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一窗口”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推广培训

□本报记者 栾姗
本报通讯员 田明 袁乐

12月16日是中国（河南）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上线运行一周年。

这一年，通关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提
高，企业由原先通过各部门多个窗口办
理的申报事项，现在改为通过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统一办理，报关报检时间缩
短1/3。

这一年，业务规模快速扩张，跨境
电商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扭转了我
省以往进口“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
跨境电商进出口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

这一年，集聚效应明显提升，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全面推广应用，
河南电子口岸平台入驻各类电商、支
付、物流、报关报检企业达1700余家，
既有菜鸟、京东、亚马逊等国际知名企
业，又有瑞贝卡、郑欧商城等本土企业。

这一年，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建设成效明显，可谓硕果累累。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展望新征程，省发改委党组成员、
省政府口岸办主任郑金广表示，将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围绕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和“三区一群”战略，聚焦口岸经济
和枢纽经济发展，高标准建设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
平，不断拓展完善各类口岸和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等开放平台功能，为我省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通关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
多个窗口办理改为“单一窗
口”办理

点击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的页面，陈宇梅很快进入了“B2C进
出口申报”板块，娴熟地申报查询跨境
进口货物：“过去报关、报检必须经过两
个平台人工申报，现在只在一个平台就
可以完成申报，且全部采用系统后台导

入，清单数据自动推送至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跨境通关平台发送关检单位，
每秒传输300单，真正实现了秒申报、
秒通关。”

去年12月 16日，中国（河南）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后，在线联通海
关、检疫、税务等 16个政府部门，企业
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次性提交
满足监管部门要求的标准化单证和电
子信息，监管部门处理结果通过系统反
馈给企业，大幅提高企业通关和贸易便
利化水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
减环节：“串联”变“并联”。企业原来需
要跑多个部门办理手续，现在通过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站式办理。二
是降成本：增强企业的获得感。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推行免费申报机制，为企
业节省运行成本；标准版的落地应用有
助于企业内部资源重组和整合，实现一
次录入、数据复用，节省了企业大量的
人力、时间成本。三是优流程：“打通堵
点、切中痛点、扫除盲点”。通过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统一进出口业务标准和
规范，优化各业务办理流程。四是提效
率：“物理集中”到“化学反应”。企业原
来通过各部门多个窗口办理，现在改为
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理，并实现
企业一地注册全国通用，有效提高了企
业办事效率，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

谈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带来的
新变化，郑州海关、河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有关负责人纷纷表示，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采用互联网接入，申报或访
问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企业可随时随
地录入申报数据；口岸管理部门由以前
的串联执法变成并联执法，减少了企业
重复录入工作，提高了通关效率，降低
了企业成本，有利于促进贸易便利化。

业务规模快速扩张
形成了跨境电商进出口竞相
发展局面

一组数据令人喜悦：今年前 11个

月，我省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累计完成
8388.8 万单，货值 103.9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58.8%、74%，单量及货值双双
创历史新高。其中跨境出口1580.5万

