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服务资讯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 月 24
日，河南省测绘援疆成果交付仪式暨
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当天，省测绘
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邓跃明向哈
密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尼亚孜·艾买
提交付了“数字哈密”成果。

据了解，2017年 6月，应哈密市
政府、市国土资源局的需求，河南省
测绘地理信息局及时启动测绘援疆
工作，选派全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14家测绘资质单位的51名优秀技术
人员，组成河南测绘援疆突击队奔赴
哈密，历时 3个月，圆满完成哈密市
巴里坤县和伊吾县测区70多平方公
里的 1∶500、1∶1000 地形图测绘任

务，为“数字哈密”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

哈密市政府代表对河南省测绘
援疆取得的丰富成果表示祝贺，对管
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
衷心感谢，并表示要用好、用足此次
项目成果。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负责人介绍，
此次测绘援疆成果由于精度较高，数
据结构科学合理，各项技术指标符合
规范、设计要求，图面信息表达齐全，
被评定为优级成果。下一步，要继续
部署测绘援疆工作，增强受援需求与
援助能力对接，为哈密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③7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孙静）1月
25日，记者从省自贸办了解到，省政府
日前下发《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要求在中国（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进一步破解“办照容易办证难”“准
入不准营”等问题，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释放企业创新创业活力。

《方案》明确：试点内容为《国务
院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
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和《国务院关
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有关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

审批等事项的决定》已经批复上海市
改革试点的 116项行政许可等事项
及其改革措施。试点期为《方案》印
发之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

据省自贸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河
南自贸试验区改革内容为：结合本地
实际，从上海市改革试点的116项行
政许可等事项中选择99项进行改革
试点，将能分离的许可类的“证”都分
离出去。

《方案》明确鼓励探索创新。三个
片区政府和省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积极
支持此次改革试点工作，尊重并发挥
自贸试验区的首创精神。自贸试验区
各片区要敢为人先、积极探索，当好改

革排头兵，打造改革新高地。
此次“证照分离”改革怎么改，

《方案》进行了明确规定和阐述：
直接取消审批。实行行业自律

管理，允许企业直接开展相关经营活
动。包括“医疗机构放射性药品使用
许可(一、二类)”等5项行政许可事项。

由审批改为备案。根据规定的备
案条件，企业将相关材料报送政府有关
部门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政府
部门不再对备案材料进行核准或许可。

实行告知承诺制。由行政审批
机关制作告知承诺书，并向申请人提
供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企业审批条
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企业承诺符合

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即可办理
相关审批事项。

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对暂时
不能取消审批或改为备案，也不适合
采取告知承诺制的行政许可事项，公
开办事程序，明晰具体受理条件和办
理标准，列明审查要求和时限，实现服
务事项标准化。大力推广并联审批、
证照联办，切实打通企业办事环节。

强化准入监管。对直接涉及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和公众
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事
项，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加强风险控
制，强化市场准入管理，不得随意放
宽审批条件。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河南
造”产品质量到底如何？1 月 25
日，记者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获
悉，2017 年国家监督抽查涉及河
南省产品质量状况的统计数据显
示，河南产品合格率为 92.6%，高
出国抽合格率1.1个百分点。

2017 年，国家质检总局组织
开展了 164 种产品的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共抽查了19124家企业生
产的20192批次产品（不涉及出口
产品），检验合格率为 91.5%。国
家监督抽查涉及我省日用消费
品、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工业生产
资料、农业生产资料、食品等 5 大
类 64 种产品，共抽查了 552 家企
业生产的 612批次产品。经检验，
507 家企业生产的 567 批次产品
合格，合格率为 92.6%；45 家企业
生产的 45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
格检出率为7.4%。

从抽查结果分析看，我省有
47种产品的国抽合格率为 100%，
产 品 种 类 占 总 量 的 73.4% ，比
2016年提高了 13.7个百分点。建
筑装饰装修材料合格率为 98.2%，
农业生产资料合格率为 96.4%，日
用消费品合格率为 95.5%，食品相
关产品合格率为 91.2%，工业生产
资料合格率为 87.9%。从近三年
的国抽情况来看，国抽涉及河南
省 产 品 合 格 率 分 别 为 91.5% 、
92.8%和 92.6%，均高于同期国抽
合格率。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还同时发
布了 2017年省监督抽查产品质量
状况的结果，全年共完成了 5大类
172 种 10683 批次产品的省级监
督抽查任务。其中，10182批次产
品合格，抽查合格率为 95.3%，同
比提高了0.1个百分点。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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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2006年，
我们建立全省第一家BGP多线数据中
心，解决了依赖多线数据中心的河南
企业必须选择北京、上海托管服务器
的问题。”1月 23日，郑州市景安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小龙告诉
记者，现在，公司自主研发的云计算平
台的业务数量已达到38万个，网站接
入数量达28万个，位列全国前二，连续
两次荣获“全球云计算大奖”。

