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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清单制
工作效率从“日”到“时”
三张清单划定范围

让川南临港片区企业频频点赞的“小
时清单制”，实际是指在企业注册、印章刻
制、税务办理、银行开户、人社部门招聘登
记、新办企业社保登记全程电子化办理的
基础上，创新创立的一项便企制度。它以
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办事时限标准由

“工作日”向“小时”转变。
早在2017年10月川南临港片区就

创新推行“一小时办结制”，“小时清单制”
正是其升级版，它以企业开办作为“切入
口”，全面梳理各类企业开办的关键环节，
在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电子化时，深化“放
管服”改革在商事登记领域的创新实践。
今年4月起，“小时清单制”在川南临港片
区试推行。

“之前的‘一小时办结’，主要是提速
营业执照办理，现在‘小时清单制’将更多
企业开办相关信息以及部分关联许可事
项，按类别、层级归并，分别纳入1小时、3
小时、6小时办结‘三张清单’，实现企业
开办不同事项限时办结。”泸州市工商局
副局长徐俭说。

在大力深化“放管服”的大环境下，如
果说“最多跑一次”是解决群众跑的次数

问题，那么“小时清单制”则是解决每一次
所需的时间问题，让办事结果更具透明度
和办结有可预期值。这是一场创新行政
管理模式、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的变革。

川南临港片区综合服务大厅内，一共
设置有9个商事登记综合窗口，在这里，企
业开办不必去寻找“哪里是工商、哪里是税
务等等，反复排队”，只需在一个综合窗口，
就可以受理所有企业开办相关事项，并实
现后台分级审批、最后前台一窗出件。

在“小时清单制”的改革中，“用户

导向”和“用户体验”是两大关键词，民
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是这项改革最终的
落脚点。

徐俭说，以前在行政审批当中，流程
往往是按部门的需求来设计，而综合窗口
是因为要满足群众的需要进行的流程设
计。这也要求整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在工
作效率理念上要有所突破，以前以天来衡
量工作，现在需要以小时来衡量工作，这
是川南临港片区刀刃向内，通过流程再造
倒逼自身进行的一场改革。

“小时清单制”诞生于川南临港片区，
目前，这项创新制度已经从1.0版本升级
到2.0版本，清单内的事项也从最初的33
项增加到80余项，并正在跨入3.0版本。
接下来，“小时清单制”还将类推到相关领
域和行业，以及社会民生领域。

以群众为中心
一场刀刃向内

面向政府自身的自我革命

在川南临港片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内，一块电子显示屏特别显眼。电子屏
上，有申请人名称、办理流程、办理事项、
办理状态等，与之相对应的企业、办理事
项和时间等一一滚动显示。这是川南临
港片区启用的“倒计时”服务，让办事群众
办事更加公开、透明、可期。

看到这一幕的川南临港片区行政审
批局副局长冯健心生感慨：“看似横空出
世的‘小时清单制’，其实是建立在无数次
前期改革的基础之上。”

川南临港片区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
内，真正让信息跑起来、办事时间短起来？

之前，涉及到企业开办的相关审批，企
业开办从注册到刻章、开户、办税等环节全
部办结，平均耗时为20个工作日。部门与部
门之间的审批相互制约、互为前置是常事。

“小时清单制”的改革被泸州市工商局
副局长徐俭称为“变串联审批为由一个政
务中心牵头的并联审批”。他举例，企业开
办涉及相关材料，由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分
发到各部门。公安、税务、银行等部门单位
可以一套资料、同步审核、数据共享。

信息的集成仅仅是啃下的第一块“硬
骨头”，“时间的赛跑”成为最为关键的“碉
堡”。 从20个工作日办结变成按“时”办
结，不仅外界认为不可能，就连内部很多
人也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牵头进行商事改革的工商系统首当
其冲，有声音认为要实现小时办结“比登天
还难”。企业名称、住所信息、经营范围等，
每一项都需要窗口人员一一进行人工核
准，耗费的时间均不是以小时能够计算的。

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却有着内在的
合理性。在川南临港片区提出企业开办
按“时”办结的想法后，《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出
台，这与川南临港片区的想法高度契合，
这说明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更坚定了改革
者的信心和决心。

面对质疑，改革者不断研究、探讨、改
进、优化流程。通过开放企业名称数据库，
实现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根据住所申报
负面清单，改由申请人对住所信息真实性负
责。企业自主申报，减少了窗口人员审查时
间，把一件一件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改
革还制定了容错机制，允许试错，让一线
窗口人员放下思想包袱，放手试、大胆干。

