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目前，豫企在境外设立海外仓数量近60
家，遍布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南美

一些国家。

截至今年7月底，

郑州海关累计监管跨境电子商务商品8409.14万单

商品金额72.57亿元 征收税款3.44亿元 涉及商品18.47万项

企业1282家 其中电商企业1123家 服务消费者2152万人

出口方面，B2B出口多是利用阿里巴巴国际站、谷歌、中国制

造网、大龙网、敦煌网、环球资源网等平台，其中全省应用阿里

平台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排名第一，应用Google平台的企业在

全国排名第八。我省的世界工厂网与谷歌合作，已成为全国最

大的装备制造业B2B外贸平台。

目前我省跨境电商进出口数据以B2B为主：
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 B2B 类交易 51.38 亿美元，

B2C 类交易 15.26 亿美元，其他类交易 1.73亿美

元。其中，B2B出口46.93亿美元，进口4.45亿美

元；出口占全省总交易额的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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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8月28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获悉，为了完善经办机构与医药机构的
协议管理，规范医药服务行为，该厅日前制定
了《河南省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
机构协议管理办法（试行）》，以更好地满足
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这也是我省改
进人社领域公共服务，简政放权、简化程序，
取消“两定”（即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和定点零售药店）行政审批的具体举措。

更大范围为参保者提供医药服务
据介绍，我省加强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

议管理，采用分级管理制度。因此，《办法》所
称定点医药机构，是指与省医保经办机构签
订服务协议，为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提供医药服务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在取消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格审查行
政审批事项后，从即日起，无论是公办、社会
办的医药机构，均可对照相关条件按规定向
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前置审批，直接
由医保经办机构组织评估、协商，并签订服
务协议。

“这充分体现了‘宽进’的要求，可以更
大范围地为广大参保人员提供日常就诊和
购药服务。”省人社厅医疗保险处有关负责
人说。

但“宽进”并不等于无限制进入。《办法》
规定，省医保经办机构须根据管理与服务的
需要，制定当年定点医药机构规划，合理确
定定点医药机构纳入协议管理的数量和分
布，并向社会公布。

医药机构申请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
的规则和程序包括：“自愿申请、及时受理；
考察评估、沟通谈判；公示公告、协商签约”。
具体来说，依法成立的各类性质医药机构均
可根据签约条件，自愿向省医保经办机构提
出申请，其中，同一法人（负责人）主体的相关
定点医药机构，1年内有违规被暂停或3年内
有违规被解除医保服务协议记录的不予受
理；医药机构及其职工未按规定参加各项社
会保险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予受理。

引入沟通谈判机制是此次协议管理一
大特点。省医保经办机构将根据评估结果，
与医药机构平等沟通、协商谈判，根据“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鼓励医药机构在质
量、价格、费用等方面进行竞争，选择出服务
质量好、价格合理、管理规范的医药机构作

为拟签订服务协议的医药机构。

市民刷卡购药和就诊不受影响
《办法》的施行，会不会影响现有的医保

定点药店和医疗机构，影响到市民刷卡购药
和就诊？

“不影响市民刷卡购药和就诊”，省人社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做好此次新老制度的
衔接，《办法》发布前已经省人社厅审查确定
的定点医药机构资格继续有效，省医保经办
机构可在协商的基础上与其签订服务协
议。此外，医疗保险服务协议期限由经办机
构和医药机构协商确定，原则上每年一签。
在协议期限内考评合格的定点医药机构，可
不再重新评估，直接续签协议。

监督和管理更加严格。根据要求，人社
部门将会通过协议的形式约定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对定点协议管理的医药机构实施立
体、全方位的监管，充分体现“严管”的理念。

其中，省医保经办机构对定点医药机
构，采取日常检查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省级
医疗保险行政部门可通过参保人员满意度
调查、引入第三方评价、聘请社会监督员等
方式，切实拓宽监管途径，创新监管方式，加
强对协议双方的管理和监督。发现协议双

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提出整改意见，并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涉及其他行政部门职
责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⑦10

新闻链接：

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的
必要条件

医疗机构原则上应位于郑州市区范围

内，且周边有一定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群；与本单位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职工

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建立药品及医用

耗材进、销、存台账，公布医疗服务价格及药

品相关信息；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公布投诉

及举报电话。

零售药店原则上位于郑州市区范围内，

营业面积不低于 100平方米（不含办公、仓库

等）；周边有一定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群，原则上方圆 500 米内无其他省医保定

点零售药店；具备及时供应基本医疗保险用

药、24 小时提供服务的能力；营业时间内至

少有 1 名药师在岗；与本单位职工签订劳动

合同，职工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⑦10 河南城经 金融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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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8月 22日,记者从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获悉,我省选择部分条件较为成熟的30个县(市)
启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加快城市建设和完善城市功
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

