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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片区推进监管体制改革：

“一支队伍管执法”
让企业受扰最少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孙静

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监管行为在保证力度的前提下如何做
到“打扰最少”？近日，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综合监管局
正式挂牌，在这里，政府多部门、跨领域的监管都融合进了“一
支队伍”，多项监管执法做到一次完成，让企业受扰最少。

近日，记者跟随由洛阳片区综合监管局与洛阳市工商、食药
监等三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小组，来到了位于洛阳片区内的大
张超市进行检查，超市一次性完成了以往需要应对3次的检查。

“端午节快到了，以往这个时候，工商等多个部门都会各
自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他们安排的时间不一样，我们几乎隔几
天就要迎接一次检查，这次他们集中来检查，我们就有更多精
力开展促销活动了。”大张超市相关负责人说。

检查的次数虽然少了，但执法的能力却提升了，“以前各
单位是分开检查，发现了不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的问题也管
不了，联合执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随时可以沟通，执法
效率也提高了。”现场执法人员韩冰告诉记者。

“企业受到的打扰少了，负担也减少了，这正是片区推行
体制改革，实施‘市场综合监管+联合专业执法 ’新型监管方
式的目的所在。”在洛阳片区综合监管局负责人徐娟看来，以
往因部门分割、重复检查、多头执法对营商环境造成的痛点，
将通过改革得到有效解决。

“市场综合监管+联合专业执法”具体如何操作？徐娟解
释说，洛阳片区综合监管局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的
执法力量，在片区内统一开展综合监管；同时统筹协调国土、
规划、住建、发改、环保等部门，开展联合专业执法，使得片区
内的监管真正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

记者了解到，目前，综合监管局已与区域内工商、质监、食
药监分局等实现联合办公，并成立了市场综合监管办公室。
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及重点整治行业，该办公室作为执行机构
将统一指挥各部门的执法活动，通过“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
查，开展综合执法。

与此同时，综合监管实行联席会议制度，洛阳片区管委会、
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以及片区综合监
管局和各分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联席会议作为决策机构审
议联合执法方案，安排部署联合执法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实行综合监管局与区域内工商、质监、食药监
分局联合办公，综合监管局统筹各部门开展综合执法活动，采
用“1+N”的执法模式（综合监管局+工商、质监、食药监等），
实现市场监管职能由分散式变为统一的集中监管。

在专业执法方面，综合监管局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按
照市场监管、经济事务监管、社会事务监管、城市综合执法 4
个领域进行分类监管。建立协调指挥机制，按照“谁主管、谁
监管”的原则，统筹协调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化旅游、农林
水利、社会事务等领域主管部门，形成综合监管合力。

据徐娟介绍，下一步，洛阳片区综合监管局将深化综合监
管改革，在现有基础上整合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文化旅游、农林水利、社会事务等领域监管职能和执法力量。

“我们还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
进‘互联网+监管’，探索智能监管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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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分类化监
管，在自贸区洛阳片区实现综合执法‘四个统一’，即统一执法
标准、统一执法程序、统一执法文书、统一投诉热线，进一步提
高执法效能。”徐娟说。

□本报记者 孙静

当后勤保障插上大数据的翅膀，
会为医疗、院校等领域的传统后勤管
理带来怎样的变革？作为现代服务
业的创新者，位于河南自贸试验区郑
州片区的诺达集团，为后勤管理的智
慧化发展提供了方向。

6月 19日一大早，在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刚刚抵达工作岗位的王
医生来到诺达集团设立在医院的智
能化衣柜前，输入自己的密码后，一
套清洁、整齐，且专属于自己的“白大
褂”就运送出来，“每件衣服里都植入
有芯片，里面记录的有使用人的信
息，所以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绣上自己
的名字了，衣服脏了需要换的时候，
就放在这个衣柜的脏物箱里，衣柜系
统会自动回收清洁，非常智能方便。”
王医生告诉记者。

“别小看衣服里这个小小的芯
片，它让我们的分拣工作摆脱了以
往的人工操作，实现了全程电子化
操作，准确度、卫生度和效率都更
高。同时，通过芯片我们还能追踪
到衣服所在的位置，所处的环节，比
如是在使用中还是在洗涤中，这样
我们就能合理调配力量，实现智能
化管理。”诺达集团董事长范虎城向
记者介绍说。

在与范虎城的交流中，记者了解
到，围绕医疗、教育行业做全方位一
体化后勤托管服务，业务涵盖医用纺
织品、物业管理、安全护卫、护理服

务、设备运维、信息一体化等六大核
心板块，拥有3000多名职工，年营业
额达三个亿的诺达集团，在后勤托管
服务领域的智能化创新方面，远不止
记者在阜外所见。

近日，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等九部委联合发文，通
报表扬 2013-2017 年度全国创建

