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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片区市场主体入驻情况 （截至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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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5日，郑州片区累计注册企业15707户，注册资本1836亿元，其中外
资企业92家，注册资本总额39亿元。

我在自贸区

记者观察

河南自贸试验区观察河南自贸试验区观察

做河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主引擎

郑州片区8个月入驻企业12576家

□河南日报自贸区记者站 孙静

“这是河南清尘园林绿化工程公司今年6月
12日赠送的锦旗，这是郑州湖心岛物业服务公司
9月28日送来的，还有隔壁两间办公室，墙上都挂
满了。”12月2日上午，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综合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满满一墙壁的锦旗。

“从4月1日自贸试验区挂牌至今，我们共
收到了 24面锦旗，这是办事群众和企业对我
们工作的认可，更是激励。”综合服务中心工商
窗口的负责人霍清华介绍说。与服务大厅里
异常忙碌的氛围和不停歇的叫号声交相辉映，
这些锦旗背后的故事格外引人注目。

“这面锦旗是8月21日郑州十里洋场酒店
的相关负责人专程送给工作人员李春莉和张笑
萌的。”霍清华说。顺着她的指引，记者找到了
正在预审台工作着的张笑萌。

郑州片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说，为了节约申
办人的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服务中心
设置了预审台，“工商、税务等工作人员在此先
行查验资料，查漏补缺，待到资料完整无误，再
引导到综合业务窗口快速办理手续。”

“一天平均能接待100多人吧，我们对各项
业务都熟悉，资料翻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张

笑萌边忙边说。“这个预审台作用很大，工作人
员的讲解非常详细，还会手把手教我们填表格，
让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一位办事人员说。

问起锦旗的事，张笑萌连忙摆手，“那天是
因为一个企业事先准备不充分，我加了两个小时
的班为其办理更名手续，他们特地送来了锦旗。
其实你看服务中心有58个综合业务窗口，那边还
有9个专业部门窗口，工商、税务、海关、国检等部
门都有入驻，大家都很辛苦，不是只有我这样。”

“11月20日，综合服务中心工商办理业务
702件，国税办理业务 998件，地税办理业务
212件……”管委会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这
样一组数据，“其实工作强度还是很大的，但是
我们通过制度创新简化办事流程，通过政务服
务创新让群众少跑腿，这些创新都是为了优化
企业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主体的满意度。”

采访中，记者恰巧碰到宜宾市工商局的考
察团，管委会工作人员形象比喻说，“如今咱郑
州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已经成为像河南少林寺
一样的知名‘景点’，尤其是政务服务方面，外
省市的不少同行都会来参观考察。”

下午两点，记者离开综合服务中心时，大
厅的显示屏上提醒，今日已取号1795个，已办
理1088项，还有194人在等待。

服务中心如何能收获24面锦旗

□河南日报自贸区记者站 赵振杰 孙静

河南自贸试验区总面积 119.77

平方公里，其中郑州片区就占了

73.17平方公里，是河南自贸试验区

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郑汴洛三个

片区中面积最大的片区，郑州片区

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累新

经验进程中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

任务。

从4月 1日挂牌至今，河南自贸

试验区已运行 8 个多月，郑州片区

建设成效如何？日前，记者深入河

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进行了深

入了解，并为广大读者带来了大量

第一手资料——

制度创新最能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动
力，郑州片区市场主体增加数量和招商引资
情况成为最给力的印证。

截至11月 30日，郑州片区新注册企业
15326户，注册资本总额1787亿元，其中内
资注册资本总额 1748 亿元，外资企业 91
户、注册资本 39亿元。注册资本超过亿元
的企业266户，注册资本725亿元。

招商引资方面，挂牌到10月底，郑州片
区新签约项目20个，签约金额249亿元；新
开工项目14个，投资金额162亿元；新竣工
项目 18个，投资金额 46亿元。其中，投资
额亿元以上项目26个。

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郑州片区将继续完善云政务
平台，深入推进五大专项服务体系，持续
深化“一次办妥”，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深入
探索，争取形成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

改革创新和经验复制是河南自贸试验
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据郑州片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10月底，256项改革创新试
点任务已全部分解到69个省市部门，并建立
了工作台账。同时，落实国务院、商务部等有
关部委及省政府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
复制推广的安排部署，123项改革试点经验
复制推广任务也分解到了72个部门，除不
在复制推广范围或不具备复制推广条件的
5个事项外，其余118个事项已全部实施。

作为全面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河南自贸
试验区的创新成果格外令人注目。采访中，
郑州片区入驻企业和服务单位在实践中摸
索出的新模式令人眼前一亮。