县级城市是连接城乡、承上启下、促进城乡互动的
纽带,是吸纳农村人口就近转移的主要载体。实施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旨在加快城市建设和完善城市功能,建
设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型城
镇化进程。我省首批确定的30个县(市)将分别成立领导
小组,建立政策制定机制、协调推进机制、督导考核机制
和观摩机制等,配备专门人员,做好统筹推进和协调工
作,确保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顺利推进实施。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县(市)要尽
快编制(修编)完成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并在
专项规划中做好做实近期规划。同时要根据各类规划,
谋划建设项目,建立项目库,并按照轻重缓急、近远结合
的原则,加快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建立完善融资平台,
破解融资难问题,确保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按期完成目标
任务。⑦10

目前，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主要任务为
“三个平台、七个体系”，现在进展如何？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三个平台
主要是线上“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线下
综合园区发展平台、人才培养和企业孵化平
台。七个体系主要是指信息共享体系、金融
服务体系、智能物流体系、信用管理体系、质
量安全体系、统计监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

目前我省正在整合河南商务公共服务
云平台和河南电子口岸平台资源，加快推进
跨境电子商务通关“单一窗口”平台建设，力
争尽快完善跨境电商进口信息化系统，9月
底前开发完成、上线运行跨境电商出口业务
信息化系统。同时，省商务厅近期将开展评

审认定，初步拟认定5家培训孵化基地，20家
跨境电子示范园区。另外，采用“政校协同、
共建共管”模式，商务厅将与郑州大学共建河
南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发展研究院，与郑州
师范学院共建河南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研究
院，在省外贸学校筹建跨境电商研究院。

在体系建设上，省商务厅与河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今年6月签署了共建河南省跨境
电商技术规则研究与风险监测中心合作框架
协议，中国WTO/TBT-SPS国家通报咨询
中心、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省商务厅三
方签署了共建跨境电商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
基地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搭建跨境电子商务
技术规则研究平台，建立跨境电商技术规则数
据库和企业服务平台，开展跨境电商进出口商
品风险监测、品牌评测和国别竞争力指数研
究，建立与国外跨境电商相关技术机构的交流
合作渠道，推动跨境电商国际合作，增强我国
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新规则话语权。

此外，商务厅与省统计局实现初步对
接，待单一窗口平台运营后，将规范统计口
径，整合统计数据，逐步建立完善跨境电商
交易统计制度。同时还将与海关、邮政等
部门对接，探讨如何将通过邮政渠道邮寄
的个人自用物品纳入海关贸易统计。

在信息共享方面，商务系统与相关部
门同样进行了业务对接，待单一窗口平台
运营后，将会同有关部门，完善数据资源采
集、管理、应用、开放等标准规范，共同推进
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和应用。⑦10

跨境电商综试区交易额超过72亿元
服务消费者2152万人，遍布关境内全部省份（自治区、直辖市）

我省完善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

“宽进”“严管”便利刷卡购药就诊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8月 28日，记者从省商务厅
获悉，今年1—7月，我省引进境外、省外资金继续保持增
长。全省实际吸收外资93.7亿美元，增长20.4%；实际到
位省外资金4949.6亿元，增长6.8%。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新批外资企业
132家，其中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上外资企业76个，投
资总额61.3亿美元，占99.0%。电子信息、新能源、金融
等领域吸收外资明显增多。7月份新增重大项目包括：
香港乾商在郑州投资 3亿美元的格凤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香港万赋集团在驻马店投资3亿美元的万赋新能源
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香港创兴在洛阳市投资2.4亿美元
的智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另外，全省新增省外资金项目3059个，增长15.7%；
合同省外资金 12009.4亿元，增长 23.7%。内资大项目
主要集中在商贸物流、园区、城市综合体等领域。7月份
新增重大项目有：重庆格瑞林在许昌禹州投资30亿元的
华中医药健康物流园项目，大连万达在鹤壁投资20亿元
的万达广场项目，湖南金丰年在开封投资15亿元的农业
科技玫瑰园项目。

从资金来源地看，我省吸收外资主要集中在香港地
区，实际到位 54.8亿美元，占全省的 58.5%，台湾、新加
坡、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也是重要外资来源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省投资 7个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6.5亿美元，增长49.6%。承接粤、京、浙、苏、沪、鲁6省
市产业转移资金3097.2亿元，占全省的62.6%。广东企
业投资719.9亿元，居第一位。

从投资产业结构看，主要集中在二、三产业。二、三
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分别为78.9亿美元、13.8亿美元，占
比分别为 84.2%、14.8%；二、三产业利用省外资金分别
为 2352.5 亿 元 、2307.6 亿 元 ，占 比 分 别 为 47.5% 、
46.6%。产业集聚区仍是招商引资主阵地，实际吸收外
资、实际到位省外资金分别为64.6亿美元、2801.3亿元，
占全省比重分别为68.9%、56.6%。⑦10

前7月我省实际吸引外资超过93亿美元

投资额超1000万美元
项目占99.0%

我省启动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本报记者 赵振杰

省会郑州是全国首批 E贸易试点城
市，从试点至今，跨境电商进出口包裹数一
直位居全国第一。从试点城市到今天的综
合试验区，二者从试点范围、发展方向到工
作重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河南的跨境电
商更是有了长足发展。

