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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制度改革是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当头炮、先手棋。近年来，漯河市

把商事制度改革作为推进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抓手，着力营

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竞

争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不断释放改革红利。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深化商改 打造宜业漯河

三天全办好 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核心在改革，关键在创
新。近年来，漯河市在商事制度改革和“放管
服”改革方面，探索出了一系列新方式、新路径，
成为全省商事制度改革的典范。

2015年 4月，全省首张“三证合一”营业执
照在漯河市临颍县颁发。

2016年年底，漯河市成为全省个体工商户
简易登记改革两个试点市之一，并代表我省成
为全国试点，个体工商户登记由“审批制”改为

“承诺制”，并使用数字签名技术保证数据真实。
2017年年初，漯河市在全省试点推行个体

工商户简易注销改革，当年 3月 1日起，全面实
施企业简易注销改革，打通市场主体退出通道，
破解市场主体退出难问题。当年，全市通过简
易注销形式注销个体工商户3126户、企业 150
户，为市场主体节约公告费超百万元，释放了大
量名称资源。

2017 年 8月 1日，在“三证合一”“五证合
一”基础上，漯河市开始实施“三十二证合一”改
革，由原来的23个部门办理变成“一窗受理、一
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网归集”。

2017年 9月 1日，漯河市在全省率先试点
推行个体工商户“零见面”营业执照改革，到当
年 12月底，全程“零见面”邮寄发放营业执照
1096个。

2017年 10月 30日，在个体工商户实施线
上线下一体化登记的基础上，漯河市启动企业
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实现了所有市场主体网
上受理、网上办理营业执照的全覆盖，标志着
全市营业执照办理全面进入“无纸化”时代，其
经验做法先后被国务院网站和省政府等网站
刊发。

今年4月初，漯河市优化营商环境再发力，
按照市委、市政府加快“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
署，在全省首推注册登记“一次办妥”改革，全面
落实“一人通办、一城通办、一点代办、一站导
办、一口说清”等“十个一”服务举措。

今年 6月 16日，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获省
政府批复同意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成为全
省除三个自贸试验区外仅有的两个经济开发区
改革试点之一。截至目前，已为89家市场主体
办理了“证照分离”事项，有效解决了企业“办照
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问题。

今年 10月份，《漯河市集群注册登记管理
暂行办法》出台，没有住所的企业，可以通过托
管企业提供住所就能办理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登记……

漯河市率先进行的一系列商事制度改革探
索也得到了国家和省的充分肯定。今年 5月
24日，漯河市工商局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评为

“商事制度改革信息化建设表现突出单位”；6
月 27日，省工商局在漯河召开“双随机一公开”
现场会，把漯河经验推向全省；今年8月 28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派人来漯进行调研，总
结经验。

11月 20日，漯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五次会议上，经过市人大常委会对有关部门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
评，市工商局荣获优秀。

“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吸引力。我们
大胆创新，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商事制度
改革，目的是将漯河打造成为全省审批事项最
少、审批效率最高、服务环境最优的营商环境新
高地，让漯河成为全省最宜居宜业的城市之
一。”漯河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开办一家企业需要多长时间？国务院的规定是 8.5
天，我省的规定4.5天，而在漯河，只需要3天。

今年 8月 31日上午，漯河市民张先生打通了市行政
服务中心工商局窗口咨询电话，焦急地说：“我想赶紧办
理一张营业执照参加招标，没剩下几天了，可股东还都在
外地，现在连准备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怎么办啊？”

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仅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他便
收到了由漯河市行政服务中心“免费邮寄送达通道”寄来
的邮政速递，里面不仅有工商执照，竟然还有三枚企业公
章、税控盘，并且从头到尾没有花费自己一分钱。

张先生的惊喜得益于漯河市推行的“一网通办”前提
下企业注册登记“一次不用跑、一分钱不用掏、三天全办
好”的模块化运作机制。

按照“将漯河市打造成为企业开办时间最短、行政效
能最高、营商环境最优城市”的总体要求，漯河市政府聚
焦影响企业开办的堵点、痛点，制订出台了《漯河市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作方案》，以工作日
为计时单位，对工商登记、公章刻制、税票申领环节进行
优化，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3天以内。其中，工商登记
办理时间不超过1.5天，公章刻制时间不超过0.5天，税票

申领时间不超过1天。
同时，针对线下办理的群众，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企

业开办窗口”，将申领营业执照、刻制公章、申领税务发票
等事项统一集中到“企业开办窗口”。开办企业“只进一扇
门、只到一个窗口、只交一次材料”，实现一窗受理、并行办
理、限时办结、统一发证，线上线下一样方便快捷。

