解决企业用电、道路等方
面的难题100余件，解决企业后
顾之忧，推动企业向好向快
发展。

用情招商 用细节和真诚打动企业

倾情服务 让企业感受亲人般的温暖

助困解难 真心实意帮助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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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南川

南川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南川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

不动产登记业务不动产登记业务““一窗式一窗式””办理办理

南川工业园区实行南川工业园区实行““一对一一对一””
联系帮扶企业联系帮扶企业，，促进园区企业稳定促进园区企业稳定
生产及发展生产及发展 摄摄//袁治卫袁治卫

南川工业园区南平组团 摄/喻梵

工作人员微笑服务工作人员微笑服务 摄摄//陈姗陈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