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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河南自贸试验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专项方案

多个领域完成“一次办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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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多证合一”、“证照分离”、“双随
机、一公开”——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上
述这些词多少还有些陌生，但对于各类
市场主体来说，上述每一项措施变为现
实，都是政务、市场环境的一大进步。

河南自贸试验区挂牌两周年来，郑
汴洛三个片区，推出多项改革和创新举
措。以“一次办妥”为目标，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主动
放权、简化审批，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完善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创新市场
监管方式，推进综合执法改革——在多
个领域完成了政务服务“一次办妥”的
任务。

线上线下、自主选择、一
次办妥

五大专项方案中，对政务服务的
要求非常明确：以满足企业、群众便利
化需求为导向，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

活关系最紧密的领域和事项做起，充
分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优化
流程、简化环节、部门联办、网上运行，
整合政务资源、融合线上线下，逐步实
现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线上线下、
自主选择、来回一趟、一次办妥”的目
标要求。

早在 2017年 10月，河南省企业登
记全程电子化系统就已上线运行，截至
2018年 6月底，已在全省 18个市全面
铺开。服务对象覆盖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所有市场主体类
型；业务范围涵盖了工商登记的所有业
务，如市场主体的名称核准、设立、变
更、备案、注销等常见业务类型，以及股
权出质等其他业务类型。企业登记全
程电子化系统已实现对河南全区域、市
场全主体、登记全流程的“三覆盖”，市
场主体只需通过手机动动手指，就能足
不出户办妥工商登记各类业务——部
分实现“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建设要
求。

同时，河南自贸试验区积极推进政

务服务精准化。充分利用银行、电信、
邮政、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企业的网点
优势，在网点开通政务服务业务代办受
理窗口，作为行政服务窗口的延伸，方
便企业和群众“就近办”。

早在 2017年 12月底，为方便企业
“就近办”“一体办”“快速办”，河南自贸试
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郑州市工商局、中
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三方合作，就在
全国自贸试验区中率先推出“政银合作”
代办工商登记“直通车”业务。

“政银合作直通车”不仅将工商登
记注册窗口延伸到银行，通过全省工商
网上登记系统，让企业可在银行一次办
妥工商登记注册的全部手续，更为方便
的是，工商系统将企业注册信息直接推
送到银行后台，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后去
银行办理开户，不用重复提交材料，时
间也由原来的 7天缩短至 2到 3天，同
时还能享受到银行推出的“全流程”金
融综合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自贸试验区积
极推行“政银合作”代办工商登记“直通

车”，将工商登记注册服务窗口延伸到
银行，通过全省工商网上登记系统“政
银合作直通车”，一次办妥企业登记注
册的全部手续。

另外，从今年 2月 26日起，到洛阳
片区注册企业，一个服务窗口即可办理
工商登记、公章刻制、发票申领等多个
手续，即实现企业注册“四个一”：一个
窗口、一套表格、一个环节、一次办妥，
为开办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
务。目前，洛阳片区内开办企业最快可
60分钟内完成。

总的来看，五大专项体系建设方案
中，几乎每一项任务，都在各片区、或者
部分片区已按进度全部实现，或者部分
实现。

减证带简政，为“一次办
妥”提供保障

我省一次性向自贸试验区下放
455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承
接这些管理权限过程中，郑汴洛三片区

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再次用多项
改革和创新，为自贸试验区企业营造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

投资项目承诺制是代表之一。河
南自贸试验区的开山之作应该是恒大
集团在开封片区的中小学项目，开封片
区形成了完备的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
审批、监管和服务体系，在恒大中小学
等4个项目上进行试点，运行良好。同
时开创性实施区域整体评勘，每百亩建
设用地为投资项目平均免除了近百万
元的费用。总的来看，实施投资项目承
诺制，审批事项由 17项减少到 2项，申
请材料压缩 80%以上，有效提高了项
目落地开工时效。

长期以来，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
后，在某些特定行业与领域，还需要办
理相应的许可证才能从事经营活动，整
个流程下来耗时耗力。为使企业投资
经营更加便利、更加快捷、实现“经营零
等待”，郑州片区管委会按照国家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决策部署，结合片
区实际，在片区内试行“信用通”管理服

