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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荐候选人进入第七届
河南省道德模范最终评选

本报讯（记者 苏瑜 实习生 林香元）日前，第七届河南省
道德模范评选已进入最后程序。活动组委会从各地上报的
184个候选人中，按照事迹突出、优中选优的原则，共评选出
20名候选人，我市推荐的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郑州人民
医院救人群体，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张升华名列其中。

2016年 3月至今，郑州人民医院先后涌现28起医护人员
院外救人事件，大家亲切称他们为“郑医好人”：2016年 3月
28日，在公交车上，一位老人晕厥，护士马丹第一时间施救，
并将手指伸到老人嘴里，防止老人咬舌，直至老人恢复意识。
7月 14日，在西三环高架桥下，护士张鑫娜冒雨抢救从桥上
坠落的一名女士，为其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2018 年
4月 22日，急诊科护士邵青青散步时，偶遇一个孩子被奶糖
卡住喉咙几乎不省人事，立即对孩子进行救治。6月 12日，
在黄河路与黄河南街交叉路口，一名高中生骑自行车摔倒，
导致大腿根部血流不止。路过的麻醉科主治医师张训功第
一时间上前施救，并拨打 120……一个个突发事件，考验着
医护人员的医术和医德，也感动了身边的群众。“郑州人民医
院救人群体”先后获得 2016“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河南
省五四青年奖章、郑州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郑州杰出健康
卫士”等荣誉。

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员张升华，多年来以一己之
力撑起四个家：母亲腰椎间盘突出，父亲双目失明并患有严重
精神疾病，他悉心照顾。为给父母治病，他花光了当年的全部
积蓄；为替父母解忧，他先后出资 40多万元帮两个患病弟弟
分别盖了房、成了家，至今还在帮着有智力障碍的二弟抚养他
11岁的女儿。他还悉心照顾因车祸致残又不幸患了癌症的
妻子和重病的岳母。生活的艰辛并没有压垮他的意志，反而
铸就了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管自己受了多大的苦，在家
人面前他始终保持笑容。张升华荣登“中国好人榜”，荣获“全
国最美家乡人”“第四届郑州市道德模范”称号。

江西鹰潭来郑推介美景
邀您感受世界自然遗产龙虎山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董梦月）昨日，在精彩纷呈的
水鼓表演中，以“龙虎天下绝”为主题的江西龙虎山景区旅游
推介会在郑州拉开帷幕，吸引省会百余家旅行社代表前来了
解这一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会上，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经济发展贸易旅游局负
责人详细介绍龙虎山景区概况及优惠政策等，并向郑州市民
发出真诚邀请。两地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希望以此次推介会
为契机，进一步增进郑州、鹰潭两地游客互动，促进旅游发
展。将进一步加强旅游交流与合作，共同营造优势互补、客源
互送、市场共享的发展态势，促进旅游业互利共荣。

据了解，龙虎山风光秀丽，四季可游，被誉为道教第一仙
境。该景区位于鹰潭市郊西南16公里处，规划面积320平方
公里，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开篇第一回重墨描绘了龙虎山
的神奇秀丽。道教文化赋予了龙虎山独特的文化内涵，这里
文化与山水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江西鹰潭也因此被
称为“道都”。国家 5A级旅游景区龙虎山景区还先后被评为
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我市30个高频事项只需跑一次或零跑腿
年底前270个事项凭身份证可“一证通办”

30个高频事项只需跑一次或零跑腿

杨郑安委员：目前我市营商环境继续保持
着良好的向上态度，具体成效主要体现在哪些
方面？今后应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副市长陈兆超：我市一直高度重视营商环

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具体成效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了办事效率，深入推进“一

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推进“马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为抓手，积极探索具有郑

州特色的政务服务模式，统一标准“马上办”，以

群众眼中的“一件事”为标准，探索开展“四减一

优”专项行动，30个高频事项从申请到办结，全

过程跑一次或零跑腿。二是压缩了审批环节和

审批时限。三是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推行

“一厅通办”“一窗通办”“一网通办”，在全市实施

深化增值税改革，全年约减免增值税 14.08 亿

元，降低和取消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和项

目，加大力度降低企业社保费率。

下一步，我市将围绕国家营商环境评价指

标体系，推动营商环境工作不断优化，在压缩时

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规范市场监管行为上
继续下功夫。

我市10项指标全省排名第一

何青委员：目前我市营商环境指标中有哪
些完成得较好，哪些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市发改委：去年，郑州市营商环境综合得分

在全省排名第一，从单项指标的省内排名来看，

电力、信贷、不动产登记、跨境贸易、执行合同、

办理破产、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包容普惠

创新、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 10项指标全省排名

第一。劳动力市场监管、用水用电等全省排名

第二。个别指标的排名不太靠前，与国内外先

进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亟待改进提高

的地方还有不少，部分事项办理环节还可进一

步优化，部分事项办理时间还有压缩的空间，办
理成本和费用有待进一步减免，办理便利度可
再提升。

支持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蔡仲友委员：为保障扶持中小企业参与政
府采购，财政部门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取得了
哪些积极成效？

