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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记者从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获悉，自挂
牌以来，郑州自贸片区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加快开放通道载体建设，在提升投资
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产业集聚方面取
得了明显成效。截至10月底，郑州片区
新增注册企业 36704家（约占同期全市
新注册企业的近1/4），注册资本4030亿
元。其中，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5家，
注册资本58.4亿元，市场活力竞相迸发。

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优化企业注册
流程，到持续提升通关时效、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再到创新金融、法律服务解决企
业各项商事纠纷问题……河南自贸区郑
州片区众多创新举措服务于企业发展的

方方面面。
在政务服务体系方面，全力推进以

“一次办妥”为核心的政务服务改革，探
索“二十二证合一”，以“减证”带动“简
政”，赢得了广大企业的认可。10月 10
日，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综合服
务中心，创业者代表填了一张承诺书取
代证明材料，便提前7个月顺利办完了公
司注册手续。在自贸区实行企业住所
（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度大幅度降低了
创业门槛、压缩了企业开办时间。10月
22日，在中国建设银行郑州自贸区分行，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政银合作直
通车”核心工程正式上线，企业除了可以
在工商窗口办理营业执照外，还可在银

行自助打印营业执照，这一功能在全国
自贸试验区尚属首例。

此外，在监管服务体系方面，郑州自
贸片区推动海关监管制度创新，对进出口
食品、农产品及水产品由“批批检验”变为

“双随机”布控检验，对特殊生鲜冷链货物
实行“提前报关、货到验放”“机坪理货、机
坪验放”快速通关模式，实现“提速、减负、
增效”。

今年3月份，郑州自贸区片区首个仲
裁案件开庭审理，运用仲裁方式解决商
事纠纷，很好地保护了市场各类商事主
体。为了保障国际贸易秩序、稳定经济
发展环境，全面提升法治服务水平，郑州
仲裁委国际商事仲裁院正式入驻郑州片

区综合服务中心，郑州知识产权法庭揭
牌成立，探索开展了调解与仲裁、仲裁与
诉讼相衔接的新型服务模式，尝试引入
小额诉讼程序及诉前调解程序，真正实
现了“简案快审”。

全力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河南自贸
区郑州片区内中原银行、郑州银行等机
构利用自贸试验区平台实现业务创新突
破，飞机等大型设备租赁、重大技术装备
保险等金融创新业务快速发展。郑州商
品交易所 PTA 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获
批，期货国际化迈出一大步。

未来，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将继续
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为更多企业发展带来新动力。

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新活力

全市近1/4新注册企业落户郑州自贸片区

11月 16日—11月 18日，2018年度“微
笑列车”活动在郑州市二院举行。傅豫川、
朱洪平等 11名国内唇腭裂修复领域知名专
家，为25名唇腭裂患者实施了免费手术。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活动还通过手术
直播和现场观摩的形式，让来自安徽、河北项
目合作医院的42名学员进行学习和观摩。

此外，作为活动的形象大使，2017年环
球小姐中国区总冠军秦美苏前来站台，与唇
腭裂患儿开展互动。她说：“我相信可以以
我的正能量、我的笑容，去影响更多的人积
极参与到‘微笑列车’的慈善事业中来。”

然令人悲痛的是，2018 年 10月 21日，
王嘉廉与世长辞，告别了他一生致力的慈善
事业。

“你从太平洋彼岸走来，只为用你的博
爱足迹夯实我十九年的原野，收获天地间万
物的笑颜……”在集中手术活动启动仪式
上，傅豫川教授满怀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
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哀思和感恩之情。

孙世龙说，这次集中手术活动是第 4次
停靠郑州，传递微笑，使更多的孩子重绽笑
颜，无疑是对王嘉廉最好的纪念。

汪辉 陈燕 夏玮羲 文 丁友明 图

12年携手合作连续4次停靠

“微笑列车”承载起6000余名贫困唇腭裂患者梦想
11月16日—18日，由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主办，河南省慈善总会、郑州慈善总会协办，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的

2018年“微笑列车”唇腭裂患者集中手术活动——郑州站在郑州市二院开展。这是该院连续4次举办该活动。
“心存感恩、恩泽四海，感谢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若不是赶上这次免费活动，我们还是抱着孩子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办！”

启动仪式上，一位年轻的患儿家长无比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动之情。
“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由美籍华人王嘉廉倡导并发起，宗旨是为贫困的唇腭裂患者实施矫治手术。19年来，在中国实施免费手术已达39

万例，培训的医护人员万余例。
“孩子们嘴角轻轻扬起，让我们一次次见证微笑的奇迹，收获微笑的感动，延续微笑的传奇，憧憬着他们的美好未来。”郑州市二院院长孙世龙介绍，该