务，实行涉企证照告知承诺制，梳理了
与市场主体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21个
经营许可事项，并对这 21项行政许可
证先“承诺”后监管，实行企业承诺即可
开始经营准备，实现企业投资项目“准入
即准营”。从实践来看，早在2017年7月
26日，郑州片区管委会就与河南千里之
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信用通”管理
服务承诺书、“证照分离”告知承诺书，也
让企业经营实现了“零等待”。

这一措施也完成了五大方案中的
证照分离建设任务。此外，各自片区也
均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先证后照工
作。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解决企
业“准入不准营”问题。

至于建设方案中提到的“开展相对集
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行政务服务事项
目录管理”和“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
理”，河南自贸试验区基本已全部完成。

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建设方案中第
一条提到的就是深化“多证合一”改革，
而当初起源于“开封片区”的“二十二证
合一”成为河南自贸试验区首个在全国
复制推广的成功案例。

目前，河南自贸试验区基本实现相
关证照与营业执照“一窗受理、一表申
请、一网通办、一次办妥”的“四个一”服
务模式。工商部门要在企业登记当天
将登记、采集信息推送相关证照所属部
门，相关证照所属部门要在 1至 3个工
作日内完成信息的接收、认领工作，实
现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同时，企业名称登记推行“一次办妥”
服务模式，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全面开
放企业名称库，为企业提供名称筛查提
示服务，让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自主选
择拟申报名称的建设目标也基本实现。

令人刮目相看的还有企业集群注册
制度。这一措施洛阳片区已顺利运行并
为近400家市场主体办理注册，目前郑州
片区部分区块也已开始试行。此外，建立
便捷的网络创业通道，推进线上线下全流
程电子化登记，深化企业简易注销改革等
均已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顺利运行。

最后还要说一下市场监管机制，目
前自贸试验区内基本做到了“一支队伍
管执法”的综合执法改革，完善了协同
监管机制，强化信用监管和联合惩戒，
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并实
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月 15日，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
挂牌两周年成果发布暨营商环境评估
报告发布会在洛阳举行。成果发布对
洛阳片区顶层设计、规划布局、深化改
革、制度创新、金融服务和产业发展等
进行了总结；营商环境评估报告由普华
永道调研、发布。

全面梳理洛阳片区两周
年成绩

顶层设计：组织专家团队独立完成
《洛阳片区总体实施方案》编制，并报请
省政府批准通过。总体方案明确洛阳
片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机器人、新材
料等高端制造业以及研发设计、电子商
务、服务外包、国际文化旅游、文化创意
等现代服务业，提升装备制造业转型升
级和国际产能合作能力，打造国际智能
制造合作示范区，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建设。

规划布局：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
编制片区综合空间规划，完成了全省第
一个区域性空间规划。明确了五大战略
定位、三大发展目标和“23N”的现代产业
布局，提出了规划编制的“六个创新举
措”，形成了“1+8”的空间规划格局。

深化改革：走出了自贸区、自创区
和高新区“三区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形成了“一枚印章管审批、一支队伍
管执法、一个专网搞服务”的“三个一
放管服”改革新模式，营商环境大幅
改善，市场活力充分激发。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入驻市场主体突破两万家
（20091 家），注册资本 909.3 亿元，进
驻世界 500 强企业 24 家、国内 500 强
18家、行业 10强 26家。

制度创新：在全省第一个行使省
级审批权限，为普莱柯首发“兽药生
产许可证”，审批时间从 60 天缩减到
4天，审批效率提高 93%；引进首席信
息 官 ，快 速 推 进“ 一 次 办 妥 ”“ 互 联
网+”政务服务体系；推行项目承诺
制，实行集群注册，开通“自贸直通
车”；与深圳前海片区签署合作备忘
录，加入全国自贸片区创新联盟，形
成了“沿海与内陆自贸区双向联动发
展的新格局”。

