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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力决定发展

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漯河市坚持创新驱动、改

革推动、开放带动“三力

联动”“三力齐发”，不断

激发内生动力、增添外源

动力、培育新生动力，形

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混合动力，致力于把漯河

打造成全省科技创新活

跃区、深化改革先行区、

扩大开放示范区，汇聚起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强

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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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力联动 聚强发展动能

（本版图片由漯河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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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领跑全省的营商环境
——漯河市“放管服”改革观察

一张科技创新券
激发科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李鹏飞 张来晟

“我们研发生产的防针刺技术，可使注射针或输
液针在使用后能自动缩进防针刺护套内或外套中，对
保护医患人员以及医疗废物处理人员很有帮助。”9月
19日，说起获得国家专利的这项技术，河南曙光健士
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焦西斌很是
欣慰，他拿着申领到的科技创新券告诉记者：“这，可
实实在在为我们减少了研发成本。”

为激发企业创新动能，漯河市积极探索建立科技
投入新机制，于2018年正式实施“科技创新券”政策，
向37家企事业单位发放了首批科技创新券2294.1万
元，涉及49个项目。

以往，科技经费支持项目必须先立项，项目实施
期满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再支持，程序多、周期长，且
科技经费的作用局限在科技项目上，导致科技经费的
作用发挥不充分。而科技创新券可以补贴当年用于
产学研合作等所有科技创新活动的费用，并简化了项
目奖补管理流程，备受企业欢迎。

焦西斌的感受最直接。“科技创新券相比申请项目，
从申请到兑现，程序简单，对我们来说是个大礼包。”焦西
斌介绍，去年他们申报的2个项目很快通过专家评审和
公示等程序，取得科技创新券。在科技创新券政策引导
下，今年他们公司的研发投入比上年增加了近 200万
元，公司研发项目专利申报数量也比去年增加30%。

实施科技创新券是漯河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漯河市坚持把科技创新作
为推进产业转型的战略举措，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157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3家，仅2018年就新
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5 家，创历史最高水平。
2018 年，漯河市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较 2017 年增长
13.2%，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54%，在
全省领先。今年1—7月，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37.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36.8%。9

□本报记者 郭海方

上午到行政服务大厅，在企业开办
专区使用自助电脑，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公司的设立，下午就领到了公司营业执
照，还有免费的公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章、税控盘。9月 24日，说起前不久注册
企业的经历，河南港投实业有限公司的
吴女士至今仍兴奋不已：“太快了！还一
分钱没花，真想不到！”

企业开办登记时间由国家规定的8.5
天压缩至3天以内，建设用地预审办理时
限由2个月压缩至7个工作日，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压缩至88天以内……以打造全省
审批事项最少、审批流程最优、服务效率最
高、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强的“四
最”营商环境为目标，近年来，漯河市加大

“放管服”改革力度，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致力“简快省”下好“先手棋”

“12万、11.47万、9.8万、9万！”9月4日
上午10时许，在漯河政务服务网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平台上，漯河卷烟厂易地技改项目
施工图审查项目开标，4家中介机构依次竞
价。最后，郑州一家公司以9万元价格中
标，费用比以往便宜了约3万元。“在中介服
务平台上办事，不仅省去了时间，还节省了
费用，服务还有保障，真好！”漯河卷烟厂负
责该项目的周先生高兴地说。

设立中介服务超市，清理规范中介
服务项目，是漯河市深化“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创新
举措。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政府行政审
批被转给社会组织，一些中介机构收费
价格高、办事周期长，让不少企业苦不堪
言。为此，继 2017年清理规范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 82项和 2018年清理规范
中介服务事项11项后，今年7月份，漯河
市再次大力清理规范与行政审批相关的
中介服务，同时公开招标，引导省内外19
家中介单位进驻实体中介服务超市，147
家中介机构进驻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实
行“同台竞技”，规避暗箱操作。漯河也
成为全省第二家设立网上中介服务平台
的地级市。

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
棋”。3年来，漯河市累计取消下放调整
行政职权 2041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 93 项，取消各类证明事项
278项，基本实现了“清单之外无权力”。

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中，漯河市率先
推进“一次不用跑、一分钱不用掏、三天全办
好”的模块化运作机制，优化注册登记、公章
刻制、税控盘申领环节，企业开办时间压缩
至3个工作日以内，并且公章刻制、税控盘
申领等环节所产生的费用全部由政府埋单。

在工程建设审批领域，今年 8月 23
日，漯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上线试运行，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
限压缩至 88个工作日内，成为全省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在不动产登记领域，漯河市在全省
率先实现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打造了

“一网申请、一人一窗、一费缴纳、一城通
办”的漯河模式，把办理时限压缩至 3个
工作日以内。

“我们着力在‘简’‘快’‘省’字上下功
夫，力破限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

‘难点’，最大限度地方便企业和群众。”漯
河市市长刘尚进说。

监管保公平 企业“行得稳”

近日，漯河市启动物流运输业“双随
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28家
企业现场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
台被随机选择，接受为期一个月的联合
检查。这是漯河市首次由行业主管部门
牵头开展的“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
合抽查。此前，漯河市已由市场监管部
门牵头，组织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 16
次，实现了市、县两级全覆盖。

