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孙静）我省企
业引进来、走出去的准入门槛进
一步降低。6月 20日，由郑州海
关主要负责推行的电子口岸企业
入网审查流程优化改革试点运
行，并办结全省首单业务，进出口
企业通过入网资格审查仅需 10
分钟。

“以往这个时间是3到 4天。”
20日上午，首家享受到改革红利
的尉氏县龙华橡胶厂工作人员冯
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位于河南自
贸试验区开封片区的电子口岸业
务试点窗口，递交了一份《中国电
子口岸企业入网申请表》，10 分
钟后就顺利取得了电子口岸企业
法人卡和操作员卡。

时间极大缩短，环节更是从
跑多次到跑一次。冯先生说，以
前企业办理电子口岸入网，需要
分别向郑州海关、省商务厅、省工
商局、省外汇管理局 4 个监管部
门分别提交申请，来回跑很多
次。“改革以后，企业办理进出口
业务变得更加简单易行，这也激
发了我们走出去的热情。”

“不断破除制约企业走出去

的各种制度性壁垒，进一步促进
贸易便利化，是海关改革的重要
方向之一。”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
介绍，利用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
共享平台，郑州海关协同省商务
厅等四部门，完成了此次进出口
企业电子口岸入网资格审查的业
务流程再造，打破原有体制约束，
实现了系统内跨部门跨领域联合
办公。

记者在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
片区电子口岸业务试点窗口看
到，进出口企业只需到一个窗口，
提交一次申请，四部门就可以通
过大数据平台开展联合审查，一
次办理。

据了解，企业要想开展进出
口业务，首先要通过中国电子口
岸进行企业身份认证，而入网资
格审查就是“敲门砖”，只有通过
资格审查，取得企业法人卡和操
作员卡，才可以在以后的经营中
通过电子口岸和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办理网上报关、出口退税、
结售汇核销等诸多手续。

作为全面落实国务院“放管
服”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该项改
革精准解决了进出口企业在运营
初期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极大
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成本。

此外，这项改革在减轻企业
负担的同时，也极大提高了电子
口岸企业入网资格审查的工作效
率。“以前资格审查业务采取的是
人工比对信息，且经过四个部门，
难免会出现纰漏，改革以后采用
的是电子底账对比，系统自动审
查，极大减小了业务风险。”郑州
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另据介绍，该项改革在河南
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试点运行
后，将在全省复制推广。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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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亮点连连看

不断破除制约企业走出去
的各种制度性壁垒，进一
步促进贸易便利化，是海
关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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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南召
县建设 79 个村级
光伏电站，5874
户贫困户每年稳定
获得3000元收益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在安阳市区北部的纺织产业集聚
区，每年可生产内衣服装9亿件，国内
市场占有率达 20%以上。特别是婴
童服装，几乎覆盖二三线城市高端批
发市场，并出口俄罗斯、美国及越南等
国。

6月 19日，记者来到位于安阳市
北关区的安阳·广州（国际）童装城，走
进迪士尼代工厂，只见4000平方米的
车间内生产繁忙，颜色各异、图案缤纷
的童装成品、半成品堆积如山，令人眼
花缭乱，100多名女工正在埋头作业。

“我们是订单式生产模式，这批
300万件的儿童睡衣要销往美国。”迪
士尼服装生产项目负责人常保智告诉
记者。常保智以前只是柏庄镇的个体
服装加工小老板，得益于安阳市开展的
纺织产业提升工程，如今则摇身变成中
国童装十大品牌之一迪士尼的代工者。

2017年年初，北关区从当地筛选

出50家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童装企
业进行培育，并出面招来 50 个大公
司、大品牌，让本地企业一对一进行代
工，以提升自身档次规模。常保智就
是其中之一。“我们马上搬到政府新建
的 2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生产自动
化程度更高，今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
没有问题。”他说。

在童装城以北的施工工地上，十
几栋四层楼高的砖红色厂房高端大

气，这是安阳专为外来知名企业建设
的标准化厂房。“已签约的派克兰帝、
水孩儿、皇家宝贝、金兰尼亚等9家国
内、国际知名童装企业很快将全部进
驻投产。”安阳中原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傅海峰介绍。

安阳市纺织产业历史悠久，有中
小微纺织服装生产企业6000多家、纺
织服装商贸企业2000家，其中以婴童
装居多。但多年来发展不规范、产品

档次低，成规模的企业屈指可数，领军
企业少之又少。

从去年开始，安阳市北关区整合
区域内资源，出台《关于支持纺织服装
产业发展的意见》，鼓励纺织服装行业

“个转企”“小进规”，在产业链延伸、自
主创新、品牌培育、整合重组、人才支
撑等方面重点扶持。

据了解，该区已投资1000余万元
用于企业发展，新上智能吊挂、自动裁

床、自动后整、立体烫熨等新设备、新
技术30余套（项），使单一的婴童服装
产业逐步走向小童、中童、大童服装产
业。

他们还着力培育本地童装龙头企
业。柏庄镇小叮当婴幼服饰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安顺告诉记者，他的企业是
从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小作坊发展起来
的，刚开始只有几台缝纫机，十几个工
人。“我一直想换机器、扩规模，但是没
有资金，区里帮我解决了1300万元的
发展资金。”张安顺说，如今他的企业
规模比当初扩大了 100多倍，产品销
往全国各地，不仅销量大增，品牌知名
度也越来越高。