单，货值 6.4 亿元，同比增长 8.1 倍和
21.4 倍；跨境进口 6808.3 万单，货值
97.5亿元，同比增长33.2%和64%。

这组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省跨境

电商在进口保持快速增长和领先优势
的同时，出口后来居上、突飞猛进，形成
了跨境电商进出口竞相发展的良好态
势。

究其今年我省跨境电商出口快速
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服务支撑有力。跨境通关系统
提供B2C跨境电子商务一体化在线办
理通关服务，系统在线联通电商、支
付、物流、申报企业和口岸场站、监管
部门，实现企业资证一次备案、多部门
共享、全流程使用；通关流程一次申
报、全程在线处理、统一办结反馈；通
关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服务范围已覆
盖郑州、洛阳、许昌、焦作等4个地市8
个业务现场。二是跨境出口监管模式
创新优化。郑州海关、河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在全国率先打造了“9610”跨
境出口模式，实现出口商品“清单核
放、汇总申报”，探索实行“简化申报”
与“出口退税”。三是航空物流枢纽集
疏功能显现。形成“空空+空地”“全货
机+客机腹舱”等多种运输方式，多式
联运网络覆盖全国 70多个城市，新开
通郑州至台湾、拉脱维亚两条货运包
机航线，实现航空直达、当日清关、三
日送达的高效物流服务。截至今年11
月底，这两条货运包机航线开行 35
班，达 423.55 万单。四是本土跨境电
商企业快速成长。郑州电商易通、河
南龙库、河南易贸等本土企业跨境出
口均超百万单，居全省前三位。各类
电商、物流、仓储、支付等跨境电商企
业相继入驻郑州新郑综保区、郑州经
开综保区，形成较为完善的跨境电商
产业链。

集聚辐射效应明显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
推广全省

“货物‘黄铜带’、货值 20.47 万欧
元，进口报关单从申报到海关电子审结
仅用时56秒。”11月29日，河南德骊保

税储运有限公司报关经理韩利明伸出
大拇指点赞说，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标准版申报，实在是太便捷啦！

韩利明在线申报的这一票，也标志
着新乡市正式启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标准版，所在地企业只需要在一个
窗口、一次录入，就能办完所有大宗贸
易申报流程，最快只需2个小时。外贸
企业报关单的制作时间可由30分钟缩
短至 5分钟，企业申报项目减少45%，
企业候查时间减少 50%，查验作业时
间减少50%，通关时间最快可从3天缩
短到2个小时，报关成本减少50%。

今年 7 月，我省成功列入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标准版试点省份，在中
部地区率先与国家标准版货物申报、
企业资质办理、原产地证书申领、许可
证申领、统计查询等 7 项功能实现对
接。近期，国家口岸办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试
点推广工作的通知》，决定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标准版货物申报、舱单申
报等 9项基本功能扩大推广至全国所
有口岸，同时要坚持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逐步成为企业面对口岸管理相关
部门的主要接入服务平台的建设目
标，落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免费申
报制度。按照统一部署，今年年底将
在全省 18个省辖市实现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标准版全覆盖。省政府口岸
办会同郑州海关、河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河南电子口岸有限公司等口岸
相关单位，先后在郑州、焦作、周口、商
丘、新乡、鹤壁、信阳、驻马店、漯河、许
昌、开封、洛阳、三门峡、南阳、平顶山
等 15个省辖市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标准版巡回培训，扩大企业认知度
和社会影响面，提升应用服务水平，共
有 600余家企业、1100余人次参与培
训，完成注册企业100余家，带动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截至 12 月 16 日，累计申报业务单量
8015票，日均通关申报业务量超过全
省20%，年底前将达到30%以上，顺利
完成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

买卖全球 一“窗”通关
——写在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一周年之际

●● ●● ●●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南能
源”）是经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分别于2008年
12月、2013年9月经过两次战略重组，成立的一
家国有独资特大型能源化工集团，产业主要涉及
能源、化工、现代物贸、金融服务、智能制造和合
金新材料等，主要分布在河南、新疆、青海、贵州、
内蒙古、陕西等省（自治区）。拥有煤炭产能近1
亿吨、化工产品产能合计近1000万吨（其中甲醇
282万吨，煤制乙二醇150万吨、规划建设300万
吨，二甲醚70万吨，醋酸60万吨，碳纤维1000
吨，1,4-丁二醇19万吨，聚甲醛10万吨，PVC24
万吨）。截至2016年年底，拥有资产总额2588
亿元、员工21.5万人。2016年生产原煤6658万
吨，实现营业收入1241亿元，上缴税金56亿元，
完成项目投资33亿元，位列2015年世界500强
企业第364位、2017年中国500强企业第129
位、2017年中国煤炭企业50强第12位、2017年
中国煤炭企业煤炭产量50强第12位。