“平安医院”活动表现突出的地区、集
体和个人，全国共有 106家医院受到
表彰，其中河南占得3席，河南省人民
医院等名列其中，而这三家医院的安
全保卫工作，正是由诺达集团下属安
保公司提供。

“我们将信息化技术同样应用在
了安保工作中，比如信息打更，建立
智能化的停车场，通过这些高科技的
手段，让医院的安保更灵活、人性，给
医生和患者一个更加安全有序的工
作、就医环境。”范虎城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纺织
品洗涤还是安保管理，诺达的服务都
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通过大数据综
合平台，建立起一套科学化、规范化、
流程化、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和运营模
式，而这种智能化、综合化的后勤保
障模式，无论是在河南自贸试验区还
是整个河南市场，都属于走在行业前
列的创新。

“智能化管理让后勤保障服务更
加人性、高效和绿色，而这均是现代
服务业的需求，更是未来发展的方
向。”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郑州自贸片区的产业
发展规划和空间布局规划中，专业服
务业与贸易新经济、物流新经济、金
融新经济等一起，成为片区重点发展
的七大产业集群。“专业服务业相对
于一般服务业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
创新，通过高科技、信息化的手段，让
某一个领域的服务功能更加智能、高
级，符合国际发展的标准和要求。”该
负责人说。

在范虎城看来，符合国际发展方
向的专业服务业，是需要不断打破现
有的服务模式，不断做出变革的，诺
达集团的尝试和应用，无疑为托管行
业的智慧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我们将公司迁移落地到河南自
贸试验区，正是看中了自贸试验区作
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制度创新新高地
的功能，希望通过企业的创新，在为
社会提供更高品质服务的同时，也能
为省内乃至国内的医疗后勤托管服
务业发展，贡献一份来自河南自贸试
验区，来自郑州的样本力量。”范虎
城说。

智慧化后勤让社会服务更专业
符合国际发展方向的专业服务业，是需
要不断打破现有的服务模式，不断做出
变革的，诺达集团的尝试和应用，无疑
为托管行业的智慧化发展提供了一种
新路径。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围绕评估结果深化改革

评估找痛点，看自贸区咋作答？
今年3月底，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发布了

全省首份营商环境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列出的企业

发展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如今解决得怎样？近

日，记者前往开封片区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孙静

解决企业发展难点获点赞

6月 19日上午，在开封片区综合服务
中心，记者遇到了正在办理酒店开业行政
审批手续的李先生，他在综合服务窗口一
次性提交涉及 5个部门 8个事项所需的全
部材料后，工作人员告诉他，最快4个工作
日就能办结所有审批手续了。

“太快了！我现在就得赶快为酒店
开业选个好日子了！”李先生十分兴奋，
他向记者描述起以前在外地开酒店时的
情形，“准备一大堆材料不说，还要几个
部门挨个跑，一个证一个证地等，虽然拿
到了营业执照，但真正开业往往得跑一
俩月。”

“同样的事项如今在自贸区效率提
高了 80%，这就是我们所做改革带来的
红利。”现场为李先生解答办事流程的
任丽娟感触深刻，作为开封片区行政审
批局的业务主管，在片区发布评估报告
后的整整两个月间，她和许多同事都在
研究和推行“开业 e 证通”，正是这项进
一步精简政务审批服务事项的创新举
措，让李先生的酒店开业审批手续减少
了 12 份申报材料、18 个工作日，很大程
度上破解了制约企业发展的“准入容易
准营难”问题。

围绕问题出十大改革方案

采访中记者发现，让办事企业获得感
十足的“开业 e证通”，只是开封片区推出
的十大专项改革措施中的一个创新举

措 。“ 评 估 是‘ 镜
子’，发现问题、作
出 改 进 才 是 关
键。”开封片区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
肖文兴告诉记者，
围绕前次评估所提
出的问题，片区在
充分听取企业和相
关部门的意见后，制定
了专项改革方案。

来到片区管委会办公
室，记者见到了工作人员几乎人
手一份的“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封片区营商环境十大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方案规定了十大专项分批次实施的
具体时间、牵头单位和考核要求，首批改
革事项已经从5月份开始落实了。”管委会
工作人员张珈玮告诉记者。

记者梳理发现，这十大专项改革，内
容涉及简化企业开办流程、加快投资项目
建设进度、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化、全面
提高纳税便利度、提升经济贸易便利化、
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水
平、建设宜居宜业环境、建设标准规范的
政务服务体系、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等，与评估结果所提出的系列“痛点难点”
可谓精准对应。

“精准之外，我们在各领域推行的力
度也很大。”肖文兴举例说，以投资建设项
目审批服务改革为例，方案要求，到今年
底，投资项目建设全流程时间要缩短到
100天；到明年底，要缩短为50天；到2020

