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

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身就是一种

幸福”。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的身

边既有攻克“太空穿针引线”的中国航天

特级技师，也有做好药，医好病，始终战

斗在挑战病魔第一线的药物科研领头

人； 既有长期坚守在基层一线的环卫职

工， 也有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

哥……他们是奋斗者、奉献者和坚定者。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 时代是奋斗者书

写的，新时代的巨卷正在铺展。从今天开

始，上海法治报推出“新时代奋斗者”栏

目，聚焦身边不同领域、不同年龄、不同

行业的新时代奋斗者， 讲述他们的奋斗

故事，感悟奋斗的幸福。 敬请关注！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近期， 小微企业 “凯莫屋建筑科技 （上

海） 有限公司” 拟发展互联网业务， 申请增

加经营范围， 然而窗口干部在经营范围表述

所参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未查到企业提

出的行业类别。 “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接

手了这一问题， 最终提出了一个既不违反政

策规定， 又令申请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 “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 的日

常， 企业注册有疑难杂症， 工作室就来帮助

研究解决。 工作室成立一年多来服务数百家

企业， 解决了近 600 件企业注册急难愁问

题。

为更好服务企业把脉探路

“改革更有力度、 服务更有温度， 贴近

企业需求、 实现精准服务”， 位于浦东企业服

务中心内的 “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墙上， 两

句简短的宣传语赫然醒目。

2018 年 1 月 8 日，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2018 年优化营商环境 “二十条” 发布， 作为

其中优化政务服务、 提升企业感受度举措之一

的“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也正式揭牌。“担纲领

衔”工作室的，正是在注册一线工作了 25 年的

“老法师”， 党的十九大代表徐敏， 她带领着浦

东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的 11 名年青骨干，

每天为如何更好服务企业奔波忙碌。

工作室成立后不久，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向浦东市场监管局提出增资、 股权变更申

请。 “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成员了解到， 为

完成定向增发及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重组， 该

企业计划于 2 月 26 日前完成增加注册资本、

调整股东结构等各类变更。 申请时间与计划时

间仅有 3 天， 眼看时间紧迫， “徐敏创新服务

工作室” 按照浦东推出的企业登记 “1+1+2”

办理模式， 派工作室骨干成员予以专人指导，

帮助修改申请材料， 加快内部审批流程， 当日

就完成了申请案的受理及核准， 并当场核发执

照。

企业申请人事后表达感谢说：“如果没能及

时拿到新的营业执照，就会造成企业重组失败，

损失无法估量。 在工作室成员的专业知识及热

情服务下， 我们顺利地一次完成提交申请， 并

于当天办结， 切实感受到了浦东的速度和温

度。 ”

精准服务显示浦东温度

浦东是改革开放的热土， 也是创新创业的

热土。 徐敏深知， “小窗口见证大发展”， 因

此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与否， 直接影响到企业

对政府服务和营商环境的印象。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负

责将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后投

放市场。 企业听闻自贸区率先实施 “医疗器械

注册人制度”， 允许医疗器械注册人直接委托

上海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产品， 可将已经

取得的大量科研成果直接有效转化为市场价

值， 便决定将企业迁移至张江科学城。 在办理

迁移手续时， 因存在后续申请 “医疗器械注册

人” 诉求， 需更改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和住

址。 获悉情况后， “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专

门指派张江办事处业务骨干为该企业提供细心

专业的讲解和辅导， 并开辟 “绿色通道”， 帮

助该企业解决相关变更难题， 并当日核发了营

业执照， 为该企业顺利成为 “医疗器械注册

人” 提供了资格保障。

模范带头培育优秀人才

“我们服务企业， 要对企业多一份责任

心， 对企业的发展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服

务企业要不设路障设路标” ……徐敏创新工作

室的业务骨干们总能说出一两句徐敏的 “金

句”。 在他们眼里， 徐敏既是工作上的领导，

也是人生成长的导师。

王鑫跟随徐敏的时间只有 1 年多， 但对这

位 “领导” 已经产生了由衷敬佩， 其窗口注册

工作也有了改观。 窗口服务不能真的把自己局

限于小小的窗口内， 而是要转变思路， 走近企

业， 充分尊重、 了解企业心中意愿， 帮助有需

求企业， 把具体工作做实做细。

在一次走访过程中， 多家孵化器平台负责

人都提到场地不足登记有限的问题。 企业在新

注册时， 往往认为只能按照产权备注信息以楼

层为单位来登记， 因此造成可供注册使用的办

公场地极度匮乏， 但实际上很多企业只是租用

了其中一个工位进行办公。 徐敏对此提出建

议， 产权人是可以通过对楼层整体进行物理分

割的形式来进行注册的， 未来还将进一步推动

孵化器 “工位登记” 新模式来帮助企业登记，

让更多的创业者在孵化器平台落地生根。

去年开始，徐敏逐渐离开了注册窗口一线，

专心于工作室的研究服务工作。“虽然从一线转

到幕后，但 25 年的注册经验让我更能发挥精准

作用，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徐敏笑着说。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大数据碰撞精准锁定涉案人

员， 精密部署连人带车一网打尽。 近日，

上海机场公安开展集中行动， 一举查获 4

辆克隆出租车， 将克隆车驾驶员当场抓

获。

今年 3 月， 上海机场公安通过侦查掌

握了多辆疑似克隆出租车长期在浦东机场

从事非法营运的信息， 发现其中 4 辆出租

车已经报废并被出售至外地， 确定了该批

车辆系克隆出租车， 并利用科技手段进行

比对碰撞， 获得了该批克隆出租车驾驶员

的身份信息。

4 月 12 日， 机场公安分局大数据平

台跳出信息提示， 其中一辆克隆车驶入机

场地区。 在得到克隆车及驾驶员信息后，

专案组迅速对线索进行梳理， 并多次实地

走访， 明确了涉案驾驶员的实际住址和车

辆情况。 专案组决定于 4 月 12 日凌晨展

开集中收网行动。

当天， 一辆克隆车首先 “自投罗网”，

而其他专案组成员兵分三路至克隆车驾驶

员各自居所， 一举将违法人员抓获， 并当

场查获克隆出租车。 在查获的克隆出租车

内， 警察均找到多块克隆车牌， 其中一辆

克隆车后车厢内甚至有十几块车牌 。 同

时， 大多数克隆车内装有隐蔽 “小马达”，

当驾驶员按动开关， 计价器就会 “疯涨”

计价。

最终， 其中 2 人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

证件被依法处以刑事拘留， 另 2 人因涉嫌

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被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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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有力度” 服务“有温度”
———记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上海机场公安

查获四辆克隆出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