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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等六部门发布金融创新举措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
聚焦 河南自贸试验区

设立支持
自贸区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河南自贸试验区加快发展是
全省人民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财政
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支
持 自 贸 试 验 区 发 展 方 面 ，省 财 政 从
2017 年起设立“支持自贸区和跨境电
商发展专项资金”，以扩大出口为主攻
方向，以 B2B 模式为发展重点，加快建
设“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综合园
区平台、人才培养和企业孵化平台等
三大平台和七大体系。推广应用 PPP
模式，对于自贸试验区申请进入 PPP
项目库的项目，实行“随报随收、随收
随审”
。
同时，将积极利用政府投资基金
支持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充分发挥
现代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先进制造
业集群培育基金、科技创新风险投资
基金、
“互联网+”产业发展基金等政府
投资基金作用，优先投资自贸试验区
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项目
和中小企业创业项目。支持自贸试验
区金融业创新发展，增强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统筹利用省金融业发展专项
奖补资金，对自贸试验区新设的金融
机构总部和地区性总部给予不超过
800 万元经费补助，支持自贸试验区引
进内外资金融机构。

本报讯 昨日上午，第四场河南自贸试验区系列新闻发布会举
行，省财政厅、省国税局、人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银监局、证监局、保
监局等负责人重点围绕金融领域开放创新、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发布
相关举措。郑报融媒记者 肖雅文

以税收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发展
省国税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省国税
局在落实现有相关税收政策的基础上，
将借鉴和试点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试点的税收政策，
以税收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发展。
在政策支持方面，支持融资租赁企
业创新发展、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扩大期货保税交割试点品种、积极争取

税收扶持政策。
在便民办税方面，省国税局将推出
10 项举措，
最大限度减少办税环节，
加快
办税速度，
提高办税效率，
简化办税资料,
节省办税时间,降低办税成本，
为自贸区
内的企业提供方便、快捷、舒适的服务，
打造办税成本低、
效率高、
服务优的税收
环境，
让企业来得了、
稳得住、
能发展。

加快金融服务改革创新
河南银监局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
绍，为不断完善自贸区金融服务，河南
银监局将通过多种形式强化政策传导
和监管引领，督促各银行业机构提前做
好自贸试验区金融建设的统筹规划。
支持银行业机构开展与自贸试验区功
能定位相匹配的金融创新，支持利用境
内外两个市场为区内客户提供多样化
的风险管理服务。
据了解，河南证监局将从促进投融
资便利、扩大证券期货业对内对外开
放、推动期货市场发展等方面对河南
自贸区建设的金融支持。鼓励国内期
货交易所在自贸试验区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内开展期货保税交易、仓单质押
融资等业务，扩大期货保税交割试点的
品种。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创新的舆论

环境，促进保险业改革创新。”据河南保
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河南自贸试验
区发展过程中，将支持保险业在自贸试
验区内开展业务创新的政策。同时对
自贸区进行监管制度创新、完善金融风
险防控机制方面的工作，推动金融服务
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有序开放。
据介绍，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将为河南自贸试验区营造良好金融
服务环境，不断促进贸易投融资便利
化。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引导有需求的
企业积极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
运营管理。推动跨境投融资创新方面，
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允
许自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按照有
关规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自贸区
内银行可按有关规定发放境外项目人
民币贷款。

郑商所完成红枣期货制度草案
本报讯 4 月 7 日，郑商所在郑州召
涉棉企业都会参照棉花期货价格来制
开红枣期货上市研发座谈会。郑商所
定种植、采购和销售计划，从而规避生
副总经理秦全晋在会上表示，为发挥期
产经营风险。
货市场功能作用，落实援疆扶贫工作精
秦全晋表示，与棉花类似，红枣是
神，郑商所已经完成了红枣期货合约规
新疆的特产之一，但红枣更是一个集
则制度草案的设计工作。
“支农、援疆及扶贫”于一体的特色林果
据了解，以郑商所上市的棉花品种
品种。研发上市红枣期货具有 3 个特殊
为例，随着棉花及棉纱产业重心不断向
意义：一是有利于提升资本市场支农惠
新疆转移，疆内棉区的许多种植大户、 农的能力。二是有利于发挥资本市场

