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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做好我省财政、审计、

工商、统计系统的深度宣传，为了正确

解读和宣传四个系统“关注民生、为民

服务”的新举措，为了宣传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走基层、接地气取

得的成果，《河南日报财经天地》开辟栏

目，对四个系统基层的工作进行宣传报

道，提供真诚的服务。有关宣传的栏目

内容和要求，欢迎大家来电、来函咨

询。欢迎投稿、提供新闻宣传线索，也

竭诚欢迎读者朋友们对四个系统中存

在的违法、违规等不正之风进行投诉。

联系人：张建武

联系电话：0371-65796178
13938407956

投稿邮箱：zjw178@sohu.com

叶县工商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整治打
击流通领域假冒伪劣商品。该局以当前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重点查处假冒伪劣农
资、假冒伪劣建材、商标侵权、质量不合格以及无
照经营等违法行为，严格对流通领域商品质量进
行规范和整顿。该局的打假维权行动，在中原红
盾整治流通领域假冒伪劣商品集中行动新闻发布
会上，该局作为全省唯一的县级局作典型发言。

在这次集中整治行动中，该局强化宣传，
营造内和外顺的执法环境。集中行动开展过程
中，通过开好班子会、动员会，层层动员，在系统
内形成“人人有目标、个个有责任、全员参与、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同时，通过报送“集中整
治行动动态”、个案专题汇报等形式，使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掌握活动开展情况，并得到政府
的有力支持。该局还在电视台播放集中整治行

动的相关字幕，进行社会宣传。对叶县辖区内
347户农资经营户、17户水泥经营户、40户钢材
经营户，全面落实市场巡查网格化监管制度，确
保实现监管领域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对巡
查中发现的 37户无照经营依法予以了查处，并
督促其办理证照。

截至目前，此次活动该局共办结假冒伪劣行
为案件10起、虚假宣传案件30起、商标侵权案件3
起；无照经营案件62起、其他案件100起。已从市
场上随机抽取了 135个批次的商品样本，化肥 83
个批次，其中不合格的 8个；水泥 15个批次，全部
合格；钢材 37个批次，其中不合格的 6个，对不合
格商品全部进行了立案查处，所办案件没有一起
引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实现了发现一个问
题，整治一个行业，规范一批行为，完善一项秩序
的执法目的。 （高三峰 龚悦丽）

去年 6 月，桐柏县工商局
在全县率先实施公务卡制度改
革，截至目前，该局已全面实现

“一人一卡”，该局干部职工形
成了主动用卡、自觉用卡的良
好习惯。

根据《河南省工商局关于
在全省推行公务卡改革的通
知》及《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规
定，桐柏县工商局结合财务管
理工作实际，制订了《桐柏县工
商局推行公务卡实施方案》。

一年来，该局严格按照此项规
定，对办公费、培训费、会议费、
招待费等日常公用支出和零星
购买支出等实行公务卡结算或
转账，禁止以现金方式支付。

通过公务卡的稳步推行，
该局加强了财务管理，有效控
制了单位现金流和现金支付风
险，简化了财务结算与财务报
销流程，较好地防止了多开、虚
开发票等现象，刷出了公务消
费“透明风”。 (杨贵成)

近日，濮阳市工商局积极服务
配合濮阳市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此项活动以城区振兴路
商业街、天街商业街为基础，创建

“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以点带
面，加强市场规范化进程，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立健
全市场诚信体系。

该创建活动主要通过五大载
体全面铺开：一是开展“打击假
冒、保护名优”活动。在城区振
兴路商业街、天街商业街上，逐
步建立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名
优企业联手打假的工作机制，针

对两条街上所经营的商品，开展
产品质量追溯监管工作，确保无

“仿名牌”等假冒产品。二是强化
市场检查和督导力度。城区工商
所严格按照创建标准，逐店逐户
检查所有商户是否亮证经营，是
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是否无照经
营，经营的商品是否明码标价，街道
和商户的卫生情况及经营秩序等情
况。同时，市工商局各相关业务科
室加大督导检查力度，以周、月为督
导周期，以明察暗访等形式对示范
街的创建工作进行督导，对督导中
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对创建工

