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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严控对重点企业的检查
112 名野服务特派员冶帮企业解决问题 400 余个

2010 年 6 月 22 日袁叶 大河报曳以
整版篇幅报道了长葛市推广一费制尧
统一各种行政收费的做法袁一时间袁全
国各地纷纷前来考察学习遥 长葛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尧长葛市野 一费
制冶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李全升说袁野耶 一
费制爷 施行后袁 各种规费的收取公开
了尧透明了袁企业老板对于该交哪些费
用尧交多少费用都心中有数了遥冶目前袁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野 一费制冶改革正
在全市稳步推广遥

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中袁许
昌市不断加大服务创新力度袁 努力以
服务方式的创新促进领导方式和工作
方式的创新遥

政府的野 特派员冶
为企业办实事

贾顺昌是许昌市人大的重点项目
服务特派员袁 连续两年被派往许昌烟
机公司技改项目开展工作袁 他自觉融
入企业袁协调办理审批手续袁还帮助项
目单位协调解决生产用气尧噪音处理尧
残疾人上访尧 职工子女就学等实际问
题袁感动了烟机公司上上下下遥烟机公
司员工深有感触地说袁野 这样的服务特

派员袁在不拿企业一分钱尧不得一点好
处的情况下袁 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来做袁真心实意为公司办实事尧办好
事袁真正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遥 冶

在许昌袁 像贾顺昌这样的特派员
还有很多遥 重点项目服务特派员制度
是许昌市提升重点项目监察效能和服
务效果的重要尝试遥 为提高重点项目
服务水平袁 切实解决重点项目推进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袁结合 2010 年重点工
作袁许昌市纪委监察局与市委组织部尧
市发改委沟通协调袁 进一步完善了重
点项目服务特派员制度袁修订了叶 许昌
市重点项目服务特派员制度暂行办
法曳和叶 许昌市重点项目服务特派员管
理办法曳袁特别是探索建立重点项目服
务特派员考核激励办法袁 促使服务特
派员深入项目建设一线袁 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袁 有效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及
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袁
为项目建设单位营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遥 在 2009 年服务特派员工作基础
上袁又选派了 26 名服务特派员分赴全
市 29 个重点项目袁 至今两批共派出
112 名服务特派员袁 为项目建设提供
全方位服务袁 共为 114 个重点项目协
调解决涉及行政审批尧 周边环境等方
面的问题 400 余个渊 次冤袁使 31 个重点
项目提前或按期竣工遥

严禁进行
多头检查尧重复检查

在坚持首位负责尧限时办结尧预约
服务尧上门服务尧延时服务尧重点项目全
程代理等服务制度的基础上袁积极探索
建立了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制度和行政
审批野 直通车冶尧野 一表通冶服务措施袁先
后为河南龙成集团尧中原电器谷渊 许昌冤
温州电器产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尧
许昌市高级技工学校等 200 家省市重
点项目渊 企业冤提供了野 联审联批冶尧野 直
通车冶尧野 一表通冶服务遥 同时袁把对各职
能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再次清理袁
把行政审批办理承诺时限由过去的按
工作日调整为按日历时间办结袁对有收
费幅度的审批项目一律按下限执收袁进
一步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和综合服务
水平袁优化了政务环境遥

为有效控制和规范行政职能部门
的执法行为袁真正为企业渊 项目冤建设
营造良好执法环境尧最佳服务环境袁许
昌市还建立了重点企业渊 项目冤检查备
案制度袁 要求各职能部门在对重点项
目实施行政检查前袁 必须报经市政府
分管领导同意袁并报市大项目办尧市优
化办备案遥同时袁严格控制对重点企业
渊 项目冤的检查次数遥 严禁借机扩大检

查范围袁严禁超限期实施检查袁严禁对
同一项目尧同一事项进行多头检查尧重
复检查遥检查活动结束后袁市优化办还
要深入重点企业渊 项目冤 单位征求意
见袁 对职能部门是否依法依纪实施检
查组织专项评议袁 评议情况作为职能
部门服务经济发展环境季度考评的重
要依据之一遥

