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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卢氏县纪检委在优化经济环境发展工作
中，坚持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生产、有利于社会和
谐的工作理念，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全力打造亲商、爱
商、惠商、护商的良好社会环境。

访企问需，排忧解难。协调有关部门为窑峪矿业、洛神
生化等 28家企业担保贷款 4200余万元，协调县国税局、地
税局、国土局等有关部门为天雨矿业公司降低了 3项收费额
度，每年可为该公司减轻负担 200余万元，为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储蓄了后劲。对全县 2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 21个在
建项目在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逐个走访座谈，并及
时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了五里川氧化钙公司原料供应不
上、新苑锰业资金周转困难、中国黄金集团中原矿业公司通
信受阻等问题 17件，确保了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正常运转。
在服务措施上，实行了代理服务制、项目申报联系办公制、
收费走下线以及选派优秀后备干部到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
资一线开展工作等机制，有效地推进了项目建设的顺利实
施。全县 89个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 27.6亿元。其中市定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 21.9亿元。

卢氏县纪检委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严肃
查处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经济发展环境案件，为经济发展
“活血化瘀”。去年至今，收集意见建议 45条，接到各类涉
及经济发展环境及效能建设问题投诉 33 起，处理 23 起 26
人。其中经济“110”办公室接到投诉 17 起，查处 17 起，
党政纪处理 6人，为企业和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39.2万元。

（刘晓声 董建华）

“行政效能电子监察系统是以科技防治腐败的有效手
段。”在 4月 20日召开的河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会议
上，河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优化办主任王流
章表示，“6月底前要完成全省行政效能电子监察系统基本
架构建设，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视频监控电子监察子
系统联网运行，年底前建成全省行政征收、行政处罚子系统
入网运行。省市县三级所有具有行政审批、行政征收、行政
处罚职能的部门，除经保密部门确定的涉密事项外，都要按
照‘应上必上’的要求，把涉及的行政事项全部纳入电子政
务系统运行管理，纳入行政效能电子监察系统实施动态性跟
踪监察。”

记者还从会议上获悉，2010 年，河南省统一立项对 35
个重大在建项目实施综合治理，着力优化项目建设内外部环
境。全省共解决影响工程建设的问题 2125个，挽回经济损
失 17541万元。公安机关牵头，优化办组织协调，加大力度
治理影响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周边治安环境，全
省查处案件 3993起，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2404人。督察组走
访 60家监测点企业，企业反映的 46个问题全部解决；行政
服务大厅一年来累计办理事项超过 1500万件次，承诺时限
内办结率达 97.3%；严查影响经济发展环境案件，立案查处
4555起，使欲撤资企业转而扩大投资 6亿多元

据介绍，2011 年，河南省还将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
清理审批收费项目。全省公安、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文化、民政、卫生、盐务 8 个系统，将被
列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重点，对其开展行政处罚裁量标
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工作，严肃查纠行政执法管理中
的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假借执法之名行“创收”之实的问
题。在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管理方面，要求做到 “一个窗口
对外、一个机构履职、一枚印章审批”，把行政审批事项
全部纳入中心 （大厅） 办理，其中河南省政府行政服务中
心要确保在今年上半年投入运行。

（王少华 张金磊）

4 月 29 日，2009—2010 年度河南省省管企业劳动
模范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在省人民会堂召开，来自省管
企业的 60名劳动模范和 40个先进集体受到表彰。河南
省副省长陈雪枫，省政府国资委党委书记、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申振君，省总工会副主席马露霞等领导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国资委主任肖新明主持会议，副主任赵文明
宣读了表彰决定。 （杨鹏飞）

4月 22日，在第 42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郑州市“十二五”节能减排启动仪式在
中原首家建设部绿色建筑示范楼———河南科达节能环保有限公司“双零楼”举行。郑州市
有关领导、企业代表、媒体记者等 100多人出席了启动仪式。
图为河南科达节能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开碇代表企业发言 杨鹏飞/摄影报道

河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调整案件管辖范围

【本报郑州讯】近日，河南省人社厅研究决定调整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管辖范围，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管辖范围包括中直、省直驻郑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
任制公务员之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与聘
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等事件。河
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10年 5月 4日正式
成立，常务副省长李克任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史济春任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王少华）