经过实践检验，并不是企业开办的所有
事项都能在1小时内办结，改革者实事求是，
将企业开办相关信息分类别、分层级归并到

“三张清单”内，能当场办结的定为1小时办
结，稍微复杂一点的事项列入3小时办结清
单，所需时间更长的公司变更登记等列入6
小时办结清单。如今，运用“小时清单制”，实
现企业从设立到具备一般性经营条件所必
须办理的环节最多18小时即2.25个工作日
办结，远远低于国家8.5个工作日的要求。

徐俭坦言，“小时清单制”改革是一次
“刀刃向内、面向政府自身的自我革命”，
其路径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
活力的乘法。在这一改革的牵引下，川南
临港片区实现了政府服务意识增强、部门
协同性增强、办事效率提高、民众满意度
上升，企业发展环境优化。

“小时清单制”并不是个新鲜的概念，
它是以用户为导向的“用户端”改革，川南
临港片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只是把改
革一点点、一处处落在了实地，真正实现从

‘以政府、干部为中心’到‘以群众为中心’
的思想转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让改
革真正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群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实秋 徐庆

川南临港片区“制度创新”观察：
“小时清单制”一场“用户端”的改革

“以前，开办一个企业，手续材料要
提交20多种，跑10多个部门，至少得5天
时间。现在只需一次性交10多种材料，
几个小时就能全部搞定！”不久前，四川
君宇菘商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四
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以下
简称“川南临港片区”）办理企业开设手
续，方便快捷的审批制度令他啧啧称赞。

令这位企业负责人惊喜的变化，得
益于泸州推出的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制
（以下简称“小时清单制”），它不仅极大
方便了企业和群众，也为全国行政审批
改革制度提供可学习的经验。

11月底，国务院部署开展的第五次
大督查中，对泸州推出的“小时清单制”
经验予以通报表扬。一年多来，川南临
港片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推进营
商环境和开放产业、功能平台、贸易通
道建设，除了创新企业开办“小时清单
制”，一共形成创新成果194项，其中全
国首创22项、全省推广10项。片区累
计新增注册企业5747家，为原存量企业
的8.2倍，带动全省进出口贸易额完成
了213亿元，增长52.9%。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

川南临港片区综合服务大厅。

天府新区（自贸区）法院

明年1月起履职
移动智能电子诉讼平台已提前上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柳锋 曹
菲）2019年1月1日起，四川天府新
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
府新区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自贸区法院”）
将正式履行法定职责。据了解，天府
新区法院下设华阳、太平、籍田、正兴
四个派出法庭，1月2日起将正式受
理案件。

四川天府新区法院办公地点在
成都市天府新区梦溪路1399号。其
中，华阳人民法庭辖区为华阳街道、
正兴街道；太平人民法庭辖区为太平
街道、万安街道、白沙街道、合江街
道、新兴街道、兴隆街道；籍田人民法
庭辖区为籍田街道、大林街道、煎茶
街道、永兴街道、三星街道。

根据相关文件，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
试验区人民法院有权管辖下列第一
审案件：

天府新区法院按照基层法院受
理案件范围，管辖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范围内的各类案件。有其他特殊
管辖规定的案件，按照特殊规定确定
管辖。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按照基层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管辖四
川自由贸易试验区除川南临港片区
以外区域的民商事案件。辖区范围
内原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案件，仍
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省级部门与国务院部门或省政
府因复议行为作为共同被告的行政
案件（除原告选择在国务院部门所在
地法院起诉的外），指定天府新区法
院管辖。

天府新区法院还未正式履职，
“天府智法院”电子诉讼平台已经上
线。12月28日上午，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
验区人民法院）与腾讯公司举行“天
府智法院”上线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新闻发布会。从立案、缴费到在线开
庭、纠纷多方参与联动化解，该平台
实现了足不出户在线打官司。

据悉，该平台为西部首家依托微
信小程序全面受理案件的智能电子
诉讼平台。其中，该平台中涉案财产
智能询价等功能，系全国首次以微信
移动诉讼平台实现。

相比其他在线诉讼平台，“天府
智法院”有何亮点？记者在会上了
解到，该平台覆盖了各个司法环节，
立案、诉讼费缴纳、证据交换、开庭、
送达等诉讼全流程均可通过该平台
远程线上办理，实现了“打开微信打
官司”。

什邡3男子被判刑罚款
另缴15万生态损害赔偿金

月26日，什邡市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
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案