许昌市纪委监察局还建立完善了
重点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监测点制度尧
重点项目建设环境定期督察制度尧重
点项目检查备案制度袁 开展了集中整
治重点项目渊 企业冤周边环境活动袁为
项目建设尧企业生产营造了良好环境遥
他们每半月对 82 个城建重点项目环
境和效能问题督察一轮曰 并对作风不
实尧 执行不力的 90 个单位尧294 名干
部实施责任追究遥

2010 年袁许昌市先后荣获野 河南省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先进单位冶尧野 河南省
优化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环境零阻工先
进单位冶等荣誉称号遥 全市生产总值突
破 1300 亿元袁增长 13%遥 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 57.4亿元袁增长 22%遥

新密市曲梁服装工业园素有野 郑州裤都冶和野 中国男裤
之乡冶之称袁是河南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遥 2006 年袁河南原
省委书记徐光春批示成立野 郑州曲梁服装工业园区冶曰2010
年 8 月袁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到园区调研袁希望园区打造成
为享誉全国的裤都遥在两任省委书记的大力支持下袁郑州曲
梁服装工业园区于 2011 年 1 月正式升格为野 郑州裤都冶遥

随着全国服装交易中心尧中国服装会展中心尧全国服
装研发设计中心大厦在新密市曲梁服装工业园区的全面
开工建设袁 特别是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集团市场联盟的成
立袁新密曲梁服装工业园区的野 裤都冶形象更加清晰遥

野 为整合全国中小纺织服装企业资源袁 共同打造全国
服装一级批发市场袁 扩大市场销售平台袁2000 家联盟企业
即将入驻并将产品直销全国市场袁年销售额可达 300 亿元
以上袁在全国乃至亚洲市场都具有巨大的竞争力袁园区将
成为中国裤都遥 冶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集团市场联盟常务副
主席秦建华说遥

加入市场联盟尧 提供货品在服装工业园区销售的企
业袁都可享受到代销货品 50%价值的借款优惠袁并免其商
铺租金尧水电费尧物业管理费尧仓储费尧住宿费遥 入驻服装企
业租赁厂房及职工住宅袁服装工业园区免前两年租金遥 加
盟企业还可委派一名导购员和两名售货员参与经营袁由服
装工业园区承担其工资及食宿费遥 销售货品由服装工业园
区统一管理袁统一收款袁每月结算袁只按销售额收取 5%的
服务费遥 开业期间袁出资委托各省市服装商会袁组织当地的
服装市场商户到服装工业园区选购一级批发货品袁往返车
票全额报销袁免费在园区酒店食宿遥

园区还出资委托银行为生产企业办理生产设备及经
营资金贷款袁贷款手续简便袁生产企业只需提供 5 名成年
人签名保证贷款人按期还款袁银行即可在 3 个工作日内放
款遥

另外袁 凡各地服装生产企业租赁厂房及职工住宅袁都
将享受免交两年租金的优惠曰其次是郑州裤都出资委托银
行为生产企业办理生产设备及经营资金贷款袁 手续很简
便袁银行 3 个工作日内即可放款遥 园区被录用员工享有养
老保险金尧医疗保险金尧失业保险金 袁购买 120 平方米住
房袁服装工业园区补贴 30%房款袁首付房款只交 3 万元袁余
下房款在每月工资中还 30%袁并且子女入幼儿园及小学免
交学费遥

深圳葵牌服饰有限公司是落户的转移企业遥野 受人民
币升值尧土地资源成本上升尧劳动力和面辅料成本上涨的
影响袁南方的服装企业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都受到很大的
冲击袁生存困难袁很多企业都选择了向内地转移遥 冶厂长邵
俏祯说袁野 正焦头烂额的时候袁我们发现了曲梁袁经过比较
考察后袁我们最终选择在这里落户发展遥 而今袁成本较以前
下降了 30%左右遥 冶

野 曲梁服装工业园区发展潜力大袁一定要做大做强遥 冶3
月 29 日袁河南省省长郭庚茂调研时说遥 他要求曲梁服装工
业园区要与郑州市区的建设连为一体袁将园区打造成为现
代化都市遥

野 市场联盟冶
破解服装产业瓶颈
新密曲梁服装工业园
打造野 中国裤都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河南消协为消费者
挽回巨额经济损失

