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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方改革厚土。在全省率先推

行食品药品“多证合一”、“双随机一公开”

联合监管、不动产登记线上全流程办理等

改革，2020年漯河市市场主体逆势增长，

新增市场主体 5.8 万户，总量达 39.5 万

户，市场主体密度全省第一。

这是一方开放热土。近 5年来，累计

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611 个，引进国内外

500强、行业龙头、知名品牌企业投资项

目142个。设立外资企业37家，累计利用

外资48.4亿美元。

这是一方创新沃土。开展高新技术

企业倍增计划，开展“小升高”培育行动，

近5年新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年增

长，新增 85 家。2020 年创历史最好成

绩，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28家，增幅

全省第三。

漯河市敢闯善试，以改革增强内生动

力，以开放增强外源动力，以创新增强新生

动力，不断汇聚澎湃动能，推动经济发展在

高质量航线上行稳致远。“十三五”时期，全

市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提前一年实现

比2010年翻一番，成为全国唯一四次获得

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扬的省辖市。

改革蹄疾步稳亮点纷呈

周三上午 8点 50分，漯河市人社局局
长宋耀生来到市行政服务大厅窗口坐班服
务。“我们工作中举手之劳就能办到的事，
对企业、群众来说却是难事、大事，我们只
有认真履职尽责，才能让企业群众满意。”
多次参加体验日活动的“一把手”宋耀生，
真正体验了企业、群众办事的全过程，不仅
办理业务变得熟练，也及时对流程中的不
合理问题进行了改革完善。

“一把手”体验窗口是漯河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的一大创新。漯河市始终把改革作
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力，从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群众最期盼的
领域改起，把气势恢宏的改革长卷，一笔一
画书写在沙澧大地上——

简政放权全面彻底。累计取消调整行
政职权 4084项，成为全省保留行政审批事
项较少的省辖市之一。积极推进全省“三
起来”示范县——临颍县权限下放工作。
目前，156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已经全部下
放承接到位。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漯河
市 2018年在全省率先探索“双随机+信用
分类监管”，构建起以“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
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2019年，漯
河被确定为河南唯一的全国企业信用风险
分类监管试点市，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

改在实处服务更优。漯河市深化不动
产登记制度改革，推出“交房即办证”便民

服务政策，让业主在开发企业交房时，即可
办理不动产权证。商事“智能审批”改革让

“刷脸办照”、立办立取、全天候办理、24小
时“不打烊”成为现实，自助办理智能审批
模式走在全省前列。创新“网上+实体”模
式中介服务超市，解决中介服务质量不高、
用时长、收费高等问题，进驻中介机构 331
家，位居全省第一，中介服务事项办理速度
平均提速20%以上，资金节约率49%。

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走路。漯河市
“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
开展，“一窗通办”率100%，市县乡村四级实
现政务服务网全覆盖。“最多跑一次”事项由
1209 项增长为 2004 项，“零跑路”事项由
154项增长为 1809项，市直部门即办件由

310项增长为828项，梳理、公布“一证通办”
事项106项，“一件事”办理事项33个。

“不见面”开标确保阳光交易。漯河市
深入推进“阳光漯河”建设工作，“阳光交
易”多项工作达到全省乃至全国领先水平，
全市有 200多个重点项目实现了“不见面”
开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
52个项目“不见面”开标，为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农业农村改革激发乡村振兴活力，重大
民生领域改革让群众获得感更强，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让天更蓝水更绿，社会治理体制改
革提高政务效率……漯河市全面深化改革
周密部署、压茬推进，一幅风生水起、蹄疾步
稳的改革画卷在沙澧大地展开。

内陆开放高地强势崛起

全国28个省（区、市）的1023家企业参
展，562名重要投资商出席展会，到会各类
采购团 208个、采购商 21836家，现场交易
额和意向采购额462.21亿元……刚刚结束
的第十九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为八
方宾朋留下了“食在漯河、食全食美”的美
好印象，也为漯河食品企业提供了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开放平台。

中国（漯河）食博会经过 19 年精心培
育，已经从 100多个展位的小型区域性节
会，发展成为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
强影响力的大型食品类博览会，与漯河食
品产业互为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成为漯

河市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
一个国家级、两个省级开发区，多个产

业集聚区及特色园区竞相发展；漯河肉类
进口口岸进口业务量稳居全国肉类口岸前
列，全省首家公用型冷链保税仓库投入使
用，保税物流中心（B型）建设申请获省政府
批复，漯河海关挂牌运行、漯河港航运码头
开港运营，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报关
覆盖率达 100%……在众多有利要素支撑
下，漯河内陆开放高地的格局进一步形成。

