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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起，我省已经全面实
施“三十五证合一”改革。下一
步，我省还将加快推进“先照后
证”改革、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等措施。

《河南省2017年“放管服”
改革涉企事项专项工作方案》
提出，在全省推行全程电子化
企业登记模式，申请、受理、核
准、发照、公示等各环节均通过
网上办理，服务企业“一照一码
走天下”。10月1日前，我省将
全面开放各级企业名称库，建
立完善企业名称查询比对系
统。

值得关注的是，年底前，我
省将在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启动“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

同时，要积极清理规范涉
企收费，全面建立政府定价管
理的收费清单制度，年底前实
现省、市、县三级联动全覆盖。

□记者 梁新翠

本报讯 提升特色主导产
业竞争优势，壮大“百千万”亿
级产业集群。昨日，记者从省
财政厅获悉，《河南省产业集聚
区发展投资基金实施方案》《河
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基金
管理暂行办法》已获省政府批
准，规模600亿的河南省产业
集聚区发展投资基金(下称“基
金”)正式成立。

基金由省财政统筹现有产
业集聚区专项资金并引导金融
机构等社会资本共同设立，目
的在于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河南
省产业集聚区发展的方式，推
动产业集聚区提质转型、商务
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提速增
效。基金财政出资资金委托河
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作为受
托管理机构独立运作。

基金设立管理委员会，由
省政府主管副省长兼任主任，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委和省财政厅为成员单位。
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审定基金
投资区域、产业领域及支持方
向等重大事项，但不干预基金
的日常管理和经营。

基金主要投资于河南省产
业集聚区内重点产业类和平台
类项目。基金对单个企业累计
投资原则上不超过基金规模的
20%。基金不得投资于期货、
房地产等。

□记者 古筝

本报讯 近日，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发布相关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煤炭去产能工作取得
阶段性重要进展。截至 7月
底，全国共退出煤炭产能1.28
亿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量的
85%。

就目前来看，包括河南、内
蒙古、辽宁、江苏、福建、广西、
重庆在内的7个省（区、市）已
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有专
家表示，今年去产能提前完成
年度目标的概率很大。原因很
简单，截至7月底，已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量的85%，而去年同
期仅为47%。

正是得益于供给侧改革，
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回升，使
得不少煤炭企业尝到了去产能
的甜头。Wind数据显示，今
年前6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煤
炭企业利润总额1474.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403.1亿
元。

这项年度任务
河南现在
就已超额完成

600亿！
我省产业集聚区
发展投资基金
正式成立
主要投资于产业集聚区内
重点产业类和平台类项目

□记者 侯梦菲

核心提示丨不动产一般登记办理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省属医院实现在线预约挂号；发票领用“网上申领、线下配
送”……今年，这些便民举措全都能落地。

“放管服”全称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昨日，记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放管服”改革5个专项工作方案，涉
及“投资项目审批”、“涉企事项”、“办税便利化”、“民生服务”和“互联网+政务服务”，个人和企业办事将更方便。

我省出台“放管服”5个专项工作方案，一大波便民利企举措今年全部落地

哪些证明取消，月底前建清单

取消“奇葩”证明，压缩办
证时间……《河南省 2017 年

“放管服”改革民生服务专项
工作方案》承诺到今年年底，
建立完善并公布各类证明清
单，压缩供电、供水、供气、供
热报装时限30%以上，民生保
障领域政务服务水平和银行
业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不动产
一般登记办理时限压缩至20
个工作日、查封登记和异议登
记即时办理、抵押登记不超过
10个工作日。

在供水、供气、供热行业
民生服务方面，我省将按照

“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的原则，优化办理程序，精
简审批事项，缩减办理期限，

并承诺加快建立网上服务平
台，实现网上报装、网上缴费
等。

在政务服务方面，我省将
全力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推行居住证制度，2017年年底
前基本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
问题。推动各乡镇（街道办事
处）建立“一门受理”窗口，及
时受理群众急难求助，保证群
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此外，我省将开展“减证
便民”行动，取消各类不合法、
不合理证明。《方案》指出，要
在8月底前，建立取消的证明
清单和保留的证明清单，向社
会公布，接受监督。

办理学位证书认证、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缴费、交通违法
罚款、考试考务费……一网在
手，这些统统不用发愁。根据
《河南省2017年“放管服”改
革“互联网+政务服务”专项工
作方案》，到今年年底，省电子
政务服务平台有效运行，群众
关注的重点民生服务事项基
本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
一网通办”。

按照计划，8月31日前，
我省要启动政务大数据平台
二期工程，加快建设人口、法
人单位和电子证照等数据库
和电子签章系统。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将推
动便民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加
快对接水电气热、社保、教育、
环境等领域便民服务事项，推
动信息系统协同和信息资源
共享，实现便民服务事项“一
网通办”。

其中，推进供电、供水、供
气、供热事项一网办理，10月
底前率先在郑州等市实现对
接，12月31日前实现省、市、
县、乡四级全覆盖。此外，9月
30日前实现省直城镇企业养
老保险、工伤保险的信息查询
和全省社保卡的信息、办理进
度及状态查询。

今年年底前，省属高校学
位证书认证实现网上办理，高
校教师资格考试成绩实现网
上查询，中招、高招、成人高考
和研究生考试成绩与录取结
果实现网上查询，省属医院实
现在线预约挂号，实现预约办
税和跨地区经营企业涉税事
项一网通办，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缴费、养老保险缴费、交通
违法罚款、考试考务费等适宜
网上缴纳的非税收入均可网
上缴纳。

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
走马路”，探索建立“容缺办
理”制度。《河南省2017年“放
管服”改革办税便利化专项工
作方案》提出，实现办税环节
更简、办税流程更优、办税资
料更少、办税时限更短的目
标。

《方案》指出，我省将拓展
网上办税功能，深化国税、地
税系统合作，探索“告知+承
诺”制度和“容缺办理”制度。
其中，“容缺办理”将变以往的

“材料不齐不能办”为“材料边
准备边办”，尤其对纳税信用
A级的纳税人提供进一步简
化程序、手续的“容缺办理”升
级服务，最大限度地方便纳税

人。
此外，我省将即时办结不

超过1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最高开票限额申请；提供税
务行政许可代办转报服务，代
办转报不收取任何费用；简化
税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实现
税务行政许可咨询服务可预
约，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相关
问题的咨询实现24小时可预
约。

根据方案给出的时间表，
我省将在今年9月底实现网上
申领发票。拓展网上办税平
台业务功能，或依托增值税发
票管理新系统，开发网上申领
发票两种模式，实现发票领用

“网上申领、线下配送”。

最大限度减少审批事项，
最大程度缩短审批时限。《河南
省2017年“放管服”改革投资
项目审批专项工作方案》提出，
我省要力争到2017年年底，全
省投资项目审批制度进一步优
化，部门在线并联审批初步实
现。

《方案》还对目标进行了具
体要求，报建审批事项整合减
少20%左右，审批事项平均办
理时限缩减20%左右，申报材
料平均减少20%左右，非涉密
投资项目网上在线办理率达到
100%。

此外，我省要加快实施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二期
项目，持续完善在线平台功
能。加快在线平台与省、市、县
三级业务审批系统对接，全面
推进项目统一代码制度实施，
实现审批事项网上受理、办理
和监管服务。

【民生】
年底前，抵押登记不超10个工作日

【电子政务】
年底前，考务费、医疗保险等都能网上缴费

【办税】
9月底，发票领用“网上申领、线下配送”

【投资】
年底前，全省投资项目
审批时间缩短两成

【涉企】
河南自贸试验区
年底前将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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