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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河南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要与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相
结合，二者统筹推进。”4月 8日，在国际化营商环境郑州论
坛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营商环境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吸引要素、资本
进入的关键因素，营商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发展
程度。”陈耀说，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动营商环境建设，
河南作为内陆大省，提升营商环境水平首先要强调“国际
化”这一理念，只有向国际通用标准看齐，才能打造真正与
国际市场相匹配的、与开放水平互相支撑的营商环境。

陈耀认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理念体现在河南，就要
求河南在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中，充分结合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将二者统一起来，协调推进。“河南应着重凸显四条‘丝
绸之路’的枢纽优势，积极拓展四条‘丝绸之路’的联通，加
快贸易规模扩张，进一步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同时围绕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内陆门户枢纽地位和服务全
国的能力，不断丰富城市建设中的国际化元素，如在外国领
事馆建设上力争实现零突破等。”

“国际化营商环境与开放互相支撑，好的营商环境会带
来更多国际投资，而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形成必然需要匹配
国际营商理念。河南在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
方面既应对标国际先进，也应结合自身特色，走出内陆省份
提升营商环境的一条特色路子。”陈耀说。③4

□本报记者 孙静

4月 8日，作为第十三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活动
之一，国际化营商环境郑州论坛如
期举行，来自境内外的政研商人士
300余人共聚一堂，以营商环境为
主题，深入交流研讨，为推动河南营
商环境建设、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建
言献策。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出
席活动并致辞，他说，当前河南正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
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按照打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的要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下
硬功夫打造好发展的软环境，最大
限度利企便民，让各类市场主体更
加活跃。政府要坚决把不该管的事
项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
的直接配置，审批事项应减尽减，确
需审批的要简化流程和环节，让企
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
批。河南对标先进省市，加快推进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大幅
缩 短 全 流 程 审 批 时 间 ，提 出 了

“100+不多不长”的目标，即投资项

□本报记者 孙静

“在香港注册公司，最低资本只需要 1元港币，网上注
册只需1天就能拿到执照。”4月 8日，在国际化营商环境郑
州论坛现场，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华中投资推广总监
张海梅的介绍引发现场嘉宾热议。

根据张海梅的介绍，极其简单的公司注册手续是香港
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之一，在香港注册公司对资本、注
册人的国籍等均没有特殊要求，实收股本最低限额为 1元
港币，申请人只需要在“注册易”网站上进行线上登记，一个
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注册证书。正是因为便利的注册流程、
低税率和丰富的金融资源，香港已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
自由的经济体，并吸引8000多家海外企业在港设立公司。

“香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成功案例为
河南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出席论坛的河南自贸试验区
有关负责人说。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环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琦说，香
港的营商环境实践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也为内地对标先
进提供了方向。

“虽然河南还不能实现1块钱注册公司、1天领取执照，
但相比过去，河南的营商环境已有极大改善。”参加
论坛的某互联网公司总裁王先生说，两年前在郑州
注册一家企业需要约一个月时间，而如今只需要4.5
个工作日。③9

河南推动营商环境建设
应凸显自身特色
——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

国际化营商环境郑州论坛举行

优化营商环境 助推中原出彩

投洽会已成推动区域开放发展的典范

□本报记者 孙静

“河南的营商环境建设整体推进较快，正从第一阶段的
‘便利化’向第二阶段的‘法治化’迈进。”4月8日，出席国际
化营商环境郑州论坛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黄金川接受记
者专访时说。

“按照我国政府对营商环境改革创新规划的路线图，营商
环境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一个关键词。”黄金川
介绍，第一个阶段的关键词就是“便利化”，通过政务服务体制
改革、精简审批流程和信息化平台的应用，这一阶段比较容易
达到；第二个阶段是营商环境的2.0版本，关键词是“法治化”，
需要从国家和地方法律层面进行改革部署；第三个阶段的关
键词是“高质量”，打造一套突破传统限制的高质量营商环境
新体系，极大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

“通过我们对河南18个省辖市营商环境的整体调研和
评价，从发展阶段来看，河南大部分地区的营商环境建设处
于‘便利化’改革阶段，部分地区开始向‘法治化’阶段迈
进。”黄金川说，河南多地政府已通过“一网通办”“一个窗
口”等改革措施，推动地方政务审批和服务流程更加简单，
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尤其是市场监管部门在这一阶段
围绕企业注册便利化进行的“多证合一”改革走在了全国前
列。“河南部分省辖市的营商环境正迈入‘法治化’建设阶段，
如以郑州为代表的不少地方，正探索从法律法规层面出台更
适合国际贸易发展的相关规定，相信通过持续努力，河南离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目标会越来越近。”他说。③8

一块钱设立公司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4月 8日，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近年来，我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了境内外众多企业前来投资。图为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
项目对接会现场。⑨3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河南营商环境正由“便利化”
向“法治化”迈进
——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黄金川

