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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河南自贸两周年

两年间，自贸区让开封一跃站在了改
革开放的潮头，让古都焕发了新的活力和
光彩。收获了一个又一个成绩和荣誉，为
开封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开封片区“二十二证合一”、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三双三联”综合监管等创新
举措领跑全省乃至全国。在此基础上，推
出了营商环境建设“416”工程、“六个一”
政务服务新模式及“自贸通升级版”、“极
速开办”、“一码集成服务”等一系列创新
举措。

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企业的大规
模入驻。

从2017年 4月 1日正式挂牌至今，新
设立企业4321家，约占全市同期的16%；
入驻企业中注册资本亿元以上、10亿元
以下的企业有 114家，超 10亿元的企业
有12家；累计注册资本776.43亿元，约占
全市同期的57%。

自挂牌以来，开封片区“四大板块”产
业集聚效应明显，金融类、贸易物流类、文

化旅游科创类、医疗健康类企业发展态势
良好。

截至 2018年年底，开封片区已吸引
入驻金融类企业 53 家、总注册资本 318
亿元。入驻贸易物流类企业近 1090家，
占新增企业的 27.6%。入驻的文化旅游
科创类企业在 1100家以上，占片区企业
总量的 27.8%。截至目前，开封片区入驻
医疗健康类企业 99家。众多优秀企业的

集聚，为开封片区的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1.在全国率先推出“22 证合一”改
革。成为第三批自贸区首个在全国复制
推广的标杆型案例，目前开封片区已实行

“32证合一”。
2.率先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

革。实行承诺制“先建后验”，涉及建设项
目的17项审批压缩为2项，申请材料减少
80%以上。

3.建成投用以“双随机”为核心的综
合监管平台。录入抽查事项清单323条，
市场主体 4000 多个，执法人员信息 447
条。

4.项目建设领域，正常企业每年要接
受的检查次数较过去减少80%。

5.推行“六个一”审批服务新模式。
37个部门入驻政务服务中心，实行“一门
集中、一口受理、一网通办、一窗发证、一
链监管、最多跑一次”，目前已向全市复制
推广。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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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两体系一枢纽”战略定位，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深入推进政务、监管、金
融、法律、多式联运五大服务体系建设，郑
州片区大力提升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市场活力得到激发，改革开放试验
田效应逐步显现。

1.入驻企业：片区新注册企业 44190
家，注册资本5191亿元，比自贸试验区成
立前翻了一番多。平均每天新入区企业
90家，占同期全市新注册企业的近 1/5。
其中外资企业465家，新注册外资企业占
全市的1/3以上。

2.便企便民：612个行政审批服务事
项实现“一网通办”，97个事项实施“证照
分离”改革，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3个工
作日。

3.金融业取得突破：郑商所 PTA 期
货成为全国首个引进境外交易者品种；省
内首单公海交付跨境跨区飞机转租赁业
务；新引进持牌类金融机构39家，累计入
驻金融机构376家。

4.营商环境：国家贸促会河南自贸试
验区服务中心设立；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获批。

5.改革创新和复制推广：3-5年要推
进的256项改革创新任务完成率达90%；
前期复制推广任务已全部落实。

6.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全国首家
上线企业登记身份管理实名验证系统，彻
底杜绝“被股东”“被老板”现象；“政银合作
直通车”“住所申报承诺制”全省推广；企业
服务“一码通”、文物勘探前置改革、“服务八
同步”、“拿地即开工”、“信用+大数据”监管
模式大幅压缩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周期。

7.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形成跨
境电商“网购保税+实体新零售”；形成多
模式综合监管；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

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原产地证
书“信用签证”等 12 个海关监管创新案
例；推出国际多式联运一单制；开发建设

“一带一路”物流综合服务平台。
8.“四路并举”多式联运建设：争取到

国家赋予郑州机场第五航权；探索制定六
项多式联运标准；郑州机场新引进货运航
空公司6家、新开货运航线8条、新引进客
运航空公司 5家、新开客运航线 39条，保
持中部地区“双第一”；中欧班列（郑州）全
年开行 752班，同比增长 50%；跨境电商
年进出口包裹7758万单，货值99亿元。

9.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据毕马威评
估郑州片区在企业设立登记、跨境贸易、
缴纳税款等方面向亚洲领先水平看齐，整
体排名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招商引资：片区新签约重大项目
49个，签约总金额 1376.5亿元；汇聚“4+
8”主导产业先进制造业294家、类现代服
务业 10870家。中国中铁智能化高端装
备产业园、宝能郑州中心、独角兽企业
APUS全球第二总部等一批重大项目落
地，林德物流等 12家企业正式签订入区
协议。⑦6