近年来，开封市委、市政府抢抓
省委、省政府建设中原经济区、持续
推进郑汴一体化发展、把郑汴新区打
造成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的重
大机遇，坚持靠改革消除弊端、靠开
放聚集资本、靠发展破解难题、靠实
力赢得尊重，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又
好又快跨越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经
济指标增幅保持全省前列，经济发展
速度连续三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许
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开封市要坚持不懈优化经济发
展环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他们始
终坚持把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作为推
动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内，坚持把软
环境建设作为硬任务，以硬手段治理
软环境，坚决查处损害经济发展环境
的案件，使广大投资者安心、舒心、放
心；对外，有力、有序、有效地加强对
外宣传和舆论引导，积极、主动、充分
地运用各种节会、文化交流等平台，
着力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的
客商了解开封、关注开封、投资开封。
2010年，开封入选中科院未来十年中
国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并被河南省
人民政府评为全省对外开放先进市，
开封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
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封
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被文化部命
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随着
城市品位、对外影响的不断提升，古
城开封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为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在开封这块土
地上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发
展平台。

实行涉企收费“一费制”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是一项长期
性的系统工程。他们在抓好常规工作
的同时，围绕构建优化环境“大格
局”，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
优化办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齐抓共
管”的工作机制，重点做了四个方面
的工作。

实行涉企收费“一费制”。2009
年，为规范收费行为，减轻企业负担，
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开封市涉
企收费“一费制”暂行办法》，在相关收
费项目征收主体不变、性质不变、用途
不变的前提下，将企业按规定应该缴
纳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涉及行政
审批前置条件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按
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下限，统一审
核，一次性收取。“一费制”严格遵循
“缴费程序要简便、缴费次数要集中、
缴费项目要减少、收费标准要降低”四
个原则，真正做到让企业明明白白缴

费，从根本上杜绝了“乱收费”现象，进
一步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目前，全
市189家企业、5所学校和9个建设项目
纳入“一费制”管理，两年来每年为企
业减负967.96万元。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一条龙服务”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是建设服务
型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2003年元
月，开封市县两级分别建立了行政审
批服务中心，其中市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办公区面积为1000平方米，将27个
职能部门的565个审批事项纳入中心
办理。2009年，市行政服务中心进行
了扩建，实行了“两集中两到位”工作
机制，即每个行政职能部门增加一个
行政审批科，所有的审批事项集中到
审批科，审批科搬迁到行政服务中心
集中办公，进一步清减审批事项，优
化固化审批流程，实现了所有审批事
项在行政服务中心办结。扩建后的行
政服务中心办公区面积达到3000平
方米，入厅职能部门增加到44个，行
政审批事项由2002年的1485项压缩
到现在的182项，达到了“一条龙服
务”、“进一个门办结”的目的，方便了
企业群众，提高了办事效率。

查处违反
工作纪律人员670人

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
率、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深入开展
“两转两提”、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
根本保证。从2003年开始，开封市连
续8年在全市上下开展了万人评议机
关评议行风活动，群众当考官，机关
干部为考生，作风怎么样群众说了
算。截至目前，已收集评议代表提出
的热点难点问题2000多个，部门和行
业提出整改措施近3000条，帮助群众
解决问题2600多个。2007年，他们下
发了以禁止工作日午间饮酒、杜绝上
班时间上网聊天为主要内容的“六条
规定”，截至目前，共查处违反工作纪
律人员670人，通过通报批评、新闻媒
体曝光等，有力地促进了作风的转
变。为着力解决工作落实不具体、不
深入、不精细等问题，从去年12月中
旬开始，结合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和深入落实省委卢展工书记提出的
“三具两基一抓手”工作方法，市委在
全市启动了为期8个月的集中整顿干
部作风活动，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切
实优化干部作风。同时严厉惩治损害
发展环境的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影响开封形象、破坏发展环境
的行为，坚持依纪依规严肃查处。
2010年，全市受理损害经济发展环境
案件线索408件，立案331件，组织处理
29人，党政纪处分278人，起到了有力
的威慑作用，净化了企业发展环境，
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项目代理制”
提供全程代办服务

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基础上，开
封市在全省率先推行了“项目代理
制”，项目代理办公室通过召开联席
会议的形式，开展项目联审联办，提
供全程代办服务，行政审批办事时限
缩短到原来的1/3；建立了“绿卡”服务
企业制度，86家企业享受35个职能部
门提供的129项服务，提升了服务水
平；制定了《开封市优化重大项目建
设环境的若干措施》，贴近一线为项
目建设提供“零距离”服务，得到了企
业的拥护和支持。良好的经济发展环
境，不断释放出筑巢引凤的“洼地”效
应。近年来，开封市成功引进了晋煤
集团、奇瑞汽车、中平能化集团、河南
煤化集团、北大方正集团等一批战略
投资者，累计引进国内500强企业15
家，实际利用市外资金近千亿元，实
施亿元以上重点项目322个。其中，
2010年全市新签亿元以上项目123
个，总投资649.2亿元，新开工亿元以
上项目108个，实际利用外资12882万
美元，增长71%。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
市，古都开封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开封将
一如既往地营造尊商、重商、亲商、安
商、富商的良好环境，以一流的环境、
一流的作风、一流的效率为企业和投
资商提供优质服务，把开封打造成为
全面开放、投资密集、合作广泛、兴业
发展的内陆开放高地。