年底，按世行标
准 ，“ 投 资 项 目
建设”指标排名
要进入全球前
30名。

又 如 对 企
业 登 记 便 利 化
的要求，片区要

求大力推行“互联
网+商事登记”服务

模式，深化全程电子化
商事登记平台建设，将“网

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审核、
网上发照、网上归档”一条龙服务覆盖所
有企业类型、各业务环节，实现各种类型
企业申请、受理、核准、发照、公示等各环
节均可通过网上传输电子数据，进行全程
无纸化登记。同时要求加大对全程电子
化商事登记的宣传和应用指导，进一步推
广电子营业执照及应用，推行符合国家标
准、具有金融功能的电子营业执照，拓展
电子营业执照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领
域的应用。

明年年底前营商环境
进入国内前列

“通过系列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企
业在开办、开业、运营等全生命周期中存
在的各种痛点、难点，让投资者愿意落地
自贸区并且干得舒心，这才是评估带来的
真正效益。”肖文兴说。

记者了解到，这十大专项方案将按照

紧迫性、难易程度、效益等原则进行分批，
先后在开封片区落地，一些紧迫性较高、
落实难度较低、预期落实成效较高的专
项，将安排在更靠前的批次。

据了解，《开封片区简化企业开办流
程专项行动》《开封片区全面提高纳税便
利度专项行动》等四项改革已从今年 5
月开始推行，截止时间为今年 12月；《开
封片区优化企业融资环境专项行动》《开
封片区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水平专项行
动》等 3个专项行动，从今年 9月开始，截
止时间为 2019年 6月；《开封片区推进不
动产登记信息化专项行动》《开封片区建
设宜居宜业环境专项行动》等 3 个专项
行动，从今年底开始推行，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按照改革目标，未来两年多的时间，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将通过分批次
落实十大专项行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实现“极简审批、极速效率、极优服务、
极严约束”的目标，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构建方便、快捷、有序的市场准入
机制。

“通过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提高行政审
批效率和服务质量，建设标准规范、高效便
捷的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
全面提升纳税便利度，创造纳税便利、税负
结构合理的税务环境；构建内陆型改革开
放新高地，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水平；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事中事
后监管，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
境。在2019年年底前，推动片区营商环境
进入国内前列。”肖文兴说。

自贸试验区创新进行时

范虎城
诺达集团董事长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综合服务中心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冠军荣耀，800万奖品等你分

2018年足球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以
足球世界杯为主题的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
票“冠军荣耀”已重磅上市！为回馈广大购彩
者对福利彩票刮刮乐的支持，中国福利彩票
发行管理中心针对“冠军荣耀”彩票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主题为“冠军荣耀，800万奖品等你
分”的营销活动。营销活动自 2018年 6月 8
日起至2018年 7月 15日结束，参与者有机会
瓜分800万奖品。

一款让彩民爱上世界杯，
让球迷爱上刮刮乐的彩票

彩民的福音。“冠军荣耀”是一款以足球
世界杯为主题的即开型福利彩票，面值 10
元，最高奖金 20.18 万元，返奖率达 65%，中
奖面更是高达 36.43%！彩票玩法紧扣足球
世界杯，十分有趣。

球迷的最爱。“冠军荣耀”票面上以绿
茵场作为背景，再配上足球、足球鞋、冠军
奖杯和历届世界杯冠军队名称等元素，很
容易成为球迷的最爱；而 20.18 万元的最高
奖 金 ，更 是 与 本 届 俄 罗 斯 世 界 杯 的 年 份

2018巧妙契合。

冠军荣耀刮刮乐，
邀你共赏世界杯

为了给“冠军荣耀”购彩者带来更大的购
彩乐趣，福利彩票刮刮乐结合2018年足球世
界杯赛事开展彩票营销活动。活动方案如下：

2018年6月8日10:00至2018年7月15
日22:00期间，使用“福彩刮刮乐”微信公众号
扫描“冠军荣耀”彩票上的营销二维码即可获
得竞猜机会，每扫描一张彩票可获得1个荣耀
值，多扫多得。荣耀值可用于参与“揭幕战竞
猜”“小组赛竞猜”“1/8决赛竞猜”“1/4决赛竞
猜”“半决赛竞猜”和“冠军竞猜”等六个类型的
比赛竞猜，猜中相关比赛的结果，即可瓜分相应
的竞猜奖励，竞猜奖励总计价值800万元。

其中“揭幕战”将不消耗荣耀值，更多详
细竞猜规则见“福彩刮刮乐”微信公众号。

当彩民遇上世界杯，当球迷遇上“冠军荣
耀”，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竞猜世界杯，
豪礼800万，等你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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