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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片开封片区区改革“苗圃”效应凸显
向全市推广首批14项改革试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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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审批
全市打造“一次办妥”

围绕“极简”审批，在全市复制推广3项
经验：

“多证合一”。在开封片区“22 证合
一”经验基础上，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国家
发改委等 13部门文件精神，将全国“24证
合一”改革新调整的事项纳入整合范围，在
全市统一推进“35+10证合一”。

综合窗口、一口受理。通过打造统一
受理系统平台，设置综合受理窗口，将原
来各部门分别受理的行政许可、行政服务
事项进行整合，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要求
一个窗口受理线上线下申办事项。

“一次审查、两证同发”。对《药品经
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实行“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核
查、两证同发”。

“极速”效率
吸引更多企业落地

围绕“极速”效率，在全市复制推广 4
项经验：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由项目单位
按照要求公开书面承诺，并按照标准自
主组织实施项目建设，政府职能部门做
好开工前审验、竣工后验收工作，加强项
目事中事后监管服务，对于已承诺事项
不再作为项目建设招投标及后续事项的
办理要件。

提高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效率的4项措
施。在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中实行“缺席默
认、超时默认”、容缺预审、二次退件报告等
4项措施。

商事登记“一审核准制”。是指由原来
的窗口人员受理、窗口负责人或分管局长
审核的“一审一核”办理流程变为窗口人员
直接核准，特殊情况可以提请分管领导研
究决定。

商事登记“容缺受理”承诺制。是指申请
人办理商事主体注册登记时，申请资料基本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非关键性材料缺失或有
误的，窗口工作人员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
正的材料、时限，申请人承诺按期补正材料
后，工商部门可预先受理并作出核准决定。

“极优”服务
为更多企业减负

围绕“极优”服务，在全市复制推广6项
经验：

“三网融合综合办税”。在国、地税
“两网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办税系统
办事流程进行标准化设置、权限进行互相
配置、业务进行有机融合，将办税系统与政
务服务平台在同一个受理窗口进行对接，
实现涉税信息和政务服务信息在同一个窗
口共享，一次采集、按户存储、共享共用。

“三方委托扣款协议”登记网上传递办
理。对办税服务流程再造，推行企业、银
行、国税部门“三方协议”电子化应用，纳税
人扫描上传“三方协议”后，其余环节由办
税服务人员电子化传递办理。

住所集中地注册（一址多照）、营业执
照“一照多址”、商事主体名称自主选用3项
商事制度优化服务举措。

住所集中地注册（一址多照），允许多
个企业以住所集中地服务机构的住所(经营
场所)地址作为自己的住所进行登记，并由
该集中地服务机构提供住所托管服务。

营业执照“一照多址”，是商事主体的
一本营业执照，可登记多个经营场所地
址。按照自愿原则，允许同一登记机关内
在住所以外增设经营场所，企业只要提供
有效合法实际经营场所，即可由企业自主
选择营业执照住所（经营场所）+实际经营
场所模式。

商事主体名称自主选用，是申报商事
主体名称时，申请人以“自己负责”为前提，
按照“自行查重、自主选择”的方式，登录自
贸试验区商事主体名称自助申报系统，在
网上自助查重、自主选用商事主体名称。

在全市推广原产地证“零跑趟”办理。
通过简化出口原产地证书办理流程，办事
人员既可以通过自贸区开封片区综合服
务大厅的单一窗口办理提交申请，也可以
通过便民微信群申请签发邮寄证书，工作
人员根据办事人申请的证书信息，用企业
预留空白单证完成证书打印并签发，为企
业提供原产地证免费签发邮寄服务。

此外，还有“极严”约束方面的经验 1
项，即“三双三联”事中事后综合监管新模
式。建立以“双随机”抽查为核心的综合监
管平台，实行双随机抽查、双告知推送、双
智能监察、联合监管、联合惩戒、信息互联
等综合监管举措。

