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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开发区调整主攻方向，转移发展重心，加速崛起城市新中心

转身向“西”绘新卷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王聪 郭晓静）日前，《中
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
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实施意见（试
行）》获得批复，中国（山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烟台片区正式试点实行商
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11月 15
日，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通
知，确定在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
区内正式实施商事登记确认制改
革。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试点是国
务院“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大任
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举
措，能够进一步提升市场准入效率，
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商事登记确认制，即商事主体登
记机关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和信用承
诺，对商事主体登记事项依法进行形
式审查，通过登记确认商事主体和一
般经营资格，发放营业执照，并予以
公示的制度。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
将在自贸区烟台片区先行试点，并适
时进行推广。在自贸区烟台片区范
围内登记的各类商事主体，包括可提
供电子身份证、电子营业执照的自然
人或企业法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
工商户、营业单位，以及企业分支机
构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商事登记确认制，以名称自主申
报、章程自动生成、住所（经营场所）
申报承诺、经营范围自主申报、实行
人员实名认证为核心，全面推行全程
电子化登记，依托智能系统对申请文
件和电子签名进行自动校验审查，同
时确认电子印章、电子签名与传统印
章、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市
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

11月16日，烟台欣浩达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顺利领取营业执照，成为
自贸区烟台片区试点商事登记确认
制改革后第一个落户的企业。领取
到执照后，公司负责人刘先生开心地

说：“没想到能成为第一个，现在办理
公司真的太方便了，什么都能够自动
化生成或选择，我们只需动动手、扫
扫脸就能够完成设立登记，太方便
了。”

“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旨在通
过实施全面实名制、信用承诺制和自
主申报制，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应用
标准化、程序化的模式确认市场主体
资格和一般经营资格，完成商事登记
确认，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和自由
裁量权。”烟台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商
事登记处负责人姜美玲介绍说。

在降低准入、减少干预的同时，
商事登记确认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对提交人、申请人提供虚假身份、提
交虚假材料（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

诈手段隐瞒有关情况、重要事实申请
登记（备案）确认的，经查实后，将依
法予以撤销。同时，运用大数据等技
术，加强对各类登记事项的检查力
度，做好监管数据的归集、整合和共
享，并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按照“双
随机、一公开”工作部署进行抽查，将
抽查检查结果及时进行公示。

“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遵循自主
申报、信用承诺、依法确认的原则，登
记机关实行形式审查，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即进行确认登记，并向社
会公示，减少对市场主体自治事项的
干预，申请人对登记事项实行自主申
报，履行真实、完整和准确申报的义
务，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
效性负责。”烟台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副局长陈波介绍说。

下一步，自贸区烟台片区将以
“一件事”为核心，做精、做细、做优
行政审批服务，切实打造极简、极
速、极优的政务软环境，以优质的

“梧桐树”，吸引更多的“凤凰”来。
同时，对于提交虚假材料、以欺骗等
手段隐瞒有关情况、重要事实申请
登记（备案）确认的，将严格落实相
关规定，与市场监管部门密切配合，
做好案件的处理和公示工作，对违
法责任人进行限制，将违法主体依
法纳入经营异常名录，提高市场主
体失信成本。

“动动手扫扫脸”就能完成登记
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试点落地自贸烟台

连日来，开发区市场监管分局以酒店、旅馆为重点，持续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整治活动。
截至目前，共检查酒店、旅馆49家，重点整治酒店、宾馆在用客货电梯、杂物电梯、压力管道、
空调用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发现并整改问题18项，进一步强化了安全监管。

通讯员 赵彦文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摄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聪 朱为强 王泽松）“来烟台开发区真是来
对了，企业注册竟然实现了‘立等可取’。”杨先
生感慨道。11月16日，杨先生从公司申请到
顺利从柜台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营业执照，前后
不到2个小时。这也是烟台开发区外资企业注
册再次跑出“加速度”的一个缩影。