为使企业和群众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除了最大
限度压缩时限优化流程外，漯河市还由财政承担公章（法
定名称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和税控盘费
用。企业公章、税控盘、税务发票在规定时间内统一送至

“企业开办窗口”，申请人可选择自取或由“免费邮寄送达
通道”将工商执照、公章、税控盘免费寄递至企业申报的
住所。

“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次办妥”“一号对外”，大
幅压缩了企业注册办理时间和企业成本，极大激励了创
新创业。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 46386户，
同比增长 170.17%；截至 9月底，漯河市实有各类市场主
体 146158 户，注册资本 2124.8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5.57%和 21.94%，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速保持全省第一，
实现历史性突破。

商事制度改革实现市场主体“宽进”之后，如何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的“严管”，促进监管高效而公平，是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的一道现实课题。

之前，市场监管采取的是巡查制，划片管理，一个执
法人员负责管理几百户上千户，一个企业对应几十家执
法部门，不仅管理难到位，还容易滋生腐败。为破解想
查谁就查谁的随意执法问题，改变过去多头检查的局
面，2017年起，漯河市由工商部门牵头，实施“双随机一
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新模式，即对企业执法检查，随机
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抽取执法人员联合检查，向社会公
开检查结果。全市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事项，除处
理投诉举报、大数据监测、转办交办或上级部门有特殊
要求外，均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进行监管，一定期
限内不再复查，确保“计划之内必须查，计划之外不准
查”以及“抽查事项清单无遗漏，清单之外无抽查，执法
检查无任性”。由于“查谁”和“谁查”均由计算机随机抽
取，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各项流程和结果公开透明，公平

公正，深受企业欢迎。
大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的事中事后监管模式，漯

河市在全省实现了“四个率先”：率先出台全市“双随机一
公开”工作方案；率先成功开发“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
台；率先建立“一单两库一细则”；率先开展跨部门联合抽
查。从 2017年 6月份开始到现在，全市跨部门双随机联
合执法已经开展 10次，涉及 11个行业，随机抽中市场主
体 539户检查发现问题 216个。今年 3月份开展的由 14
个部门参与的食品烟酒、餐饮、医药、美容美发业“双随机
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其参与部门、检查企业数量、涵
盖领域均为全省之最。

“新的跨部门的市场监管方式，破解了谁想查谁就
查，想查谁就查谁，想啥时候查就啥时候查，想怎么查就
怎么查等随意执法、任性执法问题，是深化‘放管服’改
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关键环节，对推进公平公正公开
执法、减轻企业负担、优化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漯河
市工商局负责人说。

“双随机一公开” 创树公平公正新秩序

新的监管模式下，发现问题怎么处理？漯河市工商局
的业务负责同志介绍，双随机抽查只是市场监管的手段之
一，以信息公示为基础、以联合惩戒为导向的信用监管才
是商事制度改革的核心要义。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漯河市按照“谁产生、谁提
供、谁负责”的原则，将各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抽
查结果、奖惩信息、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等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一网对外公示，从而形成企
业信用档案，向社会公示，形成企业的“全景多维画像”，公
众只要通过公示系统一键查询，企业诚信状态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漯河市还对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等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市场主体，在政府采购、工

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实施联
合惩戒，实现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社会信用体系的紧
密衔接，有效打破了政府部门“信息孤岛”，实现了“同级部
门横向联通、对口部门纵向贯通、线上线下互联互通”大数
据信息共享，有力推动了“互联网+监管”的发展进程。截
至目前，全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经归集各类企业信
用信息62万条，为信用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是建立健全企业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的核心。信用体系“一张网”建成使用以来，漯河市
先后有5507家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问题得到纠正
后，有2179家企业被移出经营异常名录，部门间的信息共
享、多部门的联合惩戒合力和震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以
信用为核心的社会共治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初步形成。

强化信用监管 构建社会共治大格局

深化改革创新
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2018年前三季度

漯河市新注册商标2705件
与去年同比增长 67.1%，创历史
最高水平
全市注册商标平均拥有市场主体
量居全省第3位

今年 8月 9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商标局正式批复同意在漯
河市设立“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

局漯河商标受理窗口”。9月20

日，“窗口”在漯河行政服务中心
正式启动运行，漯河企业在家门

口就能申请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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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行政服务大厅工商登记窗口

河南省产业集群商标品牌培育工作推进会在漯河召开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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