□张珈玮

2017 年 4 月底，第三批自
贸区刚刚挂牌成立一个月时，我
进入开封片区管委会工作。从
那之后，开始了始终与时间赛跑
的高效率和高强度的工作。

在自贸试验区工作的一
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来自开封片区
取得的各项佳绩。挂牌以来，
开封片区成为全国第三批自贸
区中李克强总理第一个视察的
片区，成为河南自贸区在全国
第一个推出典型案例的片区；
率先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率先完成多规合一等等。

最难忘的事情是，我到开封
片区工作一周后，恰好碰上李克强
总理于 2017年 5月 8日视察自
贸试验区的“二十二证合一”改
革工作。5月6日上午邀请设计
师制作，到第二天中午定稿，并
于当天下午邀请河南广播电台
老师进行配音，再到晚上把宣
传片装上大屏，工作紧张，但一
直非常有序。从那时起，开封
片区管委会高效、有能力和责任
心极强的团队精神就深深感染
了我。

成就感还来自每天高效率
的工作。我所在的部门是综合
协调与政策研究局，主要工作职
能之一就是综合协调，不仅要及
时将各项工作通知上传下达，还
要协调各方来访事宜，每天只感
觉时间过得非常快，特别是在建
设自贸区展示厅期间，要协调展
示厅的建设、布展、资料收集等
各方需求，白天就处在不停接电
话和打电话联络协调中，只有到
了晚上才能安静下来做政策研
究和文字材料的工作。当然收
获也是满满的，开封片区的自贸
区展示厅从破土动工到建成开

放只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其中
内容的设计布展只用了 1个多
月，这个时间和效率创造了一项
开封的自贸速度——每每想起
就觉得激动。

在不了解自贸试验区的人
看来，在自贸试验区工作是高
大上的，每天和进出口企业打
交道，“买全球卖全球”。实际
上，自贸试验区的工作就是搞
制度创新，通过改革试验的任
务，能够让投资、贸易更加便利
化，让海内外企业感受到更加
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市场
环境，从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案例向全国推广，让广
大群众受益。所以说无论是企
业还是市民在自贸试验区建设
过程中的获得感，都是幕后所
有的改革创新者们无数个日夜
无数次“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的成果。

在自贸试验区工作的一
年，虽然时间过得很快，但每天
都有收获，忙碌但却充实，希望
我们片区能越来越好，有越来
越多创新和改革的成果问世。

（作者系开封片区工作人员）

在自贸区收获成就感

□祖婵

犹记得初到自贸区的那天，我们一行
人满怀对自贸区的憧憬，一进入办事大厅，
就被大厅顶部由郑州市市花“月季花”抽象
演化的造型图案以及墙面的饕餮纹与乳钉
纹所蕴含的地域特色深深吸引。

不知不觉间，我来自贸区已经一年多，
流逝的是时光和岁月，留下的是足迹和思
考。

郑州是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交通网络
四通八达，铁路、公路、航空构成了通达便捷
的立体交通体系，是国内普通铁路和高速铁
路的“双十字”中心。郑徐高铁通车运营，郑
万、郑合高铁加快建设，郑太高铁开工建设，
米字形高铁网加快成型，郑州综合交通枢纽
地位持续强化。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
区的挂牌运行,使郑州这座承载古老文明
的城市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正
是由于对开放最前沿的向往，我义无反顾
来到了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

2017年 4月 1日，河南自贸试验区挂
牌运行。身为自贸一员，我有幸参加了挂
牌仪式，当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牌匾被省领导掀起“红盖头”时，心中的激
动之情无以言表。尽管只是一名普通的工
作人员，但我和所有同事一样，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要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和“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的要求，在工作中时时处处思考着改革和创
新，也衷心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早日将郑州
片区建设成为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
代综合交通枢纽、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
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这一年，我看到郑州片区作为河南自贸
试验区的主体，从一粒种子破土而出，已成芳
华之势，制度创新释放的红利惠及每个人。
截至3月19日，郑州片区新注册企业22667
户，注册资本2667亿元；其中，新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128家，注册资本45亿元。