作开展不利的分局（工商所）要给予
通报批评。三是对食品经营户开展
专项执法活动。濮阳市工商局利用
自行研发的食品安全电子监管系
统，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强化食
品经营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杜绝
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食
品。四是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示
范店建设活动。按照“百城万店无
假货”示范店的标准和要求，积极配
合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参考文明诚
信示范店的评选程序，积极开展各
种形式的创建活动。同时将示范店
创建工作逐步推广到全市范围，并

对已建成的示范店进行复查。五是
加强广告市场监管，依法查处虚假
违法及不良广告。利用广告检测系
统加强对各类媒体广告发布行为的
监督，重点规范治理商标侵权、虚假
宣传等广告，强化媒体单位的广告
发布审查责任，防止欺骗、误导消费
者。

该局以此项活动为契机，推
进信用监管信息系统工程建设，
建立集工商、商务、质监等部门
信用信息为一体的信用监管体
系，对市场主体诚信经营进行全
程监管。 （陆诗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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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县工商局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通过“四围绕”深化为企为民服
务，为美丽温县建设服务。

围绕项目建设抓服务。自今年 3 月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该局
印发宣传资料、电视发布公告等形式，广
泛宣传国务院关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创
业内生动力。同时，积极落实“六办”措
施和“六项”便企便民服务制度，大力扶
持支柱产业、骨干企业和铁棍山药传统
优势产业发展，新登记公司和增资企业
数量大幅增加。

围绕品牌创建抓服务。围绕支柱产
业、骨干企业和政府确立的重点企业，该
局健全商标帮扶联络员和著名商标创建

指导员制，实施品牌帮扶和品牌创建指
导，指导帮助企业实施商标战略。

围绕企业融资抓服务。该局充分发挥
动产抵押、股权出质等职能，开展抵押质
押融资服务，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
题。上半年办理股权出质登记 26件，出质
数额 1.54 亿元；办理动产抵押登记 61 件，
为企业融资 1.87亿元。

围绕审批制度改革抓服务。该局对现
有的工商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目
前，保留行政审批事项共两项，同时，按照

“三集中、三直接”改革要求，做好了所有
工商行政审批项目和首席代表、工作人员
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准备工作，从根本上解
决企业、商户办理登记手续往返中心和单
位不便问题。 （刘菲菲)

为大力扶持三樱椒产业的发
展，柘城县工商局经过广泛调研，
明确将成立三樱椒种植、加工合
作社作为带动农民致富的主抓
手。目前已指导农民成立辣椒种
植、加工专业合作社274户。

柘城县春海辣椒专业合作社
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市场锐减等瓶
颈，该局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主动联系该社负责人曹春
海，指导其确定高起点、高质量
的发展策略。2014 年，其注册

商标“春海及图”经过河南省工
商局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标，提
升了企业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目前，该公司产品已成功出口至
欧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美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在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柘城县已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
无公害辣椒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数万椒农人均增收 340元，三樱
椒种植业有力地带动了全县经
济发展。 （刘银平）

沈丘县工商局采取打防结
合，标本兼治等措施，对学校及
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治理。

该局以学校周边和校园内
的餐饮店、食品店、超市、公共
食堂为重点，严查销售三无、过
期、不合格和假冒伪劣食品行
为。加强对学校周边网吧、游
戏厅、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监

管，摸清底数，掌握情况，登记
建档入库，同时要求中小学校
园周边 200 米内严禁设立网吧
等娱乐场所。

据统计，该局已检查各类
经营户 135 户，取缔校园周边
无照经营食品摊点 3 户，查处
销售不合格食品等违法案件 5
起。 （张磊）

项城市工商局深入开展红
盾护农保秋收行动，确保农民
群众秋收顺利开展。

该局通过面对面宣传、发
放宣传单形式，向农民群众宣
传普及识别假冒伪劣农资、农
资虚假广告等知识，提高农民
群众识假辨假能力。进一步加
强对农资经营户规范管理，要
求农资经营户做好农资“一票
通”票据，备好产品登记证、合