航空、水路、铁路、公路，一件货物如何
以最高效的方式跨境流通？郑州国际陆港
公司全国首创的多式联运“一票式”服务模
式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据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郑州国际陆港利用多重运输资质
的优势，率先在中欧班列中推行“一票式”门
到门全链条服务模式，极大解决了郑欧班列
组货难的问题，扩大了物流、商贸企业的运
力需求。

而获得诸多点赞的原产地证书“信用签
证”监管服务模式，更让企业获得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郑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筹）在
对出口企业实行信用分级管理的基础上，启
动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试点模式，让企业
省去了频繁往返签证的麻烦，节省了大量人
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让企业尝到了改革创
新带来的甜头。

此外，还有郑州商品交易所启动的“保
险+期货”金融服务试点、郑州片区综合服
务中心推出的“一次办妥”政务服务新模
式、宇鑫物流联合建行开发的“随鑫付”金
融创新产品等，均是郑州片区结合自身实
际并对标国际惯例和标准所作出的制度化
创新，在不同领域，从不同层面切实解决了
许多现实问题，并极大促进了贸易便利化
水平的提升。

□河南日报自贸区记者站 孙静

“作为一名初次创业者，面对公司从
申请核名到正式运营这一系列要走的
路，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迷茫，想象中
应该是手续很多、门槛很高、审批麻烦。
没想到的是，在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心，
我们只填了几张表格，就几乎完成了所
有的流程。”12月 2日，当 90后创业者
李佳霖向记者讲起这些经历，依然激动
不已。

李佳霖是河南雅益兴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运营经理，今年9月11日，她和一
起创业的小伙伴们带着材料和忐忑的心
情来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综合服
务中心，为新公司办理注册手续。

“在填写相关资料时，工商综合服务
窗口的工作人员拿出‘三十五证合一’的
备案申请表格，见我一知半解，她立刻为
我详细讲解，怕我有顾虑，又解释说不强
制，根据企业需要。”郑州片区高效便捷
的政务服务模式让李佳霖计划中预留的
两个月出证周期直接缩短成了 3个工作

日。三天后，李佳霖拿到了公司的营业执
照，工作人员还告诉她后期的许多审批和
备案手续均可在网上操作完成，不用再跑
到窗口，这让李佳霖觉得“幸福来得太
快。”

李佳霖和伙伴们把节约出来的人力、
时间和金钱成本迅速投入到公司运营初
期的各项业务中来，通过两个多月的努
力，他们的公司已经凭借运用大数据为客
户提供线上服务和线下体验的新服务模
式，快速在行业内站住了脚。

对于一个刚刚走上创业道路的年轻
人来说，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的这
段办事经历成为李佳霖人生中一段美好
的记忆。“如果再有同学想回到河南创业，
问我行不行，我会非常骄傲地说：中！”

□河南日报自贸区记者站 孙静

“我们公司在选择注册地点时，同
时考察了上海、杭州、深圳等多个城市，
最后认定了郑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和政策优势，一路走下来，我们更加确
信当初的选择没有错！”12月 2日，郑州
凯克天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平
向记者描述了其公司落户河南自贸试
验区郑州片区的历程。

谢永平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加拿大外
资企业，母公司是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凯克
集团（CAC），一家业务涵盖整个环太平
洋经济链的综合性集团。

今年8月 1日，郑州凯克天然贸易有
限公司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仅用
了3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公司注册，“这个
速度让公司总部的领导感到不可思议，并
连声赞叹，自贸试验区的办事效率太高
了，目前我们又顺利拿到了食品经营许可
证，完成了各项对外贸易经营的备案工
作，马上就可以扩展业务范围了。这样一
算，明年我们公司的业务量预计能达到2

亿人民币。”谢永平干劲十足地说。
看了那么多城市，为什么最终选择了

郑州？
谢永平分享了自己的看法，“郑州的

区位和物流优势十分明显。首先，郑州位
于国内市场的中心位置，我们的货从加拿
大运过来就直接进入了新郑综保区的保
税仓内，这也是我们在国内设立的总仓
库；郑州的航空、铁路、公路贯通东西南
北，物流体系十分发达，货品从郑州发出
运输到全国各地，时效性很高，运输成本
却并不高。”

谢永平同时看重的，还有河南自贸试
验区对跨境电商的重视和支持，“希望能
借助河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东风，扎根
河南，面向全国，将事业做得越来越大。”

256项改革创新任务建立台账
118个复制推广事项全部实施

多项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制度改革释放巨大红利

每个工作日入驻企业80多家
26个投资额超亿元项目落户

“快而美”的政务服务让创业变得简单

“公司选择落户自贸试验区，
来对了！”

郑州凯克天然
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永平

河南雅益兴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运
营经理 李佳霖

①繁忙高效的
郑州片区综合服务
中心

②海关服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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