【专访】目审批周期要压缩到 100个工作日
以内，审批事项不能比最少的省份
多，审批时限不能比最短的省份
长。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诚信经
济，打造诚信社会，各级政府必须带
头讲诚信守契约，带头打造诚信政
府，“新官必须理旧账”，做出的承诺
必须兑现。

优化营商环境
是中原出彩的必由之路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近十五年
来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良好的营商
环境会使投资率增长 0.3%，GDP增
长率上升0.36%，带动区域竞争优势
显著提升。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雄
在发言中说，河南当前正处在转方
式、优结构、换动力攻坚期，只有深
刻把握国际市场发展规律，把营商
环境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对
标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做法，营造
一流营商环境，才能吸引高端企业
和要素集聚河南，才能更多承接发
达地区资本外溢和产业转移，才能
最大限度激发创业热情和创新动
力，不断增强区域竞争优势。

“河南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综
合交通枢纽优势和厚重的文化优
势，但在新时代，必须通过营商环境
的优化，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激活这
些资源禀赋，推动河南实现更高水
平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黄
金川认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
仅需要持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
境”，更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在“软环境”上实现新的突破，以
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放管服”改革
推动我省营商环境明显改善

“近年来，河南聚焦企业在设立、
建设、运营、发展等全生命周期涉及
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以深化‘放管
服’改革为抓手，精准发力，推动全省
营商环境明显改善。”何雄说。

论坛发布数据显示，河南“最多
跑一次”改革成效显著，目前有超过
1000个省级权力事项、10000个市
级权力事项实现在线办理及全过程
监察，近 2000个发布类便民服务事
项实现在线查阅，网上办税、学位认
证等 42 个重点应用类便民服务事
项实现在线办理。

“河南的老百姓相当于拥有了
一个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政务淘
宝’。”参加论坛的某外贸公司总经
理刘先生形象比喻说。

便民之外，河南还把为企业减
负作为重要改革目标，大刀阔斧砍
掉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
证明。数据显示，河南省、市、县三
级取消和保留的证明清单全部公
布，分别精简80.5%、91.6%、88.7%，
供水、供气报装时限分别压缩至 30
个、20个工作日，用电报装时间压缩
1/3以上。

“作为一个内陆大省，河南通过
营商环境的改善，已逐步成为吸引
境内外投资者的热土。”中国社会科
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
说。

对标国际，河南在政策环境、市
场环境、监管服务等方面仍有较大
改进空间，“政府必须把工作重点和
更多行政资源从以审批发证为主转
向创新宏观调控、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才能最大程
度提高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最大限
度激活微观主体发展动力，推动我
省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
何雄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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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已连续举办十三届，作为扩大
开放的窗口，投洽会在推动河南
深度融入世界方面发挥了哪些作
用？在 4 月 8 日上午举行的第十
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开幕式上，来自国内外的多位
嘉宾，或用事实说话，或用数据证
明，为投洽会在推动区域开放发
展 方 面 所 发 挥 的 巨 大 作 用 诚 挚

“点赞”。
“投洽会是全国对外友协服

务地方开放发展的成功范例。”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全国
对外友协”）副会长户思社说，作
为投洽会的主办方之一，全国对
外友协致力于联络各方资源服务

地方发展，历届投洽会的成功举
办，搭建起外部资源与中原大省互
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桥梁，推动河
南快速融入国内国际市场，让河南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河南让我
们看到借助投洽会这一盛会推动
地方发展的无限可能，我们也希望
能通过这样的模式，推动更多区域
与海内外开展全方位合作。”

投洽会的连续成功举办，也吸
引众多海外客商来到河南、认识河
南、与河南结缘，本届投洽会主宾
国代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委员会
秘书长卡尼·尚素攀就用一个数据
作了充分说明，“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目前，已经有超

过 10 万名泰国客商及政府代表前
来河南参加过投洽会及河南省举
办的其他相关经贸合作活动，许多
泰国公司在河南建立了业务。”卡
尼·尚素攀说，目前泰国东部经济
走廊正在大力推动工业 4.0 升级，
这次投洽会泰方有不少工业企业
组团前来，希望能与河南在工业发
展、航空经济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
作。

借助投洽会，中原大地也在不
断刷新着国内外嘉宾对河南的认

识。韩国前国务总理李寿成在发言
中多次提到，“我来过郑州多次，这
些年，我亲身感受到了河南日新月
异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上，河南
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吉尔吉斯共和
国政府第一副总理博隆诺夫·库巴
特别克·埃厄尔奇耶维奇说，通过投
洽会，我们了解到中原腹地河南的
电子商务快速崛起，对于吉尔吉斯
斯坦而言，这样的发展路径非常值
得借鉴，“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为无
数中小企业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
吉尔吉斯斯坦也拥有优越的区位交
通优势，希望能与河南强强联合，围
绕跨境电商开展多层次合作。”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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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国际化营商环境郑州
论坛吸引了来自境内外的
政研商人士3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