格证等手续，确保农资商品来
路明、去向清。严格落实辖区
监管责任制，加大对辖区农资
经营户市场巡查频率，重点检
查农机配件、农机具、成品油市
场和粮食收购市场，维护农户
合法权益。

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130人次，检查农资经营户 70户
次，接受群众农资咨询 112 人
次，下发整改通知书2份。（李辉）

为进一步推动商丘产业带建设，商丘
市工商局联合市工信局、市联通公司签署

《推进阿里巴巴商丘产业带健康发展合作
备忘录》，三方联手推动产业带长远发展，
同时，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引导实体企业入
驻，培育电子商务市场，规范入驻企业经
营行为，促进了产业带的快速健康发展。

阿里巴巴（商丘）产业带作为一种崭新
的网络销售平台，通过在 1688电子商务网
站上设立商丘专区，将商丘特色产品在线
上推广和销售，充分发挥了商丘产业资源
优势，推动了商丘经济的快速发展。

商丘市工商局积极出台优惠政策，积
极培育电子商务市场。进一步放宽工商登
记条件，鼓励发展产业带电商和淘宝网商。
建立网络市场品牌指导站，加强品牌的服
务、指导和管理，促进网络市场的品牌培育
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三押一推”融资方式，

积极为网络经营者开展动产抵押、股权质押
和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积极向银行推荐信
用度高的网络经营企业，帮助企业充分利用
自有资源拓宽融资渠道。

全市工商系统充分发挥市、县、所三级
组织管理机制，加强了对企业入驻的宣传和
引导工作。利用基层工商所日常巡查方式，
对全市产业集聚区、大型龙头企业以及部分
特色产业进行巡查走访，积极宣传产业带的
优势和优点，实现了产业集聚区向产业带的

“整体搬迁”。以全市网络经营主体数据库
建设中 1348家网络主体为依托，通过编写、
发送邮件和短信，宣传阿里巴巴（商丘）产业
带相关优惠政策，动员上报了一批意向企
业，壮大了商丘产业带规模。截至目前，商
丘产业带已入驻企业超过 400家，涵盖九大
行业、1200余种产品，总交易额已突破亿元，
日均交易额超百万元。 （孟凡领）

当前，全省工商部门正处在省以下分级管

理体制改革、注册登记及企业监管制度改革、流

通环节食品监管职能划转等重大改革的关键时

期。抓住工商改革机遇，充分发挥职能，服务我

省县域产业集聚区发展，是转变职能、提升效能、

努力建设群众满意工商的重要途径。

借改革之势，主动融入大局。工商体制改

革的重点环节就是省以下工商部门由垂直管

理实行分级管理。回归分级管理的领导体制，

便于县级工商部门找准服务产业集聚区发展

的工作切入点，更好地立足党委、政府决策和

地方产业优势，结合县域产业集聚区的特点，

制定发展的个性文件，从市场准入、联络员帮

扶、打假抚优等环节提供全方位服务，使特色

经济发展资源和工商行政服务资源有机地统

一起来。

借改革之力，放宽准入门槛。企业注册资

本实行“认缴制”，落实对市场主体的“宽进严

管”，是工商登记监管改革的亮点和重点，更是

降低投资者创业门槛，激发社会投资活力的重

要举措。开展好工商登记改革，对于县域产业

集聚区发展来说，是市场主体加快发展、提质

增量的“活力素”、“催化剂”。工商部门要做到

快准入、优服务、解难题、助发展。在改革的同

时，注重解决企业的发展困难，充分利用股权

质押、动产抵押等方式，有效破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问题，帮助集聚区企业将动产和“死股权”