“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是
2014年，省科技厅启动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服务进基层活动’，帮我们了解并
获得各类政府扶持政策，对公司发展
提供了很大助力。”杨小龙说，2015年
景安网络公司挂牌“新三板”，2016年
成为河南“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2017年公司产值超过 1亿元，被省科
技厅评定为河南省“科技小巨人”企
业，实现了公司发展的“三级跳”。

“快速升级”的景安网络公司，是
我省“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工程的众

多成功案例之一。2014年以来，我省
已累计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1.6
万家，包括“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557家，其中有47家营收超亿元，成为

“科技小巨人”企业。统计显示，仅

2017年我省培育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就
有 545家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新培
育的“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达到
208 家，其中有 34 家成为“科技小巨
人”企业。

“‘服务进基层活动’的开展，有效
解决了各项扶持政策落地企业‘最后
一公里’问题，帮助科技型企业加强科
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省科技厅
厅长张震宇介绍，这一活动还督促基
层科技管理部门真正把科技型中小企
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集成各类科技
资源优先支持其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引导金融、创投等机构加大资金支持，
有效推动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

例如，去年 11月至 12月，省科技
厅组织有关人员分赴 19 个省辖市、
省直管县（区）和国家高新区，开展

“双创”政策、研发费用归集及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知识产权申请等
业务知识培训和解读，被基层科技部
门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人员评价
为“给企业打开了窗”“让政策接了地
气”。②40

服务“落地”“科技小巨人”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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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家监督抽查
产品质量状况结果出炉

我省产品
合格率92.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月24日，
记者从央行官网获悉，央行印发的《关
于优化企业开户服务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开通小
微企业开户绿色通道，积极推进与工
商部门信息共享，推行电子渠道预约
开户，提高企业开户审核效率。

以前个人要想开公司，需要先到
工商部门注册，待获得企业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等之后，才能去
银行申请开户。今后，这样的流程要
大大缩短。《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
构推行电子渠道预约开户，人民银行
建设预审核系统，让数据多跑腿、群众
少跑路。“也就是说，企业去工商部门
申请营业执照的同时，就能预约银行
开户了，待到完成工商注册，银行也基
本完成开户预审核。”建行河南省分行

的一名对公客户经理说：“企业补交营
业执照等相关资料，账户即刻能开
通。”

为了优化企业开户流程、缩短企
业开户时间，《意见》还提出以下措施：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整合银行账户开
户申请与各类产品协议，减少信息重
复填写；鼓励开通小微企业开户绿色
通道，小微企业开户，银行业金融机构
原则上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开户审核，
人民银行在2个工作日完成核准；鼓励
引入人脸识别等辅助手段，推进与工
商部门信息共享。

据了解，在《意见》印发之前，我省
部分银行已经先行先试，实现企业开
户只需1天的“超速度”。

1月24日，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中
兴路支行一位经理告诉记者，客户开办

公司，不用分别跑工商部门和银行排
队，在银行大厅通过“企业登记全自助
证照一体机”提交完备的资料,就能获
得电子版营业执照。与此同时，通过银
行开通的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开户。

“如果注册企业没有出现重名，申
请资料齐全，基本可以实现工商注册
与银行开户在1天内完成。”该客户经
理告诉记者，两周前，郑州驰丰物流有
限公司的胡电菊女士，通过银行设立
的绿色通道，仅用20分钟就办完了开
户手续。

据建设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种“超速度”服务已经在郑州分行中
兴路支行和众意路支行开展。未来
银行将继续做好制度优化和技术创
新，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③4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这也太便宜了！”1月 25日，济源市
民李雁冰在乘坐313路公交车时，通
过手机APP“济源公交”扫码，显示器
显示他支付了1分钱。“1分钱也能坐
公交，真是想不到啊！”据悉，这是济
源市为推动低碳出行和公交惠民推
出的一项新举措。