澳籍华人杨先生在与国内知名某大型
葡萄酒学院达成合作共识后，对方提出须
与杨先生以公司的形式进行合作。于是，

11月16日下午2：30分，杨先生急匆匆来
到烟台开发区行政审批中心2楼的外资企
业审批窗口，向工作人员提出想要在最短
时间完成企业注册登记。烟台开发区市场
监管局行政审批处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
后，及时为杨先生提供了全事项帮办代办、
全流程帮办代办、无差别一窗通办的“金牌
保姆式”审批服务，并充分应用电子证照等
高科技手段，在不到2个小时内，顺利地为
杨先生的公司办理好了营业执照。

烟台开发区外资企业注册实现“立等可取”

企业注册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
员 王聪）近日，由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德国
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主办的“2021中德生命
健康产业合作交流会”举行。交流会上，烟
台开发区工作人员推介了开发区营商环境
及生物医药产业优势，东诚药业相关负责人
发布了企业合作需求，正海生物、隽秀生物
等区内优秀生物医药企业代表参会。

生物医药产业是烟台开发区重点培育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
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医疗机构、
健康养老等五大板块融合并进的产业格局，
培育出一批骨干企业。截至目前，烟台开发
区共有13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4家上市公
司，共集聚31家高新技术企业、51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获批及在研的国家一类新药、国

家三类医疗器械近百种。其中，荣昌生物
2020年11月成功实现赴港上市，募集资金
约40亿元，成为当年全球最大规模生物医
药IPO企业。

德国是传统的生物医药产业强国，拥有
西门子、拜耳、费森尤斯等一大批世界知名
企业。此次线上交流会，德国医谷、慕尼黑
生物技术集群、德国北部生命科学产业集群
等进行了产业推介。

下步，烟台开发区招商局将继续发挥驻
德国办事处作用，加大与德国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及生物医药企业对接力度，积极导入优
质德国生物医药投资、创新、研发资源，着力
推动成果转移转化、高端人才集聚，将烟台
开发区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烟台开发区参加2021中德生命健康产业合作交流会

寻求德国生物医药研发资源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
员 王聪）记者昨日从烟台开发区财政金融
局获悉，前三季度，该区创新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共为企业减负17.1亿元。

今年以来，烟台开发区财政金融局精简
办税流程和手续，对6类税务行政许可事
项，实行“前台受理、后台流转、限时办结、
窗口出件”的“一站式”服务；对184个报告
类事项，全部实现一次办好、即时办结；对
29类涉税业务实行“容缺办”，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在遗漏非核心涉税资料，承诺事后规
定时限内补正的前提下均可先行受理、办结
或流转。前三季度，全区新增减税降费17.1
亿元。其中，税务部门减税降费16.7亿元；
人社部门新增社保费降费4064万元，惠及

10348家企业；通过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
城市绿化补偿费，退还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
费，停收测量测绘费，每年减轻企业负担
600万元。搭建业达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归
集整合13个部门200多项企业数据，充分
发挥涉企政务信息的信用背书和价值倍增
效应，建立多维度、高信度的信用评价模型，
解决“轻资产”中小微企业信用不足问题，实
现线上投融资对接。2021年试运行以来，
累计上线金融机构 28家，发布金融产品
110款，注册中小微企业292家，发布融资
需求 175 条，撮合 162 笔融资共计 7.8 亿
元。省内首推增值税留抵税额专项贷款，最
大限度盘活企业存量留抵税额，拓宽融资渠
道，减轻用款压力，已落地4笔5850万元。

创新落实减税降费
烟台开发区前三季度为企业减负17.1亿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
员 王聪 柴瑞洪 姜志明）“这次计量建标专
项授权在我们恒达农贸市场试点，是对我们
市场的一种信任，有利于提升市场整体形
象，减轻业户负担，维护消费者权益。”恒达
农贸市场经理、烟台鼎能商贸有限公司经营
部部长郑晓如是说。

日前，烟台开发区市场监管局、烟台市
标准检验检测中心与烟台鼎能商贸有限公
司在开发区恒达农贸市场举行农贸市场计
量标准器赠予仪式，免费为恒达市场提供一
套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标准器，并确定烟台
开发区恒达农贸市场为计量检定授权试点
单位。

