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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 1月26日

●全省各级各部门

共成立助企工作组

2590个

●省市县共有

42221名干部

直接包联企业

63666家

●共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60099个

已经解决

57888个

整体解决率96.3%

其中

●县级收集问题

48185个

占80.2%
已解决47331个

解决率98.2%
●市级收集问题

8640个

占14.4%
已解决8062个

解决率93.3%
●18个省级工作组

收集问题2315个

占3.9%
已解决2036个

解决率87.9%

●“万人助万企”活动

实现了覆盖全部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

和县市区、重点企业

●解决了一大批影响和

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

让企业实实在在

感受到了河南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数读“万人助万企”

2021年
6月23日

全省“万人助万企”活

动电视电话会议在郑州召

开 。 省 委 书 记 楼 阳 生 讲

话 ，省 长 王 凯 作 工 作 安

排。会议对全省“万人助

万企”活动作出了全面部

署，向广大干部发出躬身

入 局 、履 责 于 行 、崇 尚 实

干、狠抓落实的鲜明信号。

2021年
6月28日

省 政 府 召 开 全 省“ 万

人助万企”活动工作组入

企服务动员会。会后，从

36 个省直部门抽调 181 名

干部组建的 18 个助企服务

工 作 组 分 赴 各 地 开 展 工

作。

2021年
7月7日至8日

省委书记楼阳生到所

联系的三全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指导

“万人助万企”活动，并主

持召开工作汇报会，研究

产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省

长王凯出席。

2021年
7月10日

省长王凯到漯河市调

研指导开展“万人助万企”

活动，强调要坚持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

围绕食品产业优势，推动

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强链延

链补链提升竞争力，努力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2021年
10月19日

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暨

“万人助万企”推进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在郑州召开，

对打造一流高水平营商环

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 动 力 工 作 作 出 安 排 部

署。省委书记楼阳生作出

批示，省长王凯出席并讲

话。③9

“万人助万企”

活动大事记

惠企政策大盘点

●人力资源
减轻企业负担，继续落实降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费率政策。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至2022年4月30日。做好用工监测，完善落实
“人社专员”服务制度，主动了解重点企业、缺工人数、
空岗结构等，形成“用工需求清单”推动解决。落实人
才政策，支持和鼓励人才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流
动。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支持开展
自主评审工作。建立企业家职称申报评审“直通车”
制度。统筹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优化培
训补贴支付方式，推行电子培训券，探索企业申领补
贴承诺制。

●产业发展
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新培育认定一批省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布局新一批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加大头雁企业培育力度，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
程、制造业单项冠军创建活动，引导支持中小企业对
接配套行业龙头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集群式融通
发展。加快建设 10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实现
“做大一个、跟进一批、带动一片”的集群效应。促进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深入推进“个转企、小升规、规改
股、股上市”，实施万家企业上云工程，以数字化赋能
中小企业。实施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提升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强化产业链招商，吸引产
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

●投资审批
推进投资审批“三个一”改革，提升投资审批效

率。全面推行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将一般
性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时间压减至 40个工作
日以内。开发区内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承诺
制+标准地”等模式，实现“事项全承诺、拿地即开
工”。降低企业成本负担，全面清理取消河南省城镇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不合理收费。强化企业项目
建设服务，组建设立省项目服务中心，统筹服务项目
谋划、储备、建设等工作，对列入省重点项目、十大新
兴产业链清单项目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强化开发区
载体支撑，确保开发区产业用地比例不低于 60%，
提升产业和项目承载能力。支持企业在开发区中投
资建设、运营特色产业园。

●交通运输
推行高速公路“普惠＋定向”收费模式，对服务

中国（河南）自贸试验区、多式联运、周口港等区域
发展的集装箱、冷链运输重点车辆，实施定向差异
化收费优惠政策。推广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现代化验货新技术，实现“一点验货、全省通
行”。实现大件运输许可“两网融合”，大件运输省
内许可“一网办理、一证通行”。助力交通运输企业
转型升级发展，推进定制客运发展，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运输场站综合开发，探索放宽网络货运许可条
件。大力推行“无感柔性”执法，最大限度减少对企
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
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保障道路货
运物流畅通。③9

●商贸流通
持续发挥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及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作用，
确保资金下达一个月内拨付到相关
企业。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市场，在
进出口环节上予以支持，精准支持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完善跨境电商
发展支持政策，扩大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试点范围，培育一批优
秀海外仓企业。释放消费潜力，谋
划100场以上专项活动。推进公益
性农批市场建设，改造升级一批农
贸市场、菜市场。开展RCEP相关
业务培训，扩大我省优势产品在区
域内的市场份额。

●科技支撑
支持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对牵头承担

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的企业单位，省财政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励。完善“揭榜挂帅”、PI制等科研组织
方式，对成功揭榜的项目给予省财政经费支持。优
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流程，将高企评审环节下放郑
州等地，对首次认定和连续三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外省整体迁入我省的高新技术企业，省市
财政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创建省级各类研发平
台，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深入推行
“科技贷”，放宽“科技贷”业务准入范围，确保“科技
贷”应贷尽贷、应贷快贷。

●金融支持
开展银企对接，针对企业贷款需求相对明确，贷

款银行、贷款额度、贷款进度具体明晰的问题，各级
金融局要分别开展银企对接推进活动，组织银行、企
业进行一对一、面对面沟通对接。做好上市辅导，针
对培育上市企业、在会在辅导企业和计划申请上市
的重点企业，各级金融局要组织中介机构逐家对接，
对企业把脉会诊，提出工作建议。针对“三个一批”
项目，各级金融局要找准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契
合点，提前介入、主动服务，落实主办银行制度，疏通
金融支持渠道，增强金融服务实效。

●市场监管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在全省对 526项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实施“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牵头
打造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将全省企业开办
时间压缩至 1个工作日。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
站式”服务，帮扶1000家以上企业提高质量管理
水平。加强食品生产许可服务指导，帮助新开办食
品生产企业尽快依法达到许可审批要求。在全省
开展“治理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坚决
防止乱收费给企业“雪上加霜”。强化反垄断和反
不正当竞争执法，严厉查处擅自使用傍用我省知名
企业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用地保障
保障产业发展用地，各地在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要按照不低
于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25%，对
纳入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四
个清单的产业项目应保尽保。稳
步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
实行“标准地+代办制”“标准地+
告知承诺制”审批模式，实现“拿
地即开工”。降低工业企业用地
成本，鼓励采取先租后让、租让结
合、长期租赁方式使用工业用
地。支持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对
符合相关规划、不改变用途的现
有工业用地，通过厂房加层、老厂
改造、内部整理等途径提高土地
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
收土地价款。增强企业土地融资
能力，允许高标准厂房在不改变
功能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按幢、
层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分割转
让并登记。

●税费服务
建设便捷高效的纳税人端服务平

台，扩大“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范
围，精简申报资料、减少申报次数，让企
业感受到优质便捷的纳税服务体系。
全面升级“银税互动”品牌，帮助企业将
纳税信用转化为“活钱”，破解企业融资
难题；发挥税收大数据覆盖范围广、延
伸链条长的优势，主动为企业供销“牵
线搭桥”。推进实现企业税费事项网上
办理，个人税费事项掌上办理，不动产
交易涉税网上办理时间缩短为5分钟，
出口退税办理时间压缩至 7 个工作
日，精简各类涉税费资料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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