河南省消费者协会 2010 年共受
理消费者投诉 69977 件袁 解决 68444
件袁解决率 97.8%遥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 14592248 元袁 其中因经营者有
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 167
件袁加倍赔偿金额 452631 元遥 省消协
副秘书长王伟表示袁今年将继续加强
消费者投诉受理工作袁切实为消费者
排忧解难遥 渊 王少华冤

河南谋划 230 项
国外人才引进项目

3 月 16 日袁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与河南省外国专家局在郑州
召开全省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会议,会议
总结了野 十一五冶期间全省引进智力工
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袁 同时对 2011 年
引智工作作了具体部署遥 2011 年河南
省还将完成 230 项国外人才引进项目袁
重点支持现代农业尧高新技术产业和节
能环保产业等三大领域遥 渊 徐培鸿冤

文化产业对接资本市场
研讨会召开

3 月 26 日袁 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
会与郑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在郑州建
国饭店举办了野 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对
接理论研讨会冶袁有关领导尧专家学者尧
企业家和媒体记者近百人参加遥与会专
家认为袁要积极在全省范围内发展一批
文化产业的小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袁通
过文化产业的多层次交易平台袁提高文
化产业的融资能力遥 渊 王少华冤

嵩县工商局
野 打假冶净化市场环境

河南 省嵩县 工 商 局 严 厉 打 击
假冒伪劣袁净化市场环境袁近日该
局在城区繁华地段设置真假产品
咨询台袁向过往群众宣传各类商品
的可信度与假冒商品的辨别方法袁
并将一年来收缴的各类假冒伪劣
商品 1200 余件在纸坊河滩就地焚
毁遥

渊 刘晓声 刘建军冤

优化环境看河南

本栏目由
河南省优化办 协办

许慎故里

中原明珠

漯河市召陵区姬石镇位于市区东部袁 是文宗
字祖许慎的故里遥 许慎于公元 100 年著 叶 说文解
字曳遥 原本一个偏远尧闭塞尧落后的农业小乡袁现在
已发展成为区位优势明显尧交通方便快捷尧经济快
速发展的典型近郊乡镇遥 2007 年尧2009 年两次被
命名为野 漯河市五好乡镇党委冶曰2005要2009 年连
续五年荣获野 漯河市平安建设先进乡镇冶曰野 软环
境冶日趋良好袁招商引资效果显著袁短短几年间袁先
后引进各类项目 20 多个袁 总投资 30 多亿元遥
2007要2009 年袁 项目建设工作连续三年保持全区
前三强曰2007 年砖瓦窑场整治过程中袁乡党政班子
荣立野 集体三等功冶曰2009 年荣获野 全国第二次经济
普查工作先进集体冶尧野 河南省文化先进乡镇冶等荣

誉称号曰同年 12 月袁成功通过河南省文明委的考
核验收袁荣获野 河南省文明村镇冶称号袁成为召陵区
成立以来首个省级文明乡镇遥 2009 年漯河市乡镇
经济发展工作考评中袁 姬石乡以 3 年跨越 8 个位
次的速度袁跨进了全市十强乡镇行列遥 此外袁安全
生产尧新农村建设尧计划生育等工作都连年保持全
市先进位次遥

2010 年 12 月袁 姬石乡成功实现撤乡建镇袁站
在了新的发展起点遥 2010 年袁全镇完成工业增加值
10.5 亿元袁是野 十五冶末的 2.5 倍曰完成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9.86 亿元,是野 十五冶末的 3.6 倍;农民人均纯
收入 8100 多元,是野 十五冶末的 2.52 倍;城乡居民储
蓄额达 1.76 亿元,是野 十五冶末的 2.4 倍;地方一般预

算财政收入突破千万元大关,是野 十五冶末的 5.8 倍遥
经济综合实力比野 十五冶期间明显增强遥

野 十二五冶 末袁 姬石镇社会总产值将达到 100
亿元袁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 20 亿元袁农业总产值
达到 15 亿元袁三产总产值达到 15 亿元袁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 2.5 万元遥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
2000 万元遥小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2 万人袁流动人口
达到 7 万人袁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市尧区规定标
准内遥

在社会发展方面袁社会保险尧保障体系更加完
善袁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尧合作医疗尧养老保险袁
安全饮水人口覆盖率达到 100%袁镇区面积达到 4.5
平方公里遥

撤乡建镇仪式揭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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