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日报自贸区记者站 赵振杰

拿上一堆纸质证照到相关单位办事，估计大部分企
业在习惯如此的同时也被其深深困扰。

河南诺达智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就一直饱受这一困
扰。他们的负责人耿长安说：“我们公司经常要到省内外
各地去投标，每一处都需要各类证照原件，比如资质、法
人身份证、公章等，有些标的招投标时间接近或重合，需
要我们浪费大量的时间往返跑，甚至弃标。”

5月 18日，诺达智能有了一个集成码，上述烦恼都
有望‘码’上解决了。

这个服务码，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码通”的“码”，
即郑州片区为企业颁发的企业信息集成码——在一部手
机走天下的网络时代，让企业从持证（照）办事到持“码”
（二维码）走天下。

“码”上有什么？

这绝对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具体举措，中国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在全国首创企业信息集成服
务码，将企业营业执照、备案、行政许可以及信用状况、综
合监管服务等信息集成加载到一个二维码上，一码打通
许可和非许可，一码贯穿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监管，以
为每个企业单独赋码的方式实现企业服务“一码通”，让
企业信息能够随时看、随时查、随时用。

企业身份“一码识别”

按照国务院“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为企业唯一身
份代码”的要求，郑州片区管委会将企业信息集成服务码
与企业社会信用代码绑定，每个社会信用代码与一个企
业信息集成服务码相对应，确保每个二维码对应一家企
业，扫码获取的企业信息为唯一认证企业信息。同时，通
过信息防伪技术保证二维码加载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
杜绝冒名顶替的可能性，打造企业专属服务。

申办信息“一码共享”

通过搭建信息互通共享平台，相关企业主管（监管）
部门将掌握的企业信息通过企业信息集成服务码进行归
集，各部门通过扫码的方式可以获取其需要的相关企业
信息，并对“码”上信息予以认可，赋予其等同于相应纸质
证明资料的效力，避免企业因资料提供不全而反复跑腿
或跨部门重复提交等问题。

经营资质“一码查询”

目前实行的“多证合一”，主要是将部分涉及企业登
记性、备案性各类证照逐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涉及实质
审批性的行政许可类证照尚未整合。郑州片区推行的企
业信息集成服务码是在“多证合一”基础上，将企业经营
所需全部登记性、备案性及行政许可性证照信息均归集
到一个二维码上。企业及消费者通过扫码可以查询该企
业现有全部经营资质以及正在办理的各项证照相关进
度。通过“一码查询”使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由原先“多证
上墙”转变为“一码展示”。

行政服务“一码通行”

获得企业信息集成服务码的企业在郑州片区综合服
务中心办理业务时，可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出示服务码，
办事人员通过扫码获取企业相关信息即等同于企业提供
了相应纸质证照。既减少了企业收集纸质证照产生的交
通、时间成本和证照丢失风险，也解决了企业同一时间、
跨多个部门办不同业务需同一证照的问题。通过“一码
通行”真正降低了企业办事制度成本，提高了企业办事效
率和获得感。

监管信息“一码公示”

在企业信息集成服务码上，除企业经营资质信息外，
还加载了企业信用信息和综合监管情况。通过郑州片区
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对企业信用信息和综合监管开展
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并及时将相关信息动态更新到二维
码上，使企业信息集成服务码不仅是“服务码”，更成为企
业检查自身经营活动的“对照码”和“督查码”，从而促使
企业自觉主动地规范自身经营行为，持续打造郑州片区
良好营商环境。

企业希望马上推广

5月 18日，郑州片区管委会向河南诺达智能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发放了企业信息集成服务码，使企业信息集
成服务由设计变为现实。这张集成服务码也是郑州片区
颁发的首张服务码。今后企业只需持码办事，不再受纸
质证照制约，在企业办事便利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河
南诺达智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耿长安评价说：“这
项举措减少了工作量，缩短了业务办理时间，简化了办理
流程，希望尽早大范围推广。”

据了解，根据郑州片区功能设计，企业信息集成服务
码初期将首先实现企业信息识别、归集、共享、展示等功
能，打造企业身份“一码识别”、申办信息“一码共享”、经
营资质“一码查询”、行政服务“一码通行”、监管信息“一
码公示”，并逐步实现数据互通、信息互认、全面推广，最
终让企业真正能够“一码”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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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片区企业服务
实现“一码通”