扶持童装产业仅是安阳发展纺织
服装产业规划中的第一步。今年开
始，该市又规划建设了 28.24 平方公
里的千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内有
印染、纺织、服装加工、专业市场 4个
园区以及文化政务区、物流、生产性服
务业等6个配套辅助区。

“我们力争实现‘五年成形，十年
成城’目标，打造‘中国童装名城’。”
北关区委书记程利军对未来信心满
满。③6

本报讯（记者 孙静）以人才
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货运流，
是自贸试验区打造开放高地的重
要途径。6月 20日，记者从河南
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获悉，该片
区首次引入出入境服务，外国人
来河南自贸试验区投资兴业、居
住生活更加方便。

6月 19 日，嫁入中国并随家
人到洛阳工作的俄罗斯姑娘埃琳
娜，来到洛阳片区综合服务中心，
在这里的出入境服务窗口递交了
材料，仅用半个多小时就办好了
居留许可证。

据介绍，洛阳片区于上月底
试点运行出入境服务窗口，截至
目前已办理 60 余件护照和签注
业务。窗口除为本地居民提供护
照及签注服务外，还专门围绕外
国人及台湾居民开通了服务，如
外国人各类签证业务的受理；外

国人各类居留、停留证件业务的
受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的
受理；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五年期和一次性)换发、补发的受
理等。

另据了解，根据省公安厅下
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公安部支持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有关出入境政策措施的实施细则
（试行）》，洛阳片区还将面向外国
高层次人才、外籍工作者、外籍华
人、有意在华创业的外国留学生
和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及高
级管理人才等 7类符合政策要求
的外国人，提供更加便捷的永久
居留、长期居留服务。

“自贸试验区创业活力旺盛，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引进来’‘走
出去’，出入境窗口的运行，将有
效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片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③8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 月 20 日，
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给党唱支生
日歌”大型系列文化活动之党的生日主
题诗会在郑州举行。

当天晚上，主题诗会分三个篇章进行
演绎：第一篇章《传承·七月是首歌》，通过
《红船，从南湖起航》《红旗渠》《37秒》等节
目，展现了共产党人从最初的红色理想到
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愚公移山精神
等丰富精神内涵的传承发展；第二篇章
《深沉·河南这片土》，通过《土地情诗》《念
奴娇·追思焦裕禄》《祖国，我为您拉纤》等
作品，展现了河南这片土地在农业、精准
脱贫、交通等方面的卓越建设成就；第三
篇章《美好·心中那个梦》，通过《郑州，梦
想起飞的花园》《飞书引凤》《跟着新时代
奔跑》等节目，体现改革开放40年来河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据悉，这是自“给党唱支生日歌”活
动正式启动以来的首场落地活动，以丰
富多彩的形式全面回顾了党的光辉历
程，深深感动了现场观众，现场掌声不
断。③8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6 月 20 日，
省水利厅公布了 2017年度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全省18个省
辖市、10个省直管县（市）考核等级全部
为良好以上。我省圆满完成5项水资源
管理主要指标任务。

省水利厅公布的考核结果显示，许
昌、南阳、驻马店、济源、焦作、信阳、平顶
山、郑州、周口、洛阳等10个省辖市和永
城、汝州、长垣、巩义等 4 个省直管县
（市）为优秀等级；安阳、三门峡、漯河、开
封、商丘、鹤壁、濮阳、新乡等8个省辖市
和兰考、滑县、鹿邑、邓州、固始、新蔡等
6个省直管县（市）为良好等级。

去年，全省各地持续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并把全面推行河长制、实
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坚
决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要部署纳
入考核内容，在指标控制、制度建设、措
施落实、监督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
效。全省全年用水总量 233.767亿立方
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41.5立方
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7.5 立方
米 ，农 田 灌 溉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达 到
0.608，重 要 水 功 能 区 水 质 达 标 率 为
70.0%。国家明确河南省的 5项水资源
管理主要指标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深入推
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水资源支撑与保
障。但省水利厅的通报指出，部分地区
还存在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刚性约
束不力、水资源管理基础能力建设不足
等问题，需要各地高度重视，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新理念，进一步强化水资源节约
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监管水平。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讯
员 廖涛 马明献）6 月 19 日，在宽敞明
亮的车间里，南召县城郊乡贾沟村贫困
户谭亚清坐在卷条机器旁，一丝不苟地
把蓬松的艾绒加工成艾条。