令我颇感骄傲的是，围绕核心定位和
五大改革专项体系建设，郑州片区在商事
制度改革、多式联运、金融开放创新、事中
事后监管等方面已上报“原产地信用签
证”“一次办妥”“多式联运一票式”“网购保
税+实体新零售”“多模式综合监管”“政银
合作直通车”“空陆联运装载装备标准化”
等近30个创新案例，其中信用签证获全国
十佳创新案例。

近日，片区管委会又从企业问题出发，
促成了郑州国际陆港公司与中国银行实施

“国际物流+金融创新”合作。这是河南自
贸试验区内多式联运提单业务的重大突
破，也意味着“一单制”破题，这不仅解决多
种运输主体运单不同的麻烦，还能为中小
企业融资带来很大便利，让企业成为真正
受益主体。

百尺竿头须进步。作为一名自贸人，我
们不能错失良机，要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劲头砥砺前行，坚信乘着自贸区建设的东
风，开放创新的郑州必将谱写新的华章！
（作者系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工作人员）

□河南日报自贸区记者站 孙静

作为我省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河南自贸试验区的“苗圃”效应开始显现，近日，开封片区正式向开封全

市复制推广首批 14项成熟的改革试点经验。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肖文兴告诉记者，挂牌 1年来，开封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

为核心，在商事制度、投资便利化和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已形成首批 14项成熟的改

革试点经验，现已正式向开封全市复制推广，并为进一步扩大推广试点范围积累经验。

据了解，开封片区在全市推广的首批 14项改革试点经验，主要涉及政务审批、服务、监管等多个方面。

□王宇统

去年3月31日，我正式入职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成
为片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
员。从这天开始，我一点点熟悉自贸
试验区的各项工作，对它的感情，也从
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热爱。现在，自
贸试验区已成了我最钟爱的事业。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我心中的
自贸试验区，那就是：现代化、高科
技、人性化。我所工作的综合服务中
心，各种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前来
办事的群众络绎不绝，服务人员贴心
提供各种便民措施。每天听着打印
机吱吱的工作声、此起彼伏的叫号
声，每个地方都充盈着昂扬发展的力
量，让人干劲儿十足。

身为一个自贸人，我心中的自贸
试验区是紧跟时代步伐，充满现代感
的。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由贸易试验
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部署，
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总体安排，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叠
加区域禀赋优势，紧紧围绕“9+2”工
作布局和“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
标，通过“双自联动”“双合驱动”，加
快构建与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
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模式，
努力把洛阳片区建设成为极具内陆
地区特色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标
杆。

身为一个自贸人，我心中的自
贸试验区是快捷的、信息化的。网
上办事大厅、移动端办事平台、微信
公众号、自助终端等多个平台的建
成大大方便了办事群众。企业上网
提交材料、查询办事流程和进度，全
程不需要多跑一步路，多元化的信
息服务，实现了企业办事“来回一
趟、一次办妥”。此外，企业从注册、
刻章、开户到取卡等事项的办理，均

可在洛阳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内“一
站办结”。“互联网+政务服务”在自
贸试验区的推行，大大提高了企业
办事效率，降低了办事成本，让企业
切实享受到自贸试验区简政放权带
来的福利，同时优化了自贸试验区
的营商环境。

身为一个自贸人，我心中的自贸
试验区是便民的、人性化的。以民为
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是我们所有窗
口工作人员的办事原则。容缺受理绿
色通道、超级柜台、集群注册等特色
服务，帮助办事群众克服创业路上的
各种难题。除了正常的业务服务外，
综合服务中心还为群众提供了各种
志愿者服务，照顾到每一个细节：怕
耽误群众即时办理业务，我们给群众
免费发放打印纸；怕办事群众口渴，
大厅设有多台饮水机；怕办事群众遭
遇变天下雨，我们备好了雨伞。想群
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让办事群
众在自贸试验区综合服务大厅享受到
星级服务。

工作一年多来，我越发热爱这片
土地，并将继续努力工作，为自贸试
验区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洛阳片区工作人员）

现代化、人性化的开放前沿这是一份令人骄傲的工作

最权威、最及时的自贸咨询
尽在河南自贸试验区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