一枚印章管审批

在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
区，办事群众和企业要办理行政
审批事项，只需“进一扇门、找
一个人、盖一个章”，片区以
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改
革，实现了“一枚印章管
审批”。

据介绍，日前，洛
阳市将涉及 29个市直部
门的 147 项市级行政审批
权限下放至洛阳片区，加上
省里此前下放的首批省级权
限，洛阳片区共承接了 377 项
省、市级行政审批事项。为运用
好行政审批权限，真正为企业做好
服务，洛阳片区开展了系列改革。“首
先组建了行政审批局，统一负责办理所
有的行政审批事项。”河南自贸试验区
洛阳片区常务副主任胡加彬介绍说，在
此基础上，片区不断完善行政审批工作
的规范性和流程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

胡加彬介绍说，片区制定出台了
《洛阳自贸区行政审批局“三定”方案》
《洛阳自贸区行政审批标准化实施方
案》以及《责任追究办法》等15项规章制
度，对行政审批局的职能、人员职责、工
作制度等进行了明确；制定了《洛阳自
贸区行政审批事项标准化操作规程》，
将全部行政审批事项的服务指南、审核
要点、表单文书等内容流程化、标准化，
最大限度缩减审批行为的自由裁量空
间，使审批沿着既定轨道运行。

如今，企业只需通过片区综合服务
窗口向行政审批局提交一套材料，就可
以办理以往牵涉多个部门的行政审批
事项。行政审批局通过不断简化工作
流程，创新工作方式，对企业、群众涉及
较多的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改革，大幅
压缩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真正为
企业减负。

不久前，洛阳片区为洛阳普莱柯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办理了“兽药生产许可
证”和“兽药GMP证书”，通过优化办理
流程，审批时间由原来60个工作日缩短
为 4个工作日，办理环节由过去的 7个
减少为3个，压缩比例达到93%。

与此同时，洛阳片区推进行政审批
事项全部“上网”，通过微信办事大厅、

“洛阳自贸区掌上审批”手机APP、网上
办事大厅等多种渠道，为企业群众提供
24小时不间断网上审批服务，进一步方
便企业、群众办事办证。

一支队伍管执法

为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营商环
境，将行政执法对企业带来的干扰降到
最低，并保证监管的有效性，洛阳片区
提出了“市场综合监管+专业执法”的监
管体制，通过不断探索综合监管体制改
革，完善综合执法体系建设，持续推进

“一支队伍管执法”在片区落地。
洛阳片区相关负责人吉鸿黎向记

者介绍了“市场综合监管+专业执法”的
概念：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监等市场综

合监管部门的执法力量，在洛阳片区内
行使省、市下放的工商管理、质量监管、
食药监管等相关职能，同时统筹协调国
土、规划、住建、发改、环保等专业执法
部门，与综合监管部门在洛阳片区内开
展联合执法。

为推进“市场综合监管+专业执
法”在片区内顺利施行，洛阳片区成立
了市场综合监管办公室并实行联席会
议制度，真正建立起了“一支队伍”。

具体来说，洛阳片区综合监管局
与区域内工商、质监、食药监分局联
合办公，成立市场综合监管办公室，
作为执行机构，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联合抽查、“1+N”（办公室+工商
或办公室+工商、质监、食药监等）综
合执法等模式，统一指挥开展各部门
的执法活动。同时，洛阳片区管委
会、洛阳市工商局、质监局、食药监局
负责人以及洛阳片区综合监管局负
责人等作为成员建立联席会议，审议
联合执法方案、安排推进联合执法，
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据吉鸿黎介绍，“一支队伍管执
法”的综合监管方式，使市场监管职能
由原来的分散式变为统一的集中监
管，进一步整合优化了片区执法力量，
提升了政府部门的综合监管能力，更
为重要的是，集中行使监管权也解决
了职能交叉、多头执法、互相推诿等监
管难题，极大优化了企业营商环境。

据了解，洛阳片区还将以此为基
础，进一步整合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文化旅游、农林水利、社会事务
等领域的监管职能和执法力量，继续深
化综合监管改革，并依托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进“互联网+
监管”，实现空间立体可视化监管、大数
据集成化监管、风险预警化监管等，探
索智能监管模式。