市场主体“宽进”之后，如何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一道现
实课题。2017年起，漯河市率先在全省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新
模式，抽查对象、抽查人员全部由电脑选
取、随机匹配，避免了“想查谁就查谁”的
任性执法现象。同时，建立“可视化移动
执法系统”，全面推行执法办案网上审批
办理，执法过程全程留痕，执法结果网上
公示，有效促进了公平、公正、廉洁执法。

发现问题怎么办？漯河市抓住关键
点，用好三种监管新制度：用好“处罚到人”
制度，不仅依法处罚违法企业，还要依法处
罚企业相关责任人；用好“联合惩戒”制度，
联合发改、公安、交通、银行等部门、机构，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实施联合惩

戒；用好“约谈”制度，依规定对违法企业进
行约谈并纳入安全信用档案，对履职不到
位的下级政府、监管部门及主要责任人进
行约谈并纳入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评议考核
记录。今年上半年，漯河市已约谈问题企
业6家，并对1个监管部门发出警示函。最
近，漯河市又成为全国开展企业信用风险
分类管理工作试点的三个地级市之一。

今年，漯河市还在全省首推食品生产
企业负责人年考制度，食品生产企业负责
人和食品安全主管必须经考核合格后才可
继续担任本职务，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必
须调离原岗位。“激发市场活力和公正监管
相辅相成。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企业负责人
这个‘牛鼻子’，以有效监管促进企业行稳
致远。”漯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宋耀生说。

服务注活力 群众“少跑腿”

“真是太方便了，没想到在银行也能
办理营业执照。”日前，在工商银行黄河
路支行营业大厅的个体智能自助登记系
统终端机前，打印出个体营业执照的宋
立强激动地说。

今年 3 月初，漯河市在全省率先启
动个体工商户“刷脸办照”智能自助登记
系统，开启市场主体事项办理“近办”“节
假日办”“秒办”模式。随后，这项便民服
务又延伸到银行网点，打通了工商登记
和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刷脸办照”仅仅是漯河市民所能享受
到的众多服务红利之一。在漯河市，网上
行政审批覆盖市、县、乡三级，重点民生服
务事项基本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此外，漯河市在全省首家推出无
场地创业“集群注册”模式，在注册窗口推
行“容缺受理”制度，开展“证照分离”、简易
注销等试点改革……一系列人性化的创新
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围绕便民利企，漯河市还探索建立了
服务企业、城建交通工程和重点项目三个周
例会制度，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和当
前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中的新问题。去年2
月至今，召开周例会194次，解决了937项
企业发展的“堵点”，目前正在解决和办理流
程的还有161项。以周例会制度破解难题
推动工作的做法受到国务院充分肯定。

改革动力增强，营商环境优化，市场
主体活力大增。今年上半年，漯河市市
场主体总量同比增长 110.71%，新登记
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294.63%，两项指标
居全省第一位。

全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更形成招商
引资的“强磁场”。今年前7个月，漯河市
合同利用外资2.1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5.67亿美元，总量居全省第5位，完成省定
目标的58.6%、市定目标任务的56.7%；进
出口总值完成39.1亿元，同比增长25.1%,
增幅居全省第6位。9

□本报记者 郭海方

9月 9日上午 9时许，几艘满载粮食、砂石的货船
从漯河港驶出，沿沙颍河向下游驶去。自今年7月 26
日漯河港开港和沙颍河周口—漯河段通航后，漯河这
座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城市，正重新打开通江达海
的大门，再现“水旱码头”的盛景。

漯河历史上水运繁华，是中原腹地与长江下游的重
要运输通道。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下游河道建设碍航
闸坝，我省境内沙颍河全线断航，漯河航运自此衰落。

不过，漯河人通江达海的梦想从未放弃。2011
年 12月，沙颍河航运工程漯河段建设全面启动。历
时8年，终于圆梦。

“目前从漯河港出发，共有两条入海通道：一是由
沙河入淮河，经安徽省的阜阳、蚌埠，江苏的淮安、从
盐城入海，与盐城港、大丰港等港口连接。二是由沙
河入淮河后，从安徽寿县经江淮运河，从合肥入巢湖，
再从芜湖进入长江，进而与江苏南京、上海等长江三
角洲地区对接，进而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漯河市交
通运输局港航部门负责人说。

航运最大的优势一是运费低，二是环保。漯河港
航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和平介绍，漯河港货运充
足，有向下游周口、项城、阜阳运输的砂石，向江苏南
通、广西贵港、福建厦门运输的粮食，有向江苏、上海运
输的钢材，向南京、重庆、武汉等运输的大件；还有从连
云港运输到漯河港的进口铁矿石、粮食，从江苏、安徽
运输到漯河港的水泥、砂子，以及从广东、福建到漯河
港的建材等。目前，从漯河港向下游已经能够通行
500吨级的船舶，经过半年运行通行 1000吨的船舶
后，货运吞吐量将达到300万—500万吨。

“沙颍河是我省对外开放的新空间、新优势、新高
地。”漯河市开放办主任董文兵认为，漯河港正与京广、
孟平铁路、京港澳、南洛高速和107国道等，形成“公铁
水”等多式联运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速推进漯
河成为豫中南商贸物流中心，漯河的交通枢纽地位、通
道优势将更加突出，开放特质更加显著。9

漯河：通江达海 扬帆起航

村民排队领取股权证书

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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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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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开放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