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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每天有大量的新注
册企业诞生，同时也有不少企业注销，市
场就是在这种“新陈代谢”中不断成长和
发展的。随着“放管服”工作的推进，企
业注册越来越方便。与之相反的是，企
业注销却遭遇了不少难题：既要去各部
门履行数道程序，又需要无数必要的、不
必要的材料，公告时间也较长，导致了

“企业易生难死”的尴尬现状。
在本次两会上，省政协常委、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四川省经济法律研究会会
长司马向林呼吁，以立法的形式简化税
务、社保、商务、海关等注销手续，方便企
业能快速退出市场。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作出实施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次省政
府工作报告要求，深入推动“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刘超表示，绵阳是全省区域性中
心城市、环成都经济圈龙头城市，也是
成都平原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西
北生态保护区3个区域的交汇点，在
落实省委重大战略部署中肩负着光荣
使命和重大责任。

围绕落实“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战略部署，绵阳编制完成《绵阳市成都

平原经济区协同发展重点任务清单》，
主动与成都市、德阳市签订一体化发
展合作协议，确定与成都开展72个合
作项目，现已启动12个；确定与德阳
开展43个合作项目，现已启动5个。

刘超说：“我们将坚持‘和而不同、
错位发展’，加快推进与周边城市的一
体化发展，携手打造优势互补、协调联
动、联系紧密的区域发展共同体。”

围绕落实“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战略部署，刘超表示，绵阳将用好“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聚
集资源要素、拓宽发展空间，以全面开

放推动改革深化和高质量发展。去
年，绵阳人民期盼已久的绵西高速建
成通车，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在全
省排名从第12位跃升至第5位，通车
和在建高速总里程达到620公里，居
全省第3位。

尤其是绵阳去年新签约招商项目
369个，其中5亿元以上84个、100亿
元以上项目10个，全市近年引进100
亿以上的重大产业项目累计达到14
个，到位国内省外资金760.24亿元、
稳居全省第2位，实现了招大引强的
新突破。

省政协常委司马向林：

以立法的形式简化注销手续
方便企业能快速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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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
作为省人大代表，绵阳市委书记刘超带来了怎样的“绵阳2018年答卷”？
中国唯一科技城、四川区域中心城市、四川第二大经济体……一张张响亮的名片，展示着这座城市

的特色，也体现着这座城市在四川发展大局中的分量。
作为绵阳“班长”的刘超，又将如何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在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征程中

贡献更多“绵阳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梁波 姚茂强
看封面新闻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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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蹚出一条军民
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子，是
习近平总书记给绵阳出
的‘考卷’，我们必须答
好。争创国家军民融合
创新的排头兵，也是推动
绵阳科技城建设的必然
选择”。

——省人大代表、绵阳
市委书记刘超

预计2018年绵阳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9%，高于全省1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8%，高于全
省2.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12%，高于全省1个百分点；完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16.8亿元，同
比增长15.9%，增速居全省第1位；实
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4.54亿
元，增长12.6%……

在刘超看来，最耀眼的一组数据，
就是投资增速自1985年绵阳建市以
来首次位居全省第一位。“当前的投
资，意味着未来的产出，也体现着发展
的后劲。”刘超说，“特别是在投资总量
实现扩张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不断
优化，投资的有效性、合理性也在不断
增强。”

去年，绵阳工业投资和技改投
资增速均在 22%以上。这其中，京

东方、惠科等一批百亿先进制造业
项目贡献巨大。同时，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量 58.37%的民间投
资，增速更是达到28.3%。“民间投资
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市场主体的活
力，也反映了绵阳经济发展的活
力。”刘超说。

除总量外，刘超更关注的是经济
发展的质效。2018年，绵阳税收增长
17.5%，总额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超过六成。绵阳绿色发展指数位居
全省第一位。

“高质量发展绝不是不要GDP及
增速。没有增速，何来总量？没有总
量，何来人均？GDP的总量和增速仍
然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指
标。”刘超认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是要实现总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
辩证统一的发展。

去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四川视察时，专门对绵阳科技城建设
和军民融合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国务
院批复的《绵阳科技城建设“十三五”
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把科技城打造
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试验田、军
民融合创新的排头兵和西部地区发展
的增长极。

“建设绵阳科技城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党中央赋
予四川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关心、寄予厚望的重要工
作。”刘超说，“科技城是绵阳独有的金
字招牌，也是绵阳区别于其他城市最
鲜明的特点。”

去年，绵阳全社会R&D投入占
GDP比重达到6.54%、居全国前列。
净增高新技术企业33家、总数达到
272 家，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1000家、其中升规入统超过60家。
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55%、38.2%。这些成效反映出，科技
城建设驶入了快车道。

“努力蹚出一条军民深度融合发
展的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给绵阳出
的‘考卷’，我们必须答好。”刘超说，