一张专网做服务

“在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

大部分的政务服务事项都能在网上
办理、查询，企业办事来回跑趟的现
象很少。”洛阳片区某企业负责人李
先生告诉记者。这得益于洛阳片区
以“一次办妥”为服务目的，着力构建
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一张专
网做服务”极大降低了企业办事成
本。

据介绍，洛阳片区打造的“互联
网+政务服务平台”，承接了 1329 项
省、市级下放的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
事项，通过大数据的分享和流通，实现
了事项办理的“一号申请、一窗受理、
一网通办”。

“这张网首先是一个网上办事大
厅，办事人员坐在办公室或家里，就能
详细了解所办理事项的流程，许多事
项可以按照指引在线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过后还能查询进度。同时，它也
是一个综合审批平台，企业的信息，所
提交资料等都会形成大数据上网流
转，企业办理多种事项时，不需要重复
提交资料，通过数据共享，行政审批部
门就能在网上开展业务。”洛阳片区
首席信息官杜予生介绍说，政务服务
网络平台同时也是事中事后综合监
管平台，承担了数据归集、联合惩戒、
公示管理、投资建设(承诺制)监管等
多项功能。

杜予生说，洛阳片区依托“互联
网+政务服务平台”，全面推广“在线咨
询、网上申请、后台审批、快递送达”政
务办理新模式，实现了省、市下放政务
服务事项办理全覆盖和“一网通办”。
并通过进一步拓展服务手段，推广微信
办事大厅、政务服务APP等办事渠道，
不断提升企业网上办事比例，提高政务
服务效率。

另据了解，洛阳片区依托政务服务
网络平台，与省、市其他有关政务服务
部门的大数据平台逐步实现数据共享、
政务资源对接等，以此不断扩大企业办
事“最多跑一次”的事项范围，进一步让
数据跑腿，为企业减负。

□河南日报自贸区记者站 孙静

近日，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
片区设立在洛阳大学科技园内
的“自贸区综合服务窗口”正式
开门迎客，科技园及周边企业办
理行政审批业务实现了“零跑
腿”。

“将自贸服务窗口开到企业
家门口，是片区持续推进政务服
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洛阳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切实服务好企业，洛阳片区通
过互联网技术，将政务服务系统
的端口前移，原本设立在自贸试
验区行政服务大厅的综合受理窗
口延伸到了科技园区，为园区及
附近企业、群众提供“家门口”的
政务服务。

据了解，目前片区设立在
园区的首个自贸区综合服务窗
口可办理 377 项业务，涵盖了
洛阳片区所承接的省、市级经
济社会管理权限中所有的行政
审批事项。

记者现场看到，综合服务窗
口吸引不少企业前来咨询办理
业务。正在办理“变更企业经营
范围”业务的洛阳云橙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李说：“以
前办理业务需要跑到片区行政
服务大厅，企业多了要取号排队
等待，现在简单多了，我们公司
就在园区里面，走几步路就到
了，人少了直接就能办，人要多
还可以先回去工作。”

小李还告诉记者，他在办理
事项时勾选了审批结果通过邮
寄方式送达，这样一来，他也不
用跑到片区行政服务大厅领取
审批结果，3 个工作日后，快递
人员会将审批结果直接送到公
司，企业办理行政审批真正实现
了“零跑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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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自贸区记者站 孙静

近日，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

区围绕政务服务职能提升、营商环

境优化等推出了“三个一”政务服

务新模式，“一枚印章管审批、一

支队伍管执法、一个专网做服务”

的“放管服”改革“洛阳新模式”，令

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纷纷点赞。

据介绍，为充分发挥河南自贸

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

“试验田”的作用，洛阳片区着力推

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创新运用省、

市级下放权限，实现了“一枚印章管

审批”；通过整合区域内执法力量，

提升监管效率，改善监管服务，推动

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以政务服

务网络平台为支撑，促进大数据共

享和流通，让数据跑腿，为企业减

负，实现“一个专网作服务”，以“三

个一”为抓手，持续提升行政服务效

能、完善综合监管机制、打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图为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设立在洛
阳大学科技园内的“自贸区综合服务窗口”

图为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综
合服务大厅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