河南能源资源储量丰富，产业结构合理，装
置技术先进，发展后劲充足。能源产业主要包括
煤炭、电力和新能源。拥有煤炭资源储量318亿
吨，形成了煤炭勘探开发、洗选加工、销售和高效
利用一体化产业体系。拥有覆盖焦作、鹤壁、永
城、义马等矿区电网，正在加快推进煤电一体化
发展，构建豫北、豫西北地区电网。积极利用矿
区资源发展太阳能、风能、薄膜太阳能组件等项
目。化工产业主要包括现代煤化工、化工新材料
和生物化工。掌握煤化工世界高端技术，拥有义
马、鹤壁、安阳、濮阳、永城等化工循环经济园区，
已建成河南省内规模领先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
基地、全球规模领先的煤制乙二醇生产基地。现
代物贸产业和金融服务产业正抢抓政策机遇，利
用区位优势和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优化资源，推
动金融服务支撑产业发展、现代物贸助力产业转
型。智能制造和合金新材料产业，拥有钼金属资
源储量近150万吨、国内铝土矿资源量1亿吨，
钼、铝产业均形成了从采选、冶炼、深加工、贸易
直至消费终端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正在推动产
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打造国内一流的
高精度、高性能铝合金板材和汽车零部件制造
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南能源将抢抓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机遇，牢固
树立“忠党报国、奉献河南”的坚定信念，秉承“团
结拼搏、务实创新、担当作为、追求卓越”的企业
精神，持续打好深化改革、减亏增盈、风险管控

“三大攻坚战”，加快推进产业整合、业务整合、资
产整合“三大整合”，着力构建“三主两辅”（聚焦
发展能源、化工、现代物贸三大主业，重点培育金
融服务、智能制造和合金新材料两大辅业）产业
体系，奋力夺取二次创业新的更大胜利，倾力把
河南能源建设成为“创新引领、绿色循环、低碳高
效、国际一流”的现代企业集团，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根据河南能源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招聘高

端人才。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二、招聘条件

岗位一：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职位要求
1.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法律类相关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企业法律顾
问资格证书。

2.具有10年以上企业专职法务工作或5年
以上民商事律师、审判工作经历。

3.具有良好团队协作意识、沟通交流能力、分
析判断能力和学习总结能力。

4.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
经营管理中的各类法律事务有较强的处理能力
及一定的实践操作经验。

岗位二：二级单位法律事务部部长
（二）职位要求
1.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法律类相关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企业法律顾
问资格证书。

2.具有10年以上企业专职法务工作或5年
以上民商事律师、审判工作经历。

3.具有良好团队协作意识、沟通交流能力、分
析判断能力和学习总结能力。

4.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
经营管理中的各类法律事务有较强的处理能力
及一定的实践操作经验。

岗位三：集团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职位要求
1.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审计、财务等相关

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备高级审计师、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国际注册内部
审计师或律师等资格。

2.具有 10年以上大型企业审计相关工作

经历。
3.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团队管理能

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独立判断、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4.熟悉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经营管理
中的审计事务有较强的处理能力及一定的实践
操作经验。

岗位四：集团公司审计部业务主管
职位要求
1.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审计财务等相关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具备审计师、会计师、国际注册
内部审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律师
等资格。

2.具有5年以上大型企业审计相关工作经
历。

3.具有良好的学习、组织协调、沟通表达和综
合分析能力。

4.熟悉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经营管理
中的审计事务有一定的处理能力和实践操作经
验。

岗位五：绩效管理高端人才
职位要求
1.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经济、管理等相关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至少5年以上绩

效管理工作经历。
3.精通绩效管理，熟悉绩效管理工具，能应用

信息化手段开展绩效考核管理工作。
4.责任心强，处事公正客观，严谨勤勉，具有

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
岗位六：财务管理高端人才
职位要求
1.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财务管理、会计相