全面执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因地制宜落实《外商投
资法》等外商投资政策，建立外商投诉联席

会议制度……感受到漯河市满满的诚意，
外资企业竞相在漯河扩大投资。美国嘉吉
从 2010年在漯河投资建设年产 24万吨果
糖项目，逐步增加了年产 30万吨玉米淀粉
项目和年产 20万吨动物营养饲料项目，投
资额从 2亿元增加到 10亿元；旺旺集团从
2005年投资1.8亿元在漯河建厂，连续追加
投资建成 46条休闲食品生产线，总投资增
加到近 1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旺仔馒头
和浪味仙生产基地。

对外开放的深入持续，让漯河加快融入
了全球大格局、大循环。漯河市着力营造亲
商利商的政务环境、兴商富商的投资环境、

聚商活商的市场环境、护商安商的法治环
境、尊商亲商的社会环境，成为中部最佳投
资城市。2020年，漯河新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176个，总投资637亿元。招商引资综合
排名居全省第二，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全省第
一，实际到位省外境内资金增速全省第五。

可口可乐、嘉吉、中粮等世界 500 强、
国内 500强企业对漯河青睐有加，中大恒
源、微康等行业龙头纷至沓来，盐津铺子、
宏途食品实现开工当年即投产，自嗨锅从
签约到投产仅用了 4个月。一再被刷新的

“漯河速度”，见证了这座开放城市的强势
崛起。

“过去，国际市场上的石油钻采输送软
管均由德、法两国生产。为了打破国外垄
断，在省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我们与青岛
科技大学开展了联合攻关，取得了不错的
成果。”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洪亮说。

“十三五”期间，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共参与4项国家标准的起草，拥
有 16项国家发明专利，承担 2项河南省重
大科技专项，完成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16
项，省级科技成果10项，全面掌握了液压橡
胶软管、石油钻采软管、化学软管的核心制
造技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近年来，
漯河市以提升创新驱动能力建设为核心，
以培育引进创新引领型企业、平台、人才、
机构为重点，强化科技投入、科技服务，推
动创新型漯河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创新红

利不断惠及市场主体。
科技创新投入逐年加大。每年召开全

市科技工作会议，对上一年度获得认定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进行奖励，充分调动了企业科技创新的积
极性。2020年，漯河市财政科技支出占一
般公共支出比例2.82%，撬动146家企业研
发投入14.8亿元。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235家，其中国家级100家。入库国家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 152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42.2%。目前，漯河市
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创新载体全面推进。先后建成了河南
省药食同源功能食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漯河市休闲食品加工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漯河市食品产业公共研发平台、漯河市
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河南省童车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一批产业公共研发和

检测平台。省级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天然
色素制备重点实验室）和省级新型研发机
构（食品研究院）实现“零突破”。目前，漯
河市共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5家，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2家，全市 80%以
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了研发机构。

创新服务助推企业壮大。围绕培育主
体、打造平台、构建生态、营造氛围等，将创新
生态理念融入到食品产业发展中。谋划建设
中国食品云平台，全国首家中国食品云、全国
首家食品行业标识解析综合型二级节点和全
国第二家“星火·链网”骨干节点接连在漯河
正式上线，成立食品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应
用创新中心，与腾讯签约共建腾讯云（漯河）
工业云基地，打造全国首家食品工业互联网
基地。在全国较早设立市长标准奖，在食品
领域制定了88项生产加工标准，参与了近百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在农产品生产领域
制定了20项省级标准、309个地方标准。卫

龙食品在全国率先发布《调味面制品》《魔芋
即食食品》等四项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行业
空白；中大生物、亲亲食品填补了全省植物提
取、运动保健食品行业监管标准空白。标准
化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经验做法受到国务
院第五次大督查通报表扬。

创新支撑作用充分凸显。以创新赋能
千亿食品产业生态，谋划实施了 29家重点
企业五年倍增工程。在创新的加持下，双
汇营收在 2019年净增 100亿元基础上，去
年又净增 140亿元；卫龙食品营收突破 80
亿元；金大地公司营收已接近 60亿元。豪
峰食品实施“电商突破战略”，成为国内烘
焙食品电商前三强企业，去年疫情期间线
上销售额逆势增长25%。

更多科技资源聚集、创新成果转化落
地、新型产业快速崛起……创新，正成为驱
动漯河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漯河新时
代追赶超越注入强劲动力。③7

创新厚植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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