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02

政事 NEWS

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统筹:孙友文 美编：张妍 校对：陈希

要闻

系列评论之三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郑旗

郑州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关键是走好紧要的几
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就是这其
中一步。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就要以“放
管服”改革为抓手。
“放管服”改革是转变
政府职能的“牛鼻子”，也是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善投资和
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
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
近年来，
“ 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各地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突破口，成为优
化政府部门职权配置的有效载体，成为
转变干部作风的有力抓手，成为塑造一
流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号
工程”。
为此，我市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做
出不少努力，
“ 五单一网”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创造了不少亮点。但从总体看，从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看，从与发达地区

的比较看，仍存在一些差距。
键事项的办理时间、方便程度赶上全国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要把营商环
先进水平。
境作为发展的“命门之穴”来抓，强化亲
要提升政务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打
商安商的意识，实实在在为投资者排忧
破“信息孤岛”，推进数据共认共享，构建
解难。
“一网通办”的电子政务服务体系，大力
我们要正视差距，看看是否存在“只
推进“不见面审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爱凤凰不栽树，只引投资不服务”的思
少跑腿，
让群众办事像
“网购”
一样方便。
想，是否存在“有政策欠落实”
“新官不理
要提升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质
旧事”等问题。
量和效能，充实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手
我们要全面对标，用好“拿来主义”， 段，强化窗口人员能力素质提升，推进线
下决心、出实招、求实效，使我们的“放管
上线下深度融合、前台后台无缝衔接，实
服”改革在短期内迎头赶上、
居于一流。
行“一口办、马上办、协同办、网上办”，让
未来郑州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
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更方便、
更舒心。
然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市委十一
各级各部门要树立“整体政府”的理
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对优化营
念，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拿出刀刃向
商环境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内的勇气，敢于削自己的权，主动创新服
要优化审批流程，围绕企业生产经
务、主动协同配合。要以“放管服”改革
营、项目建设和公共服务事项办理的全
为带动，统筹推进商务环境、市场环境、
周期、全链条，集成部门职责，再造业务
人文环境、法治环境、城市环境的优化，
流程，制定“一次办妥”事项清单，压缩办
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理时限，减少审批环节，使企业开办、施
山再高，
往上攀，
总能登顶；
工许可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照审办等关
路再长，
走下去，
定能到达。

预征对象超过万人
征兵体检全面铺开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郑州市征兵
体检工作已全面铺开，昨日上午，副省长
舒庆来到我市督导检查，看望征兵工作
一线工作人员和应征青年。
据介绍，截至 8 月 8 日，全市确定预
征对象 11174 人，已进站体检 5979 人，体
检合格 2650 人，合格率 44.3%，其中大学
生合格 2120 人。
今年，郑州市征兵办通过网上数据
监控、实地检查调研、抽样分析论证等方
法，对征兵工作进行全程监控，把征兵工
作每个步骤走实、走细。特别是在提高
“择优率”上下功夫，力争大学生征集比
例再上新台阶。

同时，严把各道关口，抓好体格检
查、政治考核、审批定兵、教育引导、依法
惩戒五个重点环节，扎实开展役前教育
训练，确保合格一个入伍一个，入伍一个
稳定一个。综合运用组织监督、舆论监
督、群众监督、巡访监督、相互监督等手
段，切实维护好义务兵及其家属的合法
权益，落实好征兵优惠政策，营造风清气
正、阳光透明的好环境。
河南省军区副政委刘法峰、动员局
局长王昌龄参加督导检查。
郑州警备区司令员尚守道、副市长
马义中、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董继锋陪
同检查。

我市部署意识形态
巡视专项整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见习记者 李
京儒）昨日下午，全市贯彻落实中央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检查和省委巡视组
巡视郑州反馈意见意识形态专项整改工
作会议召开，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整改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巡视整改工
作的决策部署，部署中央、省委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巡视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峰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全省专题动员会和郑州
市整改工作会议精神，并对郑州《落实中

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检查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方案》进行说明。
张俊峰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各地
各单位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
精准发力，
标本兼治，
确保整改任务见
底见效。各级党委要坚持举一反三、
突出
标本兼治，
严明工作纪律、
严肃工作作风，
科学安排、合理调度，以钉钉子精神推动
整改任务落到实处，
以巡视整改高质量推
进党的建设高质量、经济发展高质量，为
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
思想舆论环境和精神文化支撑。

当我们把新时代的坐标系和中原更
加出彩、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对照
起来谋划工作时，当我们把回看走过的
路和远眺前行的路连在一起深入思考
时，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负重感、责任感
正在成为我们前进的巨大驱动力。
与更高标准和追求相匹配的是更大
的担当和作为。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
道”，必须立足实际开放创新。这既是一
种求实态度，也是一种探索精神。只有
自觉把握规律、顺应趋势，与时代的脉搏
一起跳动，用新时代的眼光和标尺作牵
引，把应该做的事情做早、做实、做优，才
能有真正出彩的作为。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高
质量发展只能“升级换挡”，不能“挂空
挡”。我们既要在回看走过的路中增添
信心，也要在比较别人的路中拉高标杆，
更要在远眺前行的路中创造机遇。我们
要以优质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要素供
给形成招商引资的“强磁场”，让一流营
商环境成为郑州新标识。

省观摩团到市政协
交流学习创文经验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河南省文明
单位创建工作经验交流观摩会正在郑州
召开，昨日上午，观摩团一行到市政协参
观考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峰，市
政协副主席郭锝昌、张建国，市政协秘书
长陈松林陪同考察。
观摩团一行先后参观了郑州政协
文史馆、三香书屋及机关办公环境，详
细了解市政协机关文明创建工作的措
施和成效。
近年来，市政协以创建活动为支撑，
以打造“书香政协”为重点，通过各类理

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增强
机关干部文明创建参与感和获得感。去
年以来，政协开展主题活动 130 多次，激
发机关干部职工在各自工作领域凝心聚
力，
追求更高层次、
水平的精神文明。
在连续三届获得“省级文明单位”荣
誉称号基础上，2016 年底政协创成“省
级文明单位标兵”，2017 年底创成“全国
文明单位”，市政协已成为强化道德修养
的大熔炉，提升文化素质的大学校，构建
团结共事的大家庭。

河南 58 项措施为企业降成本
省级涉企行政事业实行“零收费”
记者从河南省发改委获悉，河南省
近日出台 58 项支持企业降成本措施，着
力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融资、制度性成
本等方面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实体经济
降本增效。
企业税费负担方面，除降低制造业
增值税税负外，工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
纳税人标准由年销售额 50 万元和 80 万
元统一上调至 500 万元，从而降低企业
适用税率；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全省对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
税；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享受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的企
业新购进研发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上限，
从 100 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

河南省还要求，对行政事业收费情
况进行梳理，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停止
初始排污权政府有偿出让，省级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实行“零收费”。
企业融资成本方面，禁止金融机构
向小微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
费，减少融资附加费用；鼓励企业进行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并根据企业融资费用，
给予最高不超过 60％、年度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的补贴。
要求进一步缩减审批事项办理时
限，审批事项承诺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
2/3 以内；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全面实施“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