经过2017年 12月的限行、免费
乘坐公交后，济源市民对乘坐公交的
好感度空前提高，有车一族的出行观
念也大为改变。为进一步提高市民

低碳出行和绿色交通意识，济源市交
通部门积极采用新科技，在全省首家
推出手机扫码支付 1分钱乘坐公交
活动。1月25日至2月28日，该市城
市公交车 313 路、夜间车 201 路和
301路实行扫码优惠乘车。

据介绍，使用“济源公交”APP乘
车，无需缴纳任何押金，只需根据个
人需要充值，每次乘车从余额中扣除
乘车费用即可。目前暂时试运行上
述3条线路扫码乘车，其他线路将在
合适时间上线该功能。③7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高万宝）记者1月 24日获悉，农业部
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宣传推介全
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典型案例的通
知》，正阳县花生产业发展模式入选
全国18个“一县一业”典型案例。

据了解，“一县一业”发展典型，
是依托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工大县
（市、区），聚焦某一类农产品，实行全
产业链整体推进方式，并已经打造出

了有影响的区域品牌，主要呈现产业
规模大、农民就业增收多、产业链条
长、农业功能范围广、品牌影响力大等
5个特点。2017年，正阳县花生种植
面积超过170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
积的74%，产量53万吨，拥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3687家。正阳县在花生
产业方面有“世界花生看中国，中国花
生看正阳”的美誉，已连续20年被评
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③7

正阳县花生
入选全国“一县一业”典型

济源在全省首推1分钱坐公交

央行发布《意见》优化企业开户服务

我省先行先试 企业开户１天办成

1月24日，位于温县产业集聚区的保和堂产业园建设项目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调试设备。该项目总投资36亿元，全部
达产后，可实现年产2万吨怀药饮品的生产能力，提供就业岗位2000个，带动1万户农民增收致富。⑨6 徐宏星 摄

图/王伟宾

1月24日，洛阳市最大的社区党建展厅——涧西区武汉路社区“风好正是
扬帆时”党建展厅建成并对外开放。这也是该区通过整合辖区党建资源打造的
16个不同类型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之一。⑨6 黄政伟 摄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赵
依婷 何彬）“儿子，看你妈厉害吧，自
己一个老太太跟着标识，15分钟就从
公交站摸到了候车厅，没走一点冤枉
路。”1月24日，来自濮阳的曹大妈第
一次到郑州东站坐车，通过车站引导
标识顺利进站候车。

每天，像曹大妈这样识字不多、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旅客还有很多，如
何帮助这类旅客找寻目的地成了一道
难题。为了方便旅客，在春运即将来
临之际，车站再次补强站内标识，新投
入1700块智能导向标识进驻车站，为
旅客春运便捷出行提供服务。

据郑州东站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投入的新标识更加智能化、人性化，

强化了落客平台的导向标识，通过导
向标识区分私家车、出租车及行车
道，为车辆分类行驶提供保障；车站
还提前预想旅客下一步的活动内容，
张贴流线标识，使旅客可跟着标识导
向抵达目的地。

目前，郑州东站日均旅客发送量
攀升至 7万人，发往目的地也逐步增
多，站台增加到16座。为帮助旅客快
速在站内找到候车区，该车站将在今
年春运期间再次增加智能服务终端，
共设置15台云服务自助查询设备助力
旅客出行。旅客只需通过屏幕选择自
己的目的地，云服务便会根据旅客需
求以动态的界面显示，引导旅客抵达
终点。③7

本报讯(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汪优优）1月 25日记者获悉,自2月1
日起,南阳机场将新增170架次前往
深圳、广州和珠海的加班航线，以满
足春运期间市场需求。

南阳机场原有958架次航班，前
往北上广深等多个城市。为了应对
紧张而繁忙的春运，今年南阳机场增
开了多条航线。与往年不同，今年春
运是“南航E行”在南阳机场投放的

第一个年头，通过南航移动应用平
台，旅客可根据自己的需求，享受全
方位一站式的出行信息及运输服务，
给春运出行带来极大便利。

南阳机场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旅客，每个航班上提供无陪儿童服
务的名额不同，比如 E190 机型一
般为 3 个，A320、B737 机型一般为
5 个，旅客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尽早
申请。③7

郑州东站新投入1700块智能标识

南阳机场新增170架次航班

2014 年以来，我省已
累计培育“科技小巨人”（培
育）企业 557家，“科技小
巨人”企业 47 家。其中，
仅 2017年新培育的“科技
小巨人”（培育）企业达到
208家，有 34家成为“科
技小巨 人”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