“争创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的排头兵，也

是推动绵阳科技城建设的必然选择”。
刘超介绍，去年，绵阳在全国地级

市中率先召开军民融合发展推进大
会，制定出台军民融合“三年行动方
案”，今后每年都将滚动推进一批重
点工作事项。确定实施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行动、军地一体化建设行动、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行动、军民融合产
业培育行动、军民融合生态优化行动
等军民融合发展“五大行动”，明确了
绵阳未来几年军民融合发展的“路线
图、任务书”。

为了保障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顺
利推进，绵阳在全省率先成立市委军
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建立起“一院所
（高校）、一市级领导、一牵头单位、一
工作专班、一实施方案的‘五个一’工
作推进机制”。

今年1月14日，绵阳市委军民融
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挂牌，这也
是绵阳机构改革后首家挂牌的机
构。“作为市委军民融合委员会的常
设办事机构，军融办将主要负责处理
市委军民融合委的日常事务，抓好军
民融合发展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导
落实。”刘超介绍，“这也是市委推动
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创
新。”

在绵阳经济数据中，有一个0.7个
百分点。尽管不起眼，但在刘超眼里
极为重要。去年前三季度，绵阳县域
范围 GDP 占全市 GDP 的比重达到
77.8%、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

“不充分不平衡是绵阳发展最突
出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
强县弱、城强乡弱、县域分化，县域经济
发展一直是绵阳的短板。”刘超说。

去年7月召开的绵阳市委七届五
次全会，提出要着力构建“一核两翼、
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确立了做
优“一核”、壮大“两翼”、统筹“三区”的
总体思路。

其中：“一核”涵盖了涪城、游仙、
安州3个市辖区和4个开发园区，是绵
阳资源要素最集中、发展基础最好的
区域。“两翼”以江油和三台为主体，发
展基础较好、人口较多，是绵阳发展的
重要支撑，将与中心城区形成“三足鼎
立”的竞相发展态势。“三区”就是中部
平原河谷片区、东南丘陵片区和西北
山地片区，其划分覆盖了绵阳全域。

近年来，绵阳在支持县域经济发
展上“动了真格”。出台了构建“一核
两翼、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的
《指导意见》，设立了规模50亿元的县
域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坚持宜农

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旅则旅，
支持各地加速把资源优势、区位优势、
人口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推动县域发展提速、质量提高、在全省
类区县排位提升。

2018年12月30日，四川省通报
表彰了全省28个2018年县域经济发
展先进县，绵阳涪城区、北川县、平武
县名列其中，占全省总数超过十分之
一。“我们就是要真金白银支持各县市
区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板块，努
力形成市县协同、竞相发展的良好局
面，以县域经济振兴发展，推动绵阳经
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刘超表示。

“晒”成绩

省人大代表、绵阳市委书记刘超：

在治蜀兴川“四川画卷”中
贡献“绵阳力量”

经济发展规模质效同步提升

科技城
争创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的排头兵

一体化
将坚持“和而不同、错位发展”

论县域
不起眼的0.7个百分点，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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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声音
建议1

设立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推行注销“一网”服务

“与注册公司相比，注销公司需要
更加慎重。这是因为，公司注册时还
是一张白纸，但在其后运营过程中，产
生了很多法律关系，公司注销要平衡
和维护多方利益。但注销企业的手续
繁琐、效率低、费用高，也是影响整个
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司马向林解读，
应以立法的形式简化税务、社保、商
务、海关等注销手续：具体包括推行税
务注销分类处理，未办理过涉税事宜
或未领用发票、无欠税的纳税人，可免
于办理清税手续，直接申请简易注
销。对没有社保欠费的企业，同步进

行社保登记注销。
在针对企业提出的注销难问题上，

更应该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设立
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推行注销“一
网”服务。这样一来，将会大大提高企
业主体退出市场的效率，更能提高市场
主体创新、创业的热情。

建议2
对《公司法》等进行修订完善
建立企业背信惩处机制

同时，也要严格企业主体责任，依
法对失信市场主体实施联合惩戒，防
止恶意逃废债。另外，要不断完善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大力推进企业
异常经营名录制度，可以将背信行为

在企业信息平台中进行公示公告，列
入清算公司股东经营异常信息，进一
步发挥企业信息平台的作用，从而加
大信用监督力度。

“企业违背自我承诺的诚信机制
损害的是相关关联方的利益。对此，
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加强法律保障，
对《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进行修
订完善。”司马向林同时提到，应重点
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赋予“清算承
诺书”以法律效力，二是建立起背信
惩处机制。

除法律保障外，还应当持续推动企
业信息信用公示平台建设，以保障惩处
机制功能的最有效发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实习生 邱静静摄影 纪陈杰

省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四川
省经济法律研究会会长司马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