据省综试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介绍，此前的E
贸易试点城市只限于郑州市，而综试区
则是立足郑州、梯次推进，并将在全省推
开。同时，试点城市主要侧重于进口，以
B2C 模式为主，而综试区则是以出口为
主攻方向，以B2B为主要模式。另外，试
点城市主要是线上零售交易，综试区则
把推动外贸领域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
发展作为重点，着力实现线上线下有机
融合、联动发展。

海关数据印证了综试区的迅猛发

展：从郑州 E 贸易试点开展以来到综试
区获批，截至今年 7月底，郑州海关累计
监管跨境电子商务商品8409.14万单，商
品金额 72.57 亿元，征收税款 3.44 亿元；
涉及商品 18.47万项，企业 1282家，其中
电商企业 1123 家，服务消费者 2152 万
人，遍布关境内全部省份（自治区、直辖
市）。

另外，从进出口企业使用平台看，河
南跨境电商业务基本覆盖了国内外龙头
电商平台。出口方面，B2B出口多是利用
阿里巴巴国际站、谷歌、中国制造网、大龙
网、敦煌网、环球资源网等平台，其中全省
应用阿里平台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排名第
一，应用Google平台的企业在全国排名
第八。我省的世界工厂网与谷歌合作，已
成为全国最大的装备制造业B2B外贸平
台。

今年1月，中国（郑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获批，成为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又一新的增长点。

7个多月过去了，综试区建设情况如何？对河南外贸的影响有多大？进出河南的跨境商品主要都

有哪些？记者日前走访省商务厅、郑州海关、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部门，为广大读者逐一打探。

消费者遍布全国 龙头企业基本全覆盖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观念改变，
消费者追求全球优质品质生活的需求持
续增加，跨境电商B2C进口商品以母婴、
美妆及食品（保健品）等为主，而各地B2B
进口多是特色优势产业生产所需的原材
料或配件。

商务厅提供的数据显示，入驻我省的
电商平台包括聚美优品、唯品会、小红书、
达令、网易考拉、天猫等，从侧面反映出
B2C进口的商品主要为日用消费品。而
B2B方面，从全省范围来看，洛阳市主要
是一拖、洛轴、北易摩托等进口拖拉机、发
动机配件，三门峡市主要是中原黄金、灵
宝黄金、灵宝华鑫铜箔等进口铜矿砂、金
精粉，南阳市主要是龙成集团、新野纺织、
利达光电等企业进口铁矿砂、棉花、光电半
成品等。各地出口多是本地特色优势产
品，如郑州市出口的机械装备，许昌市出口

的假发，焦作市出口的羊剪绒制品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数据中我们不难清

晰看出，目前我省跨境电商进出口数据以
B2B为主：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B2B类
交易 51.38 亿美元，B2C 类交易 15.26 亿
美元，其他类交易 1.73 亿美元。其中，
B2B 出口 46.93 亿美元，进口 4.45 亿美
元；出口占全省总交易额的近70%，表明
越来越多的省内企业利用跨境电商拓展
出口业务，这也符合国家设立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的导向。

随着跨境电商迅速发展，对便利、快捷
的海外仓储物流的需求不断提升，尤其是
中国（郑州）跨境电商综试区获批后，河南
企业出口欲望强烈。据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透露，截至目前，豫企在境外设立海外仓数
量近60家，遍布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以
及非洲、南美一些国家。

进口商品多为日用品 出口尽显各地特色

“三平台”渐完善“七体系”有进展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8月 26日，记者从省商务厅
获悉，今年1—7月，我省消费品市场平稳增长，全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9724.6亿元，增长11.5%。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前7月消费市场最大
特点是新业态消费的快速增长。1—7月，全省电子商务
交易额5774亿元，增长28.2%，其中网络零售额1079亿
元，增长39.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1%。2016
年全省新增认定备案电子商务企业1866家，累计认定备
案电子商务企业 3949家。国家级、省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县（市）电商交易额123.2亿元，网络零售额59.2
亿元，增幅明显。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省乡村市场增速高于城镇
市场。1—7月，全省城镇市场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3498.4亿元，增长9.2%；乡村市场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
额267.5亿元，增长11.3%。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比增长的领域里，餐饮市场增
长最快。1—7月，全省批发业零售额 462.3亿元，增长
3.9%；零售业零售额3063.5亿元，增长10.1%；住宿业零
售额47.8亿元，增长8.5%；餐饮业零售额192.3亿元，增
长11.3%，增速最快。

另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新理念，带动文化娱乐、
休闲健身消费持续升温。1-7月，体育娱乐用品类和文
化办公用品类分别增长34.7%和 10.0%，增速比去年同
期分别提高27.6、5.9个百分点。⑦10

前7月全省人民
花了9724.6亿元
新业态消费快速增长成亮点

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到体验店选货、下单购买，已经成为都市“嗨淘”的第一选择。 本报记者 聂冬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