变为“活资金”，使县域产业集聚区兴旺发展。

借改革之机，实施“商标战略”。体制改

革为工商部门落实新《商标法》，助推企业实

施商标带动战略，增加注册商标含金量提供

了动力支撑。工商部门可以更好地将商标战

略上升为政府行为，鼓励、支持县域产业集聚

区企业以商标品牌为纽带，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拉长市场链条和空间。

借改革之力，打造产业支柱。工商体制

改革、职能转变只是当前社会经济全面改革

的一部分。把转变地方产业经济发展方式、

增长机制、结构模式，打造生产高效、优势突

出、竞争有力的产业支柱，更是改革形势下工

商部门优化县域产业集聚区布局的重要手

段。工商部门要支持支柱产业实行自我管

理，强化信息交流，实现优势共享，共同抵御

市场风险。

(作者系台前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两年来，商丘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持续落
实商标品牌激励措施，先后向 8 家企业发放省
著名商标奖励资金 24 万元。图为河南维尼康
实业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在商丘经济开发区贯
彻落实新《商标法》暨商标品牌发展座谈会上，
被认定为 2013 年省著名商标的企业分别获得
省著名商标奖励资金 30000元。 （梁艳）

●● ●● ●●

今年以来，汝州市国税局为
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方便纳税
人办税，提升纳税人遵从度，针
对辖区内小规模企业网上申报
率较低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措
施规范纳税人网上申报行为。
要求税源管理人员积极走进商
户，广泛宣传“网上缴税”便利条
件，引导纳税人自觉主动进行网
上扣税。开设网上申报“辅导

站”，指定专人在办税服务厅自
助办税区为纳税人讲解、示范网
上申报全过程。一方面为在网
上申报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纳税
人现场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引导
更多的纳税人加入网上申报的
行列。截至 8月底，已有 370多
户小规模企业办理了网上申报
手续，使该局目前企业网上申报
率达72%以上。（王志斌 武志恒）

借力工商改革东风
服务产业集聚区发展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助推濮阳文明创建

□孙继芳

多措并举推动阿里巴巴·商丘产业带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民权县财政系统
切实提升服务职能，严格贯彻
执行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强
化对惠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确保了民生政策全面较好的落
实到位。

该县人和镇财政所积极组
织财税人员，深入到各纳税单
位，详细了解情况，向纳税人讲
解税法知识，进一步提高纳税人

的纳税积极性。老颜集乡财政
所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
增长机制，实施激励性财政政
策，增强乡、村发展活力，创新政
府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向
新农村建设方面倾斜，建立提
高农民整体素质的长效保障机
制。龙塘镇财政所加大对新兴
农业、高科技农业的财政补助，
安排专项资金，积极支持农村
劳动力培训。（泽印 培信 自忠）

项城市工商局开展红盾护农保秋收行动

沈丘县工商局依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民权县财政系统抓服务强惠民保民生

汝州市国税局：轻松点击鼠标“网上缴税”就完成

桐柏县工商局公务卡刷出“透明风”

为保证《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新颁布
的工商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安阳市工商
局编印了《工商登记与监管改革执法实用手
册》一书，系统人员人手一册，给干部职工学法
用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图为该局殷都分局
向干部职工发放新书的情景。 (李春喜）

财经资讯

民生民愿
局长 论坛

图片图片 新闻新闻

柘城县工商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商丘市工商局

财经天地财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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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工商局打假冒伪劣成效显著
温县工商局为“美丽温县”建设服务

112.2337,34.1347；112.2434,34.1347
112.2505,34.1257；112.2337,34.1257
112.4621,33.5328；112.4804,33.5328；
112.4804,33.5242；112.4917,33.5242
112.4917,33.5158；112.4528,33.5158
112.3128,33.4427；112.3317,33.4427
112.3317,33.4347；112.3128,33.4347
112.3656,33.4144；112.3751,33.4144
112.3751,33.4034；112.3656,33.4034
112.4013,33.4027；112.4058,33.4027
112.4059,33.3927；112.4145,33.3927
112.4145,33.3908；112.4014,33.3907
112.4146,33.3628；112.4314,33.3628
112.4314,33.3523；112.4228,33.3523
112.4228,33.3611；112.4146,33.3611
112.3338,33.4314；112.3447,33.4314
112.3448,33.4212；112.3340,33.4211
112.3653,33.4256；112.3824,33.4254
112.3823,33.4203；112.3757,33.4203
112.3758,33.4233；112.3726,33.4233
112.3726,33.4205；112.3652,33.4206
114.2720,36.0612；114.2838,36.0612
114.2838,36.0509；114.2717,36.0507