院口腔颌面外科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60余年的发展，该科实力雄厚，技术先进，手术修复技术在省内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自2006年该院成为
“微笑列车”慈善项目定点医院，年手术量均保持在400余例，无论是手术例数还是质量，在全国定点医院中均名列前茅，而且连续4年举办了“微笑列车”
唇腭裂患者集中手术活动，持续12年累计为6000余名唇腭裂患者免费实施了修复手术，且无一例失误，让他们重新绽放了自信与幸福的笑容。

这是一辆特殊的“列车”，它承载了贫困唇腭裂患者渴望“完美”的梦想。那么，4年来“微笑列车”停靠郑州期间有哪些感动故事？记者对集中活动及
精彩瞬间进行了梳理回顾。

首次驶来
56名患者重新绽放笑容

2015年 8月 26日，“河南‘微笑列车’唇
腭裂患者免费集中手术暨寻找幸福微笑摄影
展”在郑州市二院举行。

8月 25日和 26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
腔颌面外科主任马莲带领的医疗团队携手该
院专家，联手为来自贵州、湖北、山东等国内
8省市、56名 3个月及以上的贫困唇腭裂患
者免费进行了先天性唇腭裂和唇鼻畸形、牙
槽嵴裂、腭瘘等二期修复手术，并在活动期间
在郑州市二院门诊广场展出了 50余幅洋溢
着“幸福微笑”的公益摄影作品。

再度开进
32名患者重拾生活自信

2016 年 8月 31日—9月 2日，2016
河南国际“微笑列车”唇腭裂患者免费集
中手术活动在郑州市二院启动。

与 2015年不同的是，这次集中手术
活动延长至一个月。8月 31日—9月 30
日，国内唇腭裂顶尖手术团队前来为唇
腭裂患者免费手术。8月 30日—9月 2
日，首批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唇腭裂中心
傅豫川教授团队携手该院专家共同为
32名唇腭裂患者进行了免费手术。

三度停靠停留
37名患者收到新年礼物

2017 年 12 月 29 日，“微笑列车”免费
集中手术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市二院举
行。隆冬时节，给无数唇腭裂患者带来了
无限暖意。

这次免费集中手术活动，是3年来规模
最大的一次。国内唇腭裂手术领域的一流
团队——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傅豫川教授团
队联手郑州市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为来自全
国各地的 37名唇腭裂患者进行了修复手
术。在新年来临之际，对于这些唇腭裂患者
来说，这无疑是他们收到的最好礼物。

四次停靠
25名患者微笑传递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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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确保畜产品
质量安全，将各方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尤
为重要。近年来，结合我市实际，全市
畜牧工作者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
部门监管责任，力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畜牧业生产经营涉及畜禽养殖、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兽药生产经
营、生鲜乳收购和运输、畜禽屠宰等诸
多方面，相关生产经营者是畜产品质量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落实好其主体责任
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市采取多种举
措，督促涉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督导企业建好质量内控体系。督
导涉牧企业建立以企业主要负责人负
总责、分管质量负责人直接负责、检化
验人员具体负责的质量内控组织体系，
对照法律法规完善 10类涉牧企业 100
余项制度，督促企业严格按各项操作规
程和工艺要求组织生产，不断强化对企
业相关人员的培训，从制度上促使主体
责任有效落实。

实行企业黑名单制度。市畜牧局
制定了《郑州市饲料生产失信企业黑名
单管理制度》《郑州市饲料生产失信企
业黑名单管理制度》《郑州市畜产品质
量安全黑名单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
度，积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进企业
安全诚信体系建设。

开展企业主体责任宣传活动。我
市通过深化“五个一”宣教活动，进一步
增强企业的诚信守法意识、主体责任意
识和行业自律意识。

召开企业履责报告会。多次召开
涉牧企业履责报告会，通过企业主要负
责人交流经验、查找不足、提出建议等
方式，切实让企业认识到履行主体责任
的重要性，增强企业第一责任人意识。

落实好部门的监管责任，对于确保
畜产品质量安全不可或缺。近年来，我
市畜牧部门多个方面入手，履行监管职
责，把好畜产品质量安全关。

严把“三关”，确保生猪肉品质量安

全。严把畜禽出栏关，对出栏动物进行
检疫的同时，按照 2%的比例进行盐酸
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和沙丁胺醇检
测；严把畜禽屠宰关，全市生猪屠宰场
实行驻场监管，对进入屠宰场的生猪进
行严格查证验物、索证索票，并作好入
场数量、屠宰数量、检疫记录、“瘦肉精”
抽检、屠宰检疫以及无害化处理的记
录，严禁无检疫证明、无验讫标志的畜
产品出场；严把外埠入郑关。对外地进
入郑州的猪肉产品严格按照 3％的比例
进行“瘦肉精”抽检，并做到批批抽检，
对抽检出现阳性的，及时经郑州市畜产
品检测中心进行确证，严禁无检疫证明
的猪肉产品及抽检存在问题的猪肉产
品入郑销售。