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注册会计师或高级
会计师资格。

2.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历，至少5年以上财
务管理工作经历。

3.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国家相关
政策法规，专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
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4.具有较强的财务分析判断能力，具有良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职业操守。

岗位七：国龙物流总经理
职位要求
1.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经济管理、物流贸

易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15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且具有5年

以上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经历或3年以上大
型物流企业集团高层管理经历。

3.具有良好的战略眼光、决策能力和市场应
变能力，能根据政治、经济形势，领导团队，准确
把握公司的投资与发展方向。

4.熟悉国内物流市场，熟悉国家物流政策，熟

知物流企业的业务模式，具备较强的系统设计、
项目管理、资源整合和市场开拓能力。

5.具有国际物流行业从业经验和一定的客
户资源，具备国际物流贸易业务开拓能力。

6.具有较强的人际关系处理及协调能力，善
于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和合作关系。

岗位八：国龙物流副总经理
职位要求
1.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经济管理、物流贸

易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10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且具有3年

以上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经历或2年以上大
型物流企业集团高层管理经验。

3.具有良好的学习、创新能力，对经济新常态
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熟悉国有企业管理模式。

4.具有较强的人际关系处理及协调能力，善
于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和合作关系。

以上8个岗位的岗位职责详见河南能源化
工集团网站（http://www.hnecgc.com.cn）

三、招聘程序

招聘程序分为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笔试（人
才测评）和面试、背景调查、录用5个阶段。

（一）公开报名
应聘者填写《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高端人才招

聘报名表》（见附件），并连同身份证、学历证书、
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职（执）业资格证
书、本人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荣誉称号、获奖信
息、业绩证明、近期2寸白底彩色证件照等有关材
料电子版材料投递至指定邮箱。

简历应尽可能完整。简历填写完成后，请自
行打印并逐页签字，参加笔试时提交。

应聘者每人限报1个岗位并明确“是否服从
组织安排”。

（二）资格审查
根据岗位资格条件及应聘者提交的证明材

料进行资格审查。报名截止3周内通知审查通
过者参加考试，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

（三）笔试（人才测评）、面试
考试包括笔试（人才测评）、面试两个环节，

笔试权重为30%，面试权重为70%。
进入面试阶段的应聘人员按照要求携带相

关证明材料的原件进行资格复审。包括：身份
证，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或职业资格证

书，近年来主要工作业绩及获奖证明材料证明。
面试时间，将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另行通

知。
（四）背景调查
集团公司对笔试、面试综合成绩优秀者进行

岗位适配性分析，择优确定考察人选，开展客观、
公正的背景调查。

（五）决定聘用
根据背景调查情况确定拟聘人选,原则上同

职级聘用，特别优秀的可提职聘用，最终聘任岗
位视应聘者个人条件具体掌握。经集团公司研
究后，办理聘用手续，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满考
察合格者办理转正手续，考察不合格者，解除劳
动合同。一经录用，将享受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
酬福利待遇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四、报名时间、方式和要求

1.报名时间：2017年 12月22日至2018年
1月22日

2.报名方式：直接报名、电子邮件或信件均可
3.应聘者要如实填写报名表并提供以下资

料：
⑴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证、获

奖证书等复印件（面试时携带原件）
⑵填写《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招聘报名表》，可

到http://www.hnecgc.com/rczp.doc下载
⑶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4张
⑷联系人及联系地址
联系人：郭立彬 龚鹏 贾平乐
联系电话：（0371）69337693 69337065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

务西三街交叉口国龙大厦
邮编：450046
电子邮箱：hneczzb@126.com
公司网址：http://www.hnecgc.com.cn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2017年高端人才招聘启事

岗位

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二级单位法律事务部部长

集团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集团公司审计部业务主管

高端绩效管理人才

高端财务管理人才

国龙物流总经理

国龙物流副总经理

合 计

人数

2

8

2

8

5

5

1

1

32

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共同查验“单一窗口”通关商品

专版│07201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