作用进一步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有助于南疆实现“精准脱贫、产业
脱贫”。南疆覆盖 21 个国家级贫困县，
南疆也是我国优质红枣供应基地，当地
红枣产量约占全疆总产量的 97%。上
市红枣期货，开展套期保值以及“保险+
期货”业务，有利于稳定枣农种植收益，
规避“枣贱伤农”
现象。
郑报融媒记者 徐刚领

■相关新闻

郑商所一季度处理异常交易 94 起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商品交
易所获悉，2017 年一季度，郑商所共排
查异常交易线索 966 条，处理异常交易
94 起，其中自成交 29 起，频繁报撤单 20
起，大额报撤单 1 起，实际控制关系账户

合并持仓超限 1 起，涉嫌违规转移资金
34 起，涉嫌扰乱市场秩序 8 起，涉嫌影响
交割结算价 1 起。依据规则对 106 名客
户开展实际控制关系询问、
调查工作。
此外，2017 年一季度，郑商所共计

审理违规案件 11 起，对 16 名当事人分
别给予警告、暂停开仓交易、没收违规
所得等纪律处分，并记入中国资本市场
诚信信息数据库。
郑报融媒记者 徐刚领

市区 3 月份房价
重回万元以下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房管局
了解到，市区 3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均价每
平方米 9919 元，较 2 月份下降 546 元，再次
回到万元以下。
数据显示，
3月份，
郑州市区商品房销售
11983套（间），
销售面积106.88万平方米，
销
售均价每平方米 10291 元；
其中商品住宅销
售 8674 套，销售面积 81.19 万平方米，销售
均价每平方米 9919 元。非住宅销售 3309
套（间），非住宅销售面积 25.69 万平方米，
非住宅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 11466 元。
二 手 房 交 易 方 面 ，市 区 共 成 交 4511
（间），成交面积 41.67 万平方米，成交均价
每平方米 11111 元；其中住宅二手房共成
交 4418 套，成交面积 40.64 万平方米，成交
均价每平方米 11146 元。
郑报融媒记者 徐智慧

因仍有散煤存放、使用
4 区被罚 20 万元

本报讯 3 月份，郑州市加大对散煤
治理工作，市散煤办组织 6 个暗访组对各
县（市、区）开展了两次暗访。7 日，市散煤
办对暗访结果进行通报，因被发现在郑州
市建成区范围内仍有散煤存放、
使用情况，
郑东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中原区各被处
20 万元财政扣款的处罚。
根据暗访组的通报，二七区、上街区、
新密市、
荥阳市等均有问题出现，
其中中原
区工人路 52 号院有 3 处散煤（约 600 块）存
放。高新区有三家饭店存在存放焦炭、使
用小煤炉情况。郑东新区庙张社区一个小
吃摊点有使用燃煤情况。经开区金宝地物
流市场有 4 家小饭店使用散煤。
针对暗访情况，市散煤办督导组将会
不间断的对各县（市、区）散煤治理工作进
行暗访督查，
适时进行通报，
对在规定时限
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
发现突出问题的，
将
予以通报批评、约谈负责人等并按照工作
奖惩制度进行财政扣款处罚。
郑报融媒记者 李丽君

登封地税局
做实做细税收宣传月活动

随着全国第 26 个税收宣传月的到来，
登封市地税局积极启动税收宣传月主题活
动，
创新宣传理念、
宣传载体、
宣传方式，
宣
传效应，
劲吹便民办税春风，
做实做细税收
宣传月活动，
营造地税部门的良好形象。
该局树立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的宣传
理念，积极开展企业走访活动，问需解难，
针对企业多样化的需求开展个性化的政策
宣传和培训辅导；推出互联网+税务的宣
传载体，充分利用悬挂横幅、发放传单，电
子显示屏，二维码一次性告知等载体开展
税收宣传，
让税收宣传不受时间、
地点的限
制呈现给纳税人；抓住宣传重点精简传递
抓关键，税收信息传播注意精简、突出重
点，
便于纳税人快速阅读、
迅速抓住关键信
息；
建立常态化税收宣传机制，
着力抓好税
收宣传月效应，将税收宣传作为一个系统
工程来抓、
优化纳税服务、
树立地税形象的
重要手段。 张振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