谭亚清原来在外地务工，听说村里
建起了扶贫就业车间，她毫不犹豫地结
束了多年的打工生涯，现在每月收入
2500元，还成了加工车间主任。

去年以来，南召县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吸引外地 31个企业入驻，投资建设
服装加工、艾草加工等项目，带动600余
名贫困群众就近务工致富，实现重点贫
困村扶贫车间全覆盖。

按照项目资金使用精准的要求，南
召县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
划走、规划跟着脱贫目标走、目标跟着脱
贫对象走”的原则，对列入“十三五”脱
贫攻坚规划中的农村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公共社会服务等入库项目，重点扶持
贫困村、贫困户，分批实施，做到项目成
熟一个，资金到位一个，建成见效一个，
真正实现了“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
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

据统计，2017 年以来，南召县整
合财政涉农资金 6.86亿元，让贫困群众
享受到多项政策红利：建设 79 个村级
光伏电站，5874 户贫困户每年稳定获
得 3000 元收益；按照 500 亩林地配备
一 名 生 态 护 林 员 的 岗 位 要 求 ，全 县
1632 名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每年能领到
3000元工资。③4

安阳加速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产城融合打造“童装名城”

洛阳片区引入出入境服务
外籍人员往来更便利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

我省各地成绩亮丽

党的生日主题诗会
在郑举行

南召重点贫困村
实现扶贫车间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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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 8∶08，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运宝黄河大桥主桥胜利合龙。运宝黄河大桥地处山西运城与灵宝两地黄河交界
处，是沟通晋西南和豫西北的重要公路桥梁。大桥全长1690米，采用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大桥主
跨200米，是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波形钢腹板矮塔斜拉桥。该大桥将于今年10月全线通车。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我省电子口岸企业入网审查流程优化改革试点运行

进出口企业入网仅需10分钟

河南自贸试验区创新风采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宋超
喜）6月 20日，在新蔡县龙口镇李楼村，
新改建的徽派风格的村室十分抢眼。村
室旁近 5米长的文化墙上，一幅新蔡古
八景之一的“龙口新晴”图栩栩如生。

陪同采访的该镇干部李振南告诉
记者，为加强基层党建基础保障，去年
新蔡县先后投入 4000多万元，为全县
140多个村改建了村室。“硬件改善了，
村干部队伍也‘整壮’了。”李振南说，以
龙口镇为例，全镇 20个村的党支部书
记，“80后”占了7个，其中2名还是“90
后”，“一开始大家也怀疑他们能不能干
好农村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
不仅干得好，而且思路活、方法多，正成

为新时代基层干部的中坚力量。”
新蔡是我省 26个（大别山区）集中

连片特困县之一，脱贫任务重。为充分
发挥基层党建在脱贫攻坚中的“引擎”
作用，去年以来，该县评选出 10个“红
旗村”党支部，树立了标杆和导向；同时
调整了 48名不适应、不胜任的村党支
部书记，及时把符合“三有三带”标准的
76名后备人才选进村“两委”班子进行
重点培养，激发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争先
创优和干事创业的活力。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书记！”在
李桥镇狮子口村，聊起两年来村里发生
的变化，70多岁的老党员时保喜竖起
大拇指。他所称赞的“好书记”原玉荣，
是新蔡县在脱贫攻坚中涌现出来的一
批优秀驻村干部的代表。

在正确导向的激励下，脱贫攻坚正
成为新蔡县培养锻炼、提拔选用干部的

有效平台。该县不仅提拔了 8名政治
强、作风硬、敢担当的年轻干部担任乡
镇党政“一把手”，还把最优秀、善于指
挥作战的干部调配到脱贫攻坚最前沿，
先后选派驻村第一书记350名、驻村干
部近 1200名，组建驻村帮扶工作队近
350个，实现了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全覆
盖。

“脱贫攻坚是作风淬炼的大熔炉。”
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说，一切工作都要
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为
此，该县创新建立“挂牌督战，限期销
号”的督查机制，建立每周工作任务台
账，限期销号，对进度迟缓、正常推进和
推进较快的，分别悬挂黑牌、绿牌和红
牌；对工作落后连续挂黑牌的，由纪检
监察部门进行约谈、给予党政纪处分、
免职等处罚，全县干部形成了你追我
赶、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③6

新蔡：脱贫“熔炉”淬作风

千亿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

面积 28.24平方公里

十大功能区

印染
纺织
服装加工
专业市场

4个专业园区

文化政务区
教育科研区
休闲居住区
田园生态廊道

2个配套园区4个城市生活性功能区

物流
生产性服务业 10年内产值

达到 1000亿元

5年内产值

突破500亿元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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