开展畜产品及投入品质量安全监
测 ，为 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保 驾 护 航 。
2017 年 共 完 成 省、市 各 类 抽 检 任 务
2775 批次，检测项目 9796 项。外埠入
郑查验点查验车辆 1.17万辆、生猪白条

42.6 万余头、鲜肉产品 8172.4 吨、冻品
186.1 吨，瘦肉精抽检 600 余批次。全
市畜产品及投入品抽检合格率均达到
国家标准。

在做好日常监管的同时，我市畜牧
部门还组织开展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如“瘦肉精”专项整治、兽用抗菌
药专项整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专项整
治、生猪屠宰监管专项整治、生鲜乳质
量安全专项整治、畜牧业投入品打假专
项治理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仅 2017 年，全市就出动执法人员
12315 人次，检查各类企业 5979 家次，
发现整改问题 20起，立案查处 8起，取
缔私屠滥宰窝点两个。

由于“两项责任”落实到位，全市连
续多年未发生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
件，也进一步促进了畜牧业稳定健康发
展，2017 年，全市牧业总产值 73.43 亿
元，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6.7%，养殖环
节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为100%。

郑州出台意见留足工业用地
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三成以上用于工业项目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记者昨
日获悉，市政府发布《郑州市拓展
发展空间保障工业用地需求若干
措施的通知》，就加强工业用地保
障提出实施意见，有序引导全市工
业转型升级，拓展发展空间。

我市要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市规划的宏观调控作
用，稳定工业用地总规模，确保中
长期我市工业用地总规模稳步提
升，努力为工业用地留足发展空
间。到 2020 年，全市区域内工业
用地新增规模不少于 15万亩。

项目入驻前，积极引导项目在
产业集聚区的允许建设区内选址。
对于因生产工艺等有特殊要求，选
址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工业
用地，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前提下，
可通过规划局部调整满足用地需
要。整合用地空间，将零散分布的
用地空间，通过调整优先调入产业
集聚区内，提高土地利用率。

优先配置用地指标。凡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市规划的工业项目，年度
用 地 计 划 指 标 优 先 安 排 ，六 县

(市)、上街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郑州经济开发区和郑
州高新区要将每年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的 30%以上用于工业项目，
耕 地 占 补 平 衡 指 标 优 先 协 调 落
实，做到应保尽保。用足用活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多渠
道保障工业项目用地需求。

今后，全市将多措并举，加大
工业用地供应力度，确保工业项
目及时落地。各县(市) 区围绕产
业集聚区建设抓好工业用地的超
前储备, 同时做好储备土地的前
期开发；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
业成本, 鼓励实行工业弹性出让
政策；支持土地多功能使用，根据
当 地 实 际 研 究 制 定 有 助 于 新 产
业、新业态发展的混合性地类和
相关控制指标；鼓励工业用地原
址升级改造，解决工业用地未供
即用问题，规范工业项目不动产
确权登记；建立工业用地服务保
障制度、工业项目用地考核评价
机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 强
化部门分工协作, 形成共同推进
工业项目落地的合力。

落实“两项责任”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上接一版）加强党报党刊阅读使
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扩大优质
内容产能，增强阅读使用效果，锐
意改革创新，提高办报办刊的质
量，进一步提高党报党刊的覆盖面
和影响力，增强党报党刊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

会议下发了关于做好2019年度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通知，明确订阅

范围，要求保持发行数量稳定，进一步
严格征订纪律。市文广新局、市财政
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郑州分公司等
单位相关负责人就做好发行工作、规
范报刊发行秩序作发言。

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光明日
报河南记者站、经济日报河南记者
站、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郑州报业
集团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我市部署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前十月郑州引进
境内外资金近两千亿

（上接一版）要建立项目推进机制，
创新制度设计，完善招商引资系列
政策措施，多措并举，强化土地、资
金等要素保障；要定期召开招商引
资观摩讲评会，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要加强通报督查考核，对各地的招
商引资情况进行通报，对重点项目
进行跟踪督办。

王新伟强调，重大产业项目集

聚的是人才、是资本、是科技。全市
上下要进一步认清形势，集中攻坚，
以招商引资项目的高质量，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副市长万正峰、史占勇分别点
评了 1~10月份全市招商引资工作
和全市工业招商引资工作。市政协
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王万鹏参加
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