河南省汝阳县洪涧铁矿普查

河南省鲁山县仓头乡铜矿普查

河南省鲁山县小尔城地热普查

河南省鲁山县南营大洼长石矿普查

河南省鲁山县花门楼铁矿普查

河南省鲁山县茶庵铁矿普查

河南省鲁山县张沟脉石英普查

河南省鲁山县黄沟矿区外围铁矿普查

河南省安阳市安东新区梁固矿泉水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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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探矿权名称 范围坐标（1980西安坐标系）
根据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招

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矿业权
交易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河南省国
土资源厅委托河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下称交易中心）对“河南省汝阳县洪涧
铁矿普查”等 9 个探矿权以拍卖方式公开
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探矿权基本情况
本批拍卖出让的探矿权共 9 个，地质

工作程度均为空白区，出让期限 3 年，基
本情况见右表。

二、竞买资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

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从事矿业
活动或与矿业相关联的企业或地质勘查
单位，在按本公告要求提交相关资料，经
资格审查通过并按本公告缴纳竞买保证
金后，由交易中心发放《资格审查通知
书》，取得竞买资格。

三、相关时间、地点
公告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30 日
报名时间：自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21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3：00—5：30，
节假日除外）

拍卖会时间：2014 年 10 月 24 日 9 时

拍卖会地点：另行通知
四、资料要求
竞买申请人报名时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地质

勘查单位事业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二）企业或地质勘查单位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授权代表人应同时
出具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

（三）竞买申请书（固定格式文本，报
名时带公章可现场填写申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副本、身份证等需验原件，复印件一
律盖单位公章，授权委托书为原件。

五、竞买保证金
本批探矿权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为

人民币 100 万元/项目，须从竞买申请人
银行账户转账缴纳。

保证金缴纳时限：2014 年 10 月 22 日
17 时前（以银行收款凭证为准）；

收款人：河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开户行：兴业银行金水东路支行
账号：4620 9010 0100 074026
竞买未成功者，如数退还保证金（不

计利息，下同）。竞得人按规定缴清成交
价款和佣金后，保证金予以退还。如竞

得人不按时缴纳成交价款，成交结果废
止，保证金不予退还。

六、成交确认
本批探矿权为有底价出让，出让底

价由河南省国土资源厅确定，在最终拍
卖结果公布前，当场公布。本次拍卖按
下列规定确定是否成交：

（一）不低于底价的最高应价者为竞
得人；

（二）竞买人少于 3 家的，或无竞买人
应价或竞买人应价低于底价和起始价
的，不成交。

七、风险提示
地质勘查过程具有不可预知的风

险，竞买人应周知以下提示：
（一）受让的探矿权，经勘查未能发

现可供继续勘查或开采的矿体，出让机
关不承担责任，勘查投资风险由竞得人
自行承担。

（二）受让的探矿权，经勘查未能发现
可供开采的矿体，或因国家法律法规、产
业政策等调整不能转为采矿权的，受让
人自担风险。

（三）竞得人因地质勘查工作需要，
临时使用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或涉及

林权、道路、地表附着物、社群关系等，竞
得人应自行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并自担
风险。

（四）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出让机
关不承担责任。

八、其他事项
（一）本批探矿权拍卖出让文件，报

名时向交易中心索取。
（二）本次拍卖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本公告未载明的事项，以拍卖

出让文件为准。公告如有变更，将及时
通知所有竞买人。

（四）拍卖会由拍卖中介机构主持，
竞得人应按有关规定和要求按时缴清交
易佣金。

（五）本公告由河南省矿业权交易中
心负责解释。

九、联系方式
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 18 号河南省

国土资源厅服务楼 209 房间
联系人 ：卢金 郭成义
联系电话 ：0371-68108728（兼传真）
特此公告。

河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4年 9月 30日

河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4年第一批探矿权拍卖出让公告
（豫矿交拍让第 20140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