农贸市场建标专项授权是计量监管方
式的一项新创举，也是开发区市场监管局为
民办实事、服务民生的具体体现。农贸市场

电子称监管一直是计量监管工作的重难点，
市场上时常出现“短斤缺两”等问题，不但扰
乱了市场经营秩序，而且侵害了广大消费者
合法利益，也影响了农贸市场整体形象。近
年来，烟台开发区市场监管局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聚焦群众揪心
事、闹心事，着眼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在加大计量日常监管力
度的同时，广泛开展全领域消费创建，大力
探索计量监管创新。这次试点选择开发区
恒达农贸市场是经过多轮次考察和比较，最
终确定经营规范、电子称体量大、使用频次
高的恒达农贸市场作为计量检定授权试点
单位。目前，恒达农贸市场已完成实验室改
造、硬件设施配套及人员培训取证等工作，
顺利通过了初期考评，基本具备了建标的基
础条件。

烟台开发区创新计量监管方式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商事登记确认制，以名称自主申报、章程自动生成、住所（经营
场所）申报承诺、经营范围自主申报、实行人员实名认证为核心，全
面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依托智能系统对申请文件和电子签名进行
自动校验审查，同时确认电子印章、电子签名与传统印章、手写签名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

在降低准入、减少干预的同时，商事登记确认制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对提交人、申请人提供虚假身份、提交虚假材料（文件）或者采
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有关情况、重要事实申请登记（备案）确认的，
经查实后，将依法予以撤销。

“加快崛起烟台城市新中心！”11
月20日上午，烟台开发区召开城市
建设管理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大会，梳
理城市建设发展方向和任务，描绘未
来美好蓝图，提出将更多资源向城市
西部倾斜、向乡村振兴发力，进一步
彰显国际化城市气质，提速城乡一体
化发展，加快打造“环境优美、经济繁
荣、业态丰富、生活便利、人丁兴旺”
的一流城市。

此次大会更释放出烟台开发区
发展重心向“西”转移的重要信号，该
区将调整主攻方向，把重点规划向西
对接、基础设施向西延伸、建设投资
向西倾斜、城市空间向西拓展，不断
拉大城市框架、强化交通互联，在缩
小城乡差距、带动周边区市发展、促
进中心城区融合中凸显“中心”地位，
崛起为烟台城市新中心。

发展重心向西转移

城市是高质量发展的载体和支
撑。自2011年，烟台开发区提出“以
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为总方向”，城
市规划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细细
数来，全区建成开放后沙广场、扬帆
广场，分批建成黄金河、白银河等5
个公园，全面升级长江路、衡山路等
10多条主干道，八角湾新城领跑全
市“五大新城”，古现里文旅小镇全面
开工，引领古现、八角两大新城加速
崛起。

过去十年，现代感、国际范的城
市品质已成为烟台开发区双招双引
的靓丽名片，具备了向更高层次迈进
的坚实基础。

立足当前发展阶段、优势、短板，
烟台开发区将精准把握在烟台大城
区建设格局中的定位，推动城市形态
和功能升级，补齐乡村振兴、民生事
业、城市管理短板。尤其是随着烟台
中心城区空间格局的战略调整，烟台
开发区由中心城区西部的边缘组团，
变身为中心城区西进的核心板块，由
此带来了城市发展重心的转移。

今后，烟台开发区立足解决东、
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现实需
要，将把重点规划向西对接、基础设
施向西延伸、建设投资向西倾斜、城
市空间向西拓展，不断拉大城市框
架、强化交通互联，在缩小城乡差距、
带动周边区市发展、促进中心城区融

合中凸显“中心”地位，崛起为烟台城
市新中心。

五大片区勾勒起新中心

转身向西，烟台开发区将推进区
域统筹发展。围绕福莱山、古现、八
角、大季家、潮水五大片区，早已有了
清晰的规划。

福莱山片区作为烟台开发区建
设的起步区也是发展的主中心，将开
展城市更新改造，引导工业区、老旧
小区连片改造及周边区域综合改造，
有效解决土地利用低效、公共活力缺
乏、文化特质模糊等问题，通过导入
更多新兴业态和人口，配备完善基础
设施，让整个片区的环境更宜居，更
加充满现代都市气息。

