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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流程再造、简约优化审批、深化“放管服”改革
是对改革创新工作最有力的落地执行。从“企业开办一
件事”一日办结、互联网+政务服务，到“标准地”供地模
式等工作的推进，彰显了经开区勇于改革、敢于担当的
决心和勇气。企业、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
住什么、推进什么，经开区以实际行动叫响“经开速度”
“经开服务”“经开品牌”，助力郑州经开区打造国际化营
商环境新高地。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杨勇 通讯员 郭宏磊 文/图

经开区推出个体登记
“一件事、即批、即办”智能审
批平台，共计梳理出53项个
体登记事项，涵盖了 70%以
上的个体经营范围，按照申
请零材料、审批零人工、办理
零接触、存档零纸件的“四
零”模式，将个体工商户信息
填报、智能审批和执照领取
进行“一站式”登记注册，即
时申请、即时出照，实现了个
体营业执照即批、即办，真正
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为经
开区个体工商户投资兴业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良好环境。

同时，全面实行流程再
造和减费提效，实现企业开
办“简环节、减材料、压时间、
降成本”，让“零成本”开办企
业成为现实。在实现跑一次
就能完成营业执照办理、公
章刻制、税务登记、发票申
领、社保登记 5项业务的基
础上，增加银行开户和公积
金单位缴存两个经开特色环

节，同时落实免除企业一套
五枚公章 200元的刻制费
用，进一步提升企业开办效
率。截至目前，已有50余家
企业通过“企业开办一件事”
专窗，实现 3小时内领取营
业执照、公章和发票等相关
办理结果。

此外，为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经开
区积极研判、主动作为，累计
探索涉及“一区多功能”“一
店多模式”“跨境电商海关正
面监管”“项目模拟审批改
革”“跨境电商 1210保税线
下直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退货中心仓模式”等各项制
度创新案例近 30项，其中
“一区多功能”“一店多模式”
“跨境电商海关正面监管”
“项目模拟审批改革”等创新
案例经商务部同意在全国复
制推广，河南保税集团经授
权成为“跨境电商 1210保税
线下直提”全国唯一试点，有
效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为推动项目建设大提
速，经开区按照“一个项目、
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
案”的思路，建立完善“首席
服务官”项目分包推进机制。

以“双十工程”建设为着
力点和突破口，逐个项目成
立服务部或指挥部，形成
“1+1+1”服务专班，为项目
建设提供手续办理、附属物
清理、施工环境维护等全流
程、保姆式服务，全区重大项
目从签约到开工平均用时减
少100天，项目履约率、开工
率分别提高 27个和 23个百
分点；项目建设周期平均压
缩150天以上。

2018年以来，累计组建
服务专班30个，选派首席服
务官 32人、专职联络员 32

人，推动实施合计投资 660
亿元的上汽乘用车基地、宇
通二期、京东亚洲一号、中铁
高端智能化装备产业园、海
尔创新产业园、郑煤机产业
园、中关村产业园、生物医药
产业园、经开综保区、陆港物
流枢纽、科技创新载体、冷链
物流等单个投资超 20亿元
的重大产业项目33个，累计
完成投资 327亿元。同时，
大力推进安置住房、城市道
路、绿化景观、生态水系、配
套设施、电力设施、教育文
化、租赁住房、滨河新区十类
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工程建
设，累计完成投资438亿元，
全区城市环境大幅改善，成
为郑州市城市环境公众满意
度调查进步最大的城区。

为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再提速，
经开区积极探索“工业标准地”供
地，目前已成交3宗共215亩工业
标准地，均采取“标准地+承诺制”
方式供应，有效打破了传统土地
要素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减轻了
企业负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
本。同时，大力推广“区域评估机
制”，出台《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
区域评估实施方案》，在区内选定
3个区域共计2000余亩土地开展
评估试点工作，通过承诺审批制、
“标准地”出让、区域评估评审等
一系列审批方式创新，显著提升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

经开区还在新基建、5G网络
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主动作为，
谋划新基建项目五大类 36个项
目，总投资 255.7亿元，已全部纳
入郑州市新基建项目库，其中 25
个项目已实现开工建设。建立
“经开区5G项目库”，完成河南昇
阳5G直播电商孵化基地、森源5G
智慧灯杆及监控系统、郑州大信
5G+家居行业大数据中心等9个项
目征集上报工作。谋划全区新能
源充电设施建设规划，与星星充
电、特来电、铁塔等多家充电桩运
营公司对接，积极引导参与区公共
区域内充电桩建设，已完成3家充
电运营企业申报省充电站运营管
理目录工作。与郑州联通签署
“5G引领数字经济转型示范区”建
设合作协议，率先开启全省首个

“5G引领数字经济转型示范区”建
设，实现建成区5G全覆盖。

同时，积极推动“直播经济”
发展，参与承办的首届“世界直播
电商大会”将于 8月 18日在中大
门国际购物中心举行开幕式，届
时将现场与国内外地区连线直播
卖货，开展现场网红达人带货、中
大门线上商城直播等活动。扶持
优德传媒5G电商直播基地（河南
省首个以 5G VR直播作为试点
的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充分发挥
5G“大带宽、低时延、大连接”及
VR、AR等新技术优势，实现“产
品源+跨境平台+跨境业务+供应
链+培训+服务+N”的“6+N”发展
模式，将其打造为郑州联通5G应
用实践基地。

为积极推进工程建设审批制
度改革，经开区制定印发《经开区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升
方案》，总结模拟审批经验，大力
推进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的立项用地、工
程建设规划、建设许可、竣工验收
4个阶段，目前均采用了“一张表
单”申请模式，4个阶段共计70项
区级审批事项均在工改系统上运
行。其中，第二阶段启用联合会
商模块，加快审批进程，多规合
一、多测合一、联合验收等均已得
到落实。目前，全区一般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周期已经压缩至 35~
49个工作日。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经开区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效的
办事效率、暖心的便民服务有力
助推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开区上半年经济运行稳
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全部实现
由负转正，稳住了经济运行基本
盘，在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质量
发展考核评价中排名第一，发
挥了支撑郑州发展的“四梁八
柱”作用，用实际行动交上了半
年的合格答卷。其中招商引资
取得突破，在疫情防控期间签
约项目居全市最多，1~7月共谋
划重点项目近 70个，正式签约
项目 22个，签约金额 430亿元。
其中，滨河国际新城地标及商业
综合体金鹰国际项目投资 150

亿元；郑煤机工业产业园项目、
富泰华 5G手机精密机构件项目
总投资分别超 30 亿元；“跟谁
学”中原总部项目、东风日产郑
州发动机工厂扩能项目总投资
分别超 10亿元。谋划储备一批
优质项目，投资 40亿元的小鹏
新能源汽车项目、投资 30亿元
的迪信通 5G基地项目等已进入
协议洽谈阶段。

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而是“简政放权”“为民服
务”的理念精髓和“最多跑一次”
“就找一扇窗”等切实举措,是不
断增强竞争软实力的内生动力。
服务无止境，优化营商环境一直
在路上，经开区将持续用一流的
营商环境唱响“经开品牌”。

实现个体营业执照“秒批、秒办”

以首席服务官制度推动项目建设大提速

统筹推进新兴领域战略布局

优化营商环境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