开封，古称汴梁、大
梁、汴州、东京、浚仪、祥符
等，简称汴，地处中原腹
地、黄河之滨，迄今已有
2755 年的城市建城史、
2300余年的建都史，素有
“七朝古都”之称，具有“文
物遗存丰富、城市格局悠
久、古城风貌浓郁、北方水
城独特”的显著特色。开封
现辖 5 县 5 区和开封新
区，总面积 6444 平方公
里，总人口 518.5万。开封
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和我国八
大古都之一，是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中国菊花名城、
中国书法名城、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也是国
务院确定的比照实施振兴
东北地区有关政策的中部
老工业基地城市、中原经
济区核心城市、全省文化
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
试点城市、旅游景区管理
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文化
产业改革发展试验区。

连续 8年万人评议政府作风
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刘长春：坚持不懈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卢氏县全力打造亲商、爱商、
惠商、护商的良好社会环境

经济“110”
接投诉 17起查处 17起

河南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即将投入运行

严查“借执法之名
行创收之实”

“福布斯”中原经济区
城市投资与发展论坛召开

【本报洛阳讯】4月 20日，2011“福布斯”中国中原经
济区城市投资与发展论坛在洛阳举行。学者从宏观角度
思考中部崛起，汇聚国有企业、跨国公司高管及民营企业
家，探讨产业转移、中部崛起背景下企业在中原经济区的
发展机遇。洛阳市委副书记魏小东、李兴太结合洛阳实
际，向各位来宾介绍了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完备的基础
产业、丰富的矿产资源等“三宝”优势，还有近几年的发展
情况以及今后的布局谋划。 （刘晓声）

郑煤机出口俄罗斯
成套机械化采煤设备联调成功

【本报郑州讯】4月 23日，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装厂，我国首套出口俄罗斯大倾角成套机
械化采煤设备联调圆满成功。

据了解，自 2005年以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连续向
俄罗斯别龙集团出口了两套综采液压支架，此次是双方
第三次合作，也是郑煤机公司第六套出口俄罗斯的煤矿
综采装备。它的成功研发和使用，对推动中国煤机行业
进一步走出国门、装备世界，对推动俄罗斯煤矿综合机
械化开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都将产生重要而深远
的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 （王少华）

义煤集团年生产能力 120万吨
新义煤矿竣工投产

【本报洛阳讯】4月 28日上午，义煤集团新义煤矿竣
工投产庆典仪式在河南省新安县隆重举行，河南省政府
副省长陈雪枫、洛阳市政府市长郭洪昌、河南省煤矿安
全监察局局长牛森营等出席庆典仪式。新义煤矿是河南
省重点建设项目，位于洛阳市新安县境内，井田面积
42.7平方公里，可采储量 1.1亿吨，由郑州煤矿设计研究
院设计，年生产能力 120万吨，服务年限 67年。煤矿矿
井采用立井两水平上下上开拓、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
总投资 10.7亿元。 （杨鹏飞）

核污水处理新技术
“催化生物陶”项目漯河投产

【本报郑州讯】4月 20日，河南省漯河市政府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用于核污水处理的新技术———催
化生物陶生产项目，将在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南天
源环保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批量生产。

据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分析技术重点
实验室 2011年 4月 13日的检测显示，利用这种新材料
过滤放射性高达 185万贝克/升的碘原125废水，仅用 5
分钟的水力停留时间，放射性碘原125去除率高达 92%。

（鲁朝晖）

河南煤化建设公司
四工法被评为煤炭行业级工法

【本报鹤壁讯】在近日中国煤炭建设协会组织的
2009—2010年度煤炭行业级工法评审中，河南煤化建设
公司共有四部工法获评煤炭行业级（部级）工法。

这四部工法分别为该公司下属子公司国龙矿建完
成的《岩石平巷施工工序转移分区快速施工工法》、《立
井井筒装备安装施工工法》，富昌公司完成的《立井深厚
流砂层置换注浆法钢筋水泥帷幕施工工法》、《立井井外
第三系深厚含水层疏干降水施工工法》。其中，有三部工
法已被推荐参评国家级工法。 （杜海江 李传杰）

地方名片

本栏目由河南省优化办协办

发展环境
也是生产力，一
个地方经济能
不能快速发展，
具备一个良好
的发展环境至
关重要。

优化环境看河南

开封市委书记刘长春（左二）到企业调研

河南表彰 60名省管企业劳动模范
和 40个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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