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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 526 项涉企许可事项实施“证照分离”

上
“豫事办”，
800 个事项全省通办
全省市场主体 833.2 万户
居全国第五
据介绍，
“两条例”颁布实施以
来，从 2020 年营商环境评价结果
看，河南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15 项指标改善较大，接近国内
前沿水平的优势指标增加到 6 项。
报告指出，我省市场环境持续
优化。放宽市场准入，我省实行
“非禁即入”，鼓励各类主体依法平
等进入市场。营商环境评价调查
显示，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民间
投资准入门槛明显降低。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
子化、企业登记实名验证、住所申
报承诺制、企业简易注销等改革，
对全省 53 个部门的 526 项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实现
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省、市、县三
级全覆盖，重点领域反垄断和反不
正当竞争执法案件数量连续 7 年
全国领先。

昨日，记者从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获悉，会议听取了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和《河南省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报
告显示，我省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教
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民间投资准入
门槛明显降低，全省 53 个部门 526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现“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同时，我省做好减税降费，打
好税费减、免、缓、降、返政策组合
拳 ，2020 年 实 现 减 税 降 费 800 亿
元。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全省实有
市场主体 833.2 万户，居全国第五
位，同比增长 9.5%。

“豫事办”用户突破 5600 万，800 个事项全省通办
我省政务服务效能也在持续
提升。报告提到，我省全面推行
“网上办、掌上办、预约办”服务，全
省不见面审批事项占比 85.22%，
行政许可事项承诺办结时限比法
定时限压缩 71.16%。
“ 豫事办”注
册用户突破 5600 万，3800 个高频
应用实现“掌上办”，800 个事项实
现全省通办。
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将“单
件事”向“整件事”集成，整合申请
表单、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事时
间、再造办事流程。郑州市梳理
393 项公民个人“一件事”，已上线
运 行 288 项 ，申 报 材 料 压 缩
58.70%，办事时限压缩 87.80%，跑
动次数压缩 82.79%。推行“首席

服务官”
“服务管家”等做法，3.8 万
名干部参与“万人助万企”活动，累
计包联企业近 5 万家，企业办事更
加便利快捷。
同时持续开展“减证便民”，省
级 22 个部门 160 个事项全面推行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解决办证
多、办事难、
多头跑问题。
法治环境方面，我省推动“互
联网+监管”
“ 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信用监管等，跨部门联合抽查
清单扩展至省级 27 个部门。
全省涉企案件平均审理用时
47.1 天，较去年同期减少 22.2 天，
一年以上未结执行案件由去年同
期的 1522 件下降到 334 件，同比减
少 78.06%。

加快建立全省统一的
市场主体维权服务平台
营商环境
“优”
无止境。针对
“两条
例”
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执法检查组建
议，健全和落实营商环境协调联动制
度、
营商环境考核评价制度、
奖惩制度、
特邀监督员制度等，
加快建立全省统一
的市场主体维权服务平台，
做到接诉即
办，
完善市场主体维权长效机制。
提高项目审批效率，推行一次性
申请、一站式办理、全程网上办模式，
规范预先审查、
施工图审查等环节，
减
少隐形审批。加强政府部门预算管
理、
审计监督、
诚信监测、
失信追责，
加
大对违约毁约、
拖欠账款、
不兑现招商
引资承诺、拒不执行司法判决等行为
的惩戒力度，杜绝新官不理旧账。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营造便捷
高效政务环境。以“一网通办”改革
为抓手，将职能部门办理的“单个事
项”集成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视角
的“一件事”；着力推进政务大数据中
心建设，推动各部门、各层级数据信
息应上尽上、互联互通，打通数据共
享堵点，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加快形成“掌办优先、网办为辅、
窗口兜底”的良好局面。

我省将再取消一批证明事项
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清单以外的证明材料
本 报 讯（郑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李
娜）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
开展“减证便民”行动，优化营商环
境，昨日，记者从河南省政府获悉，
我省印发《进一步做好证明事项清
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清理范围、
清理原则以及清理要求。
通知明确，证明事项清理范围
包括：省直各部门（含法律法规授权
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
等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时要求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的需要由
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构出具、用以
描述客观事实或者表明符合特定条
件的证明材料。
通知强调，能通过个人现有证
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已采取申请
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
能被其他材料涵盖或替代的一律取

消，能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部
门间核查、网络核验、合同凭证等办
理的一律取消，开具单位无法调查
核实的证明一律取消。
在办理申请政务服务事项时，
严格按照“清单之外无证明”原则，
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清单以外
的证明材料。因法律、法规立改废
释需要增加或者调整证明的，要及
时按照程序进行增加或调整。

我省规范省直单位参保登记

养老、工伤保险
多个账户只留一个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
娜）昨日，省社会保险中心发出通
知，为切实维护参保职工的合法权
益，实现在职职工应保尽保，将进
一步规范省直单位社会保险参保
登记工作。
通知指出，在省本级参加工伤
保险，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
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参保单位），统
一增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账户。
为减轻参保单位事务性负担，由省
社会保险中心通过现有数据信息
直接为企业办理养老保险参保登
记，单位不需再提供相关资料。
同时，同一单位在省本级开设
多个企业养老保险账户或工伤保险
账户的，由参保单位确定保留一个
企业养老保险账户或工伤保险账
户，其他养老保险账户或工伤保险
账户的全部参保人员合并至确定
保留的企业养老保险账户或工伤
保险账户后做注销处理。办理注
销登记时，由省社会保险中心直接
办理，
各相关单位不再提交资料。

我市发布重污染天气
橙色预警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
其娟）记者昨日从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了解到，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省气象台和省环境监测中心联
合会商结果，11 月 25 日至 29 日，我
市将经历一次中重度污染过程，经
市政府同意，决定发布重污染天气
橙色预警，11 月 24 日 8 时启动Ⅱ级
响应措施。
预警期间，生产过程中排放大
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各类工地
等，自觉调整生产工期，减少涂料、
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
材料及产品的使用。工业企业按
照“一厂一策”实施停产或限产，并
按要求停止运输。豁免及未纳入
管控的企业污染物排放量较预警
前不得上升。
全市停止建筑拆除施工，停止
开挖、回填、场内倒运、掺拌石灰、
混凝土剔凿等土石方作业,停止室
外电焊、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
浆等作业（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全 市 停 止 渣 土 运 输 ，商 砼 罐
车、建筑物料运输车、装饰建材物
料运输车、散装水泥运输车、砂石
运输车停止使用（纯电动除外，经
批准的项目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