金融服务：在严控风险的基础上，
大力推动金融、类金融开放，初步形成
了“政银企研所”多方协同、“信贷保产
转”多元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吸引河
南省军民融合产业基金、邓亚萍体育产
业基金、漯河经开区投发公司、郑州嘉
瑞供应链公司等45家金融及类金融机
构入驻，在全省首创“信贷+信用”小微
企业普惠金融模式。今年3月，全省首
家交通银行离岸金融业务中心落户洛
阳片区。片区内上市企业 43家，后备
重点上市企业还有40家。

高新技术产业大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洛阳片区
的一大优势。普莱柯生物工程，充分利
用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优势，依
托技术研发中心和主持承担的国家重

大科技项目、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实现
了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的重大突破，建
立国家标准 55项，获得国家、省、市级
科技成果奖 10项，引领了国内兽用药
品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的行业方向。

2019年 3月，继格力中央空调生产
基地落户之后，格力洗衣机、晶弘冰箱
再次首选洛阳；2019年 4月，第四届清
华校友三创大赛先进制造全球总决赛成
功举办，并将永久落户洛阳，为洛阳产业
发展升级提供创新动力。仅2018年，全
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1家，创新龙头企
业7家，河南省创新型（试点）企业36家，
河南省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32家，分
别占全市的33%、35%、63%和37%。全

区市级以上研发中心334家，全区省级
以上孵化载体16家。

洛阳片区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正牵引洛阳改革、开放、创新的“列车”，
向着高质量发展全速前进。

五大维度获得较高评分

普华永道营商环境评估报告显示，
78%区内企业对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的十个维度下各项指标对应的工作表
示满意，其中有七个维度满意度超过
80%。其中得分最高的五个维度分别
为企业开办、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
财产登记和执行合同。

在企业开办方面，自贸区洛阳片区
平均开办天数为 5.7 个工作日，优于
2019 世行评测中国水平 8.6 天。全球
排名第 36 位。为了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2019年“三区”将进一步精简工商
登记名称预先核准、公章刻制、办理涉
税等事项的整体时间，开办企业最快
60分钟完成。

在办理施工许可方面，自贸区洛阳
片区评测结果平均为 73.44个工作日，
优于 2019 世行评测中国水平 155.1
天。全球排名第16位。自贸区洛阳片
区实现了通过电子审件、集中审批、投
资项目承诺制等改革，将审批时限控制
在80天以内。

下 一 步 ，自 贸 区 洛 阳 片 区 将 进
一步整合投资建设领域审批事项，
特别在规划方面，向片区下放市、区
两级规划项目的办理权限，同时加强
对建设领域的全流程改革，未来预期
投资建设领域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
优化。

在获得电力方面和纳税方面，自贸
区洛阳片区评测时间分别为 34.45 天
和 140天，与 2019世行评测中国水平
持平，全球排名分别为第 19名、第 50
名左右。

发布报告不惧“亮家丑”

与 此 同 时 ，这 份 评 估 报 告 中 提
到，洛阳片区在获得信贷、劳动力成
本、金融创新程度、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等指标方面，营商环境还有待进

一步提升。
在获得信贷方面，自贸区洛阳片区

评测结果低于平均水平。企业主要反
映区内在金融机构信贷审批办理程序、
办理时间、信贷产品公开透明度，信贷
资格审核合理程度等工作上有待提升。

此外，近 40%中小企业表示较难
获得贷款，且目前融资主要还是银行抵
押贷款方式，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融资渠
道和产品。

自贸区洛阳片区 2018 年也在金
融创新方面进行了努力，创新了“信
贷+信用”、“科技保”、“科技贷”等金
融产品，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但通过实地调研，实际申请应用的企
业数量并不多；此外有 27%的企业表
示 熟 悉 资 本 市 场 ，但 不 易 接 触 ；而
44%表示不太熟悉，希望未来进一步
了解。

而劳动力发展水平也对提升产业
发展有直接的影响。近半数企业反馈
劳动力成本负担较重，一线劳动力资源
稀缺。企业希望在片区对于人才配套
措施、创新人才招聘渠道等方面探索更
灵活的方式，加大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
便利性。

洛阳片区发布两周年成果和营商环境评估报告
河南方案

关注河南自贸建设两周年之二

得益于高效的政务服务,三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内高效而有序。
郑州片区郑州片区

开封片区开封片区

洛阳片区洛阳片区

成果发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