件。2017年12月，叶某、田某和
刘某3人相约上山打“野羊子”，
先后猎杀3只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斑羚。法院审理认为，叶
某、田某和刘某的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
定。最终，叶某、田某和刘某分
别获刑1年至1年零3个月，并
分别被处以4万-7万元罚金，3
人共计罚款15万元。

除刑事判决外，在本案审
理过程中，3名被告还与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什邡市检察
院达成调解协议，自愿缴纳生
态损害赔偿金15万元，并公开
赔礼道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董兴生王攀

罚款之外为何还要
缴纳15万生态赔偿金？

在这一案件中，3名被告因为非法猎杀3
只斑羚，既受到了刑罚处罚和罚款，又缴纳了
15万元生态损害赔偿金。算下来，偷猎3只
斑羚，总共付出了30万元，这个教训十分惨
重。那么，既然判了刑，又交了罚款，为何还
要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判罚的法律依据是
什么？对此，记者采访了本案的审判长、什邡
市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庭庭长邓雪梅。

记者：三被告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的
法律依据是什么？

邓雪梅：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法律
依据是《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第二
章第十五条规定，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的
方式中，就包括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
道歉等。

记者：15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金是怎
么算出来的？

邓雪梅：根据国家林业局第46号令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斑
羚属野生动物的基准价值为1万元每只。
《方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按照所列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核
算；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按照所列野生
动物基准价值的五倍核算。由于斑羚属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按照所列野生动物
基准价值的五倍核算。

记者：设立环境资源庭和缴纳生态损
害赔偿金的意义是什么？

邓雪梅：什邡市人民法院是德阳首个设
立环境资源庭的法院。以往，环境资源类案
件，法院仅仅是定罪量刑，判刑和处罚金，但
环境破坏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类案件，
应该实现最大程度的生态环境修复，这也体
现了环境资源类案件的恢复性司法理念。

记者：生态损害赔偿金将用于哪些用途？
邓雪梅：生态损害赔偿金将专门用于

生态修复。比如砍伐树木后，可以通过补
种复绿来修复。但猎杀野生动物，动物已
经死亡，无法恢复，只能通过缴纳生态损害
赔偿金，用于其他方面的生态恢复。什邡
市正在筹备建立专门的生态损害修复基
金，专门用于生态损害修复。这次收缴的
15万赔偿金将进入专门设立的环境资源
生态修复基金。

结 伴 上 山 打 了 3 只“ 野 羊 ”

对

话

法

官

第二次偷猎当晚，3名被告人将
猎杀的斑羚留在了村民家中。第二
天，刘某再次返回该村民家中，将两
只斑羚运走。在路上，刘某被设卡检
查的森林公安挡获。此后，参与偷猎
的田某自动投案，叶某也被什邡市森
林公安局拘传归案。

同一天，3名被告人因涉嫌非法
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
什邡森林公安依法刑事拘留。后由
什邡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什邡市检察院就此案向本院提
起公诉，并对3名被告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该案承办法官告诉

记者。12月26日，什邡市人民法院
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宣判。

法院认为，叶某、田某和刘某的
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相关规定，依法对叶某、田某和刘某
分别判处1年至1年零3个月不等有
期徒刑，并分别处以4万-7万元罚
金，3人共计罚款1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刑事判决外，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3名被告还与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什邡市检察
院达成调解协议，自愿缴纳生态损害
赔偿金15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义务承担护林宣传工作。

两次进山偷猎使用红外热成像仪搜寻猎物

2017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什
邡本地人叶某、田某和刘某相约去山
中打猎，刘某驾车搭载叶某和田某到
了什邡有“野羊子”出没的山区。而
当地人所说的“野羊子”，其实是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羚。

“在河口处，叶某用红外热成像
仪搜寻到一只斑羚，就在对面山上。”
什邡市森林公安局办案民警介绍。
随后，刘某停车留守，叶某和田某携

带枪支过河，搜寻斑羚进行猎杀。
捕猎成功后，3名男子把斑羚尸

体搬到车上，连夜赶到一户村民家
中，将斑羚剥皮、肢解，并将皮肉分
配。

当年12月中旬的一天，叶某、田
某和刘某再次进山打猎。这一次，3
人如法炮制，依然使用红外热成像仪
和猎枪，先后猎杀了两只斑羚，并将
两只斑羚运到村民家中肢解。

运输时被挡获检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嫌疑人指认涉案猎物。

什邡市森林公安挡获的斑羚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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