古现片区作为烟台开发区西进
发展的重要承载地，将整合新型商
业、文创办公、科技研发、休闲娱乐等
要素资源，使区片既有文化特色又具
产业载体。将依托凤凰山、黄金河的
独特山水脉络格局，挖掘王懿荣故
居、牟子国古城等历史文化资源，讲
好历史故事，重点规划建设化工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葡
萄酒研发与交易、智能制造五大研发
总部园区。未来，这里将汇聚文化、
旅游、康养等要素资源，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成为远超生产性服务中心，
兼具文旅特色和高端科研、宜业宜居
宜游的重点区域。

大季家片区作为烟台开发区重
要的产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增添生活
气息与商业活力，打造“一体化联运”
的高铁枢纽。

潮水片区重点推动智能制造、海
洋科创、医养健康、战略航空等新兴
产业，打造烟台城市西进发展新高
地。

位于八角片区的八角湾中央创
新区作为烟台市重点规划建设的片
区，在明年将新开工项目6个，续建
项目11个，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全
力打造创新之区、人才之城、会展之
滨、活力之湾。其中，全面启动八角
湾国际医院、八角湾体育公园、东岛
咀海岸公园三大民生引领工程，力争
2025年建成投用。八角湾国际医院
一期设置床位1500张，将依托毓璜
顶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西部区域
医疗卫生资源短板。

既要国际范儿又要烟火气

重心转移，管理也要跟得上。未

来，烟台开发区将对标先进，既在
城市建设上追求高端大气，又在
城市管理上坚持精益求精；既
要“大而美”，又要“小而美”；
既要精致时尚的“国际范
儿”，又要便利宜居的“烟
火气”。

在城市管理和服
务方面，烟台开发区
将按照“四季常绿、
三季有花”的标准，提
升绿化品质，装扮美丽
城市，在城市出入口及重
要道路建设5条花卉长廊，
建成50处口袋公园、道路庭
院，每年新增绿量10%，串联
成“绿网千园”的生态新格局。
把城市美学运用到城市微更新
中，试点改造1条创意广告示范路，
充分展示优秀的企业文化；以海洋、
航天、工业为主题，打造3条特色街
巷；通过艺术遮挡、彩绘粉刷等方
式，艺术美化城市家具，建成10
处涂鸦喷绘文化网红打卡点。

当好“城市护航员”，进
一步释放城市公共空间，
在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
建设20处、1万个非机
动车停车位，引进2-
3 家优质共享单车
企业，解决好群众出
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当好“城市大管
家”，建立多元供水格局，
2022年洪钧顶水厂投用，
与卧牛山水厂、凤凰山水厂
三足鼎立，日供水36万吨，万
华15万吨海水淡化项目开工建
设，道路冲洗、园林绿化优先使用
中水，回用率在1万吨基础上逐年
提升10%；推进污水处理结点成网，
2022年，完成八角新建、大季家扩建
污水厂前期方案论证，力争开工建
设，日处理量由10万吨增加到21万
吨，形成以古现、八角、大季家污水厂
为基干，化工园区、万华、潮水污水厂
为辅助的污水处理网络，互为补充的
系统化优势更加凸显。

当好“城市勤务兵”，构建“15分
钟便民生活圈”，科学设置40个临时
便民摊点，画出指尖上的“水果地图”

“菜摊地图”“早餐地图”。提档升级公
厕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赋能休闲娱
乐功能，形成10座具有开发区特色的
网红公厕；引导社会单位将内部厕所
共享，成立全市首家“公厕开放联
盟”。对标上海“望江驿”，将46家城

诚驿站串联成便民服务暖心家、服务
民生新高地。优化营商环境。紧扣
金沙滩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目标，培育
升级“烟台之夜”项目，挖掘非遗文化，
融合“爱”“情”元素，提升整体环境吸
引力。依托优质海岸资源，举办“情满
金沙滩主题婚礼”“星空马拉松”“风筝
精英汇”；建设高端、多维的游客中心、
便民服务点，全方位打造体育运动、咨
询导游、智慧医疗、购物休闲、户外拓
展、婚纱摄影等“6+N”服务矩阵，进一
步完善休闲服务的功能性和舒适度，
让市民游客心驰神往、流连忘返。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姜前 摄影报道

福莱山公园。王仁勇 摄

浪漫金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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