郑州片区

□赵振杰

2017年4月1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正式挂牌，中原大地改革开放的步

伐按下了“快进键”，内陆大省河南跻身对

外开放前沿。

两年来，统筹构建五大专项服务体系、

加快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打造“四条丝

路”、加快重点产业布局、积极复制推广集

成经验——河南自贸试验区这片改革开放

的试验田，在2019年的这个春天里，开出朵

朵繁花。

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

郑汴洛三个片区，在改革与创新的跑

道上亦在相互追逐。

郑州片区围绕“放管服”改革、投资贸

易便利化、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多式联运物

流体系构建、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探索形

成企业住所申报承诺制、文物勘探前置改

革、跨境电商正面监管模式等101项创新成

果。创新跨境电商监管服务，实施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正面监管模式、“网购保税+实

体新零售”等创新举措；创新多式联运监管

服务，推出国际多式联运一单制；开发建设

“一带一路”物流综合服务平台，实现门对

门“一票式”多式联运服务、一站式外贸综

合服务等。

开封片区在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重点

突破，创新“六个一”政务服务新模式。37

个部门入驻综合服务中心，通过优化完善

服务流程，形成“一门集中、一口受理、一网

通办、一窗发证、一链监管、最多跑一次”的

“六个一”政务服务新模式，并通过网上办

事大厅、手机微信和智能自助终端使企业

享受多种形式服务，政府管理成本和企业

群众办事成本实现“双赢”。

洛阳片区在产业开放合作、鼓励创新

驱动发展等方面纵深推进。借助洛阳市与

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结为友好城市的契

机，探索创造了“一轴双园区”模式（一轴即

中亚班列，双园区即海外园区洛阳—布哈

拉农业综合示范区和国内园区万邦农产品

国际进出口贸易中心），引导农业全产业链

“走出去、引进来”，形成了中亚农业合作双

向开放新模式，有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在自贸改革的带动下，全省系统性改

革探索亦在如火如荼推进：

在投资领域，对取得用地的市政基础

设施、社会事业、工业和现代物流等备案类

企业投资项目，我省实行投资项目承诺制

试点；

审批部门由 11 个变为一窗办理，145

项申请材料减少到27项，压缩80%以上；

从拿到土地证到开工建设由原来至少

半年缩短为10个工作日；

项目用地实行整体评勘，每百亩建设

用地平均为企业节省费用近百万元。

在此改革经验基础上，我省大力简化

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探索区域评价、容

缺办理、多规合一、多评合一和多图联审 5

项机制。全省投资项目审批事项由原来的

113 项精简到 59 项，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全

程审批时间由原来 180个工作日以上压缩

到 6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项目可压缩到 30

个工作日。⑦6

更多自贸信息请关注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官方微信

交出一份高质量的
开放“答卷”

洛阳片区
改革、开放、创新“三力联动”，积极服

务“一带一路”。
1.新增企业 6000多家：“四上”企业

19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
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
重点服务业企业）；世界 500强 24家；国
内500强 18家；行业10强 26家。

2.主导产业成效显著：高端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共计 9767家，占入驻
企业的 91.47%；高端制造业 1663 家，占
入驻企业的 15.57%；现代服务业 8104
家，占入驻企业的 75.9%；外资企业 47
家，合同外资 27503.65万美元；实有进出
口企业 428家，实现进出口总值 30.58亿
元。

3.十大创新亮点:
◎全国率先实践“三个一放管服改

革”的“洛阳模式”，“一枚印章管审批”“一
支队伍管执法”“一个专网搞服务”，在全
省率先实现“网上可办”和“一网通办”

100%达标。
◎实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申请资

料精简83%以上、审批服务事项精简88%
以上。

◎设立企业登
记“单一窗口”，开办
企业最快 60分钟完
成，开办速度全国领
先。

◎全省率先实现企业注销“一窗受
理、一次办妥”，全省率先开通企业简易注
销“单一窗口”，将工商、税务、人社等部门
涉及注销的业务全部纳入。

◎交行全省首家离岸金融业务中心
成功落地，新入驻金融及类金融机构 44
家，全区挂牌上市企业达51家，后备重点
上市企业40家；在全省首创“信贷+信用”
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模式；交通银行设立其
首家离岸金融业务中心落户。

◎全省首个“多规合一”的区域性空
间综合规划。

◎全省率先探索取消办理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审批方式由企业办理许可
证改为政府部门间信息互认。

◎更多项目环评“立等可取”。
◎综合保税区 9月底将具备封关运

营能力。
◎省内首个农业合作示范区项目推

进顺利。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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