市财政局：今年以来，市财政局接连出台了
关于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和充分发挥政府采
购政策功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文

件，推出了保障参与度、降低交易成本、预留采
购份额、实行评审优惠、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等一
系列优惠措施。我市于去年上半年率先在全省
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积极搭建“银企”
对接平台，广泛邀请金融机构参与。今年前三
季度，全市共有 7家金融机构开展了政府采购
合同融资业务，实现融资项目 29个，融资金额
7822万元。

10万元以下的无分歧欠款年底前
全部清完

柴栓庆委员：我市在中小企业应收账款清
欠工作方面，采取了哪些积极有效的措施，目前
进展情况如何？

市工信局：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上级关
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部署，
深入开展清欠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成立
了全市清欠专项工作组，明确部门职责，印发清
欠专案，建立举报清单，逐一核实，并将处理结
果及时与举报人沟通，对 10万元以下的无分歧
欠款年底前全部“清零”，100万元以下的无分
歧欠款创造条件尽快清偿完毕，确保完成年度
清欠目标任务。截至 9月底，政府部门和国家
企业拖欠账款已完成清偿58.3%。

加大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秦土旺委员：法院在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助
力我市打造良好的法制化营商环境方面将采取
哪些措施？

市中级人民法院：全市法院认真贯彻中
央、省委、市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法院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开展相
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与企业的期待
和诉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下一步，全市两
级法院都将积极主动履行审判职能，加大对
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以信息化为引领，

进一步压缩审理周期，提升审判质效，以精细
化为抓手，进一步严格保全措施，以府院联动
依托，建立繁简分流的破产审判机制，提升债
权回收率。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共办理企业
注销登记11.4万户

李永茂委员：市 场 监 管 部 门 在 解 决 企
业 注 销 难 方 面 做 了 哪 些 工 作 ，取 得 了 什
么成效？

市市场监管局：造成企业注销难的原因非
常复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场监管局采取了
多种措施，不断推进注销便利化，以逐步完善市
场退出机制。一是实施企业简易注销。二是压
缩注销公告时间，由原来的 45天压缩到 20天，
目前正在自贸区郑州片区试点推行，待条件成
熟将在全市推广。三是实行企业注销“一网通
办”。企业通过网络，可以随时自主办理注销业
务，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共办理企业注销登记
11.4万户。

“外贸贷”相关政策有望近期出台

杨彦峰委员：目前世界 500 强企业和国内
500强企业在我市有多少家落户？采取了哪些
措施来推动外商投资和贸易便利化？

市商务局：截至目前，在我市落户的世界
500 强企业 131 家（境外 77 家，境内 54 家），
国内 500 强企业 91 家（其中，进入世界 500强
54家）。

为推动外商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我市出台
了一系列举措，目前为缓解中小外贸企业融资
困难的“外贸贷”、为降低企业成本的“出口退税
资金池”及加强供给侧改革推动消费升级等方
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加紧研究制定，拟于
近期出台。今年前 9个月，新签约项目 304个，
签约总额4161.8亿元。

年底前270个事项凭身份证可
“一证通办”

张福清委员：目前我市在政务服务上都采
取了哪些便民措施，下一步又将如何更好地服
务企业和群众？

市政务办：继上半年，45个市直部门，878
项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大厅之后，年底，除法律法
规规定外，其他事项全部进驻大厅。年底前，全
市新办企业登记将全程实现电子化，企业开办
注册 1天办结，房地产抵押 2小时办结放款、涉
案涉法类复杂抵押 2天内完成，纯不动产登记
业务最快 1小时最长当天办结，含交易的不动
产登记全流程不超过3天。

为持续不断提升便民服务，我市还将梳理
同城通办事项清单，推动更多事项实现全城通
办；10月 20日前 1035个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年底前再梳理 100个达到全部 270个事项凭身
份证可“一证通办”；加快政务服务一体机研发
及配备，前期将投放 500台，实现 172项公民个
人事项自助办理。

郑州特色的“1100”办电模式让
小微企业享实惠

徐笠委员：提 高 获 得 电 力 便 利 度 方 面
做了哪些改革？针对小微企业有无特殊优
惠政策？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优化组织机构，组建城

东、城西等 7个供电部，构建 123个供电服务网

格，实现营业、配电客户服务的前端融合。精简

办电资料，压缩办电环节，缩减办电时间，通过

内部优化实现了低压办电1~2个工作日以内完

成，10千伏办电全流程平均时长不超过40个工

作日的目标。

针对小微企业，郑州公司提出了具有郑州

特色的“1100”办电模式，取消报装申请环节，

实现客户办电“1”环节；实行客户经理和项目经
理两员制，实现简单工程“1”天完成送电；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证营业执
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编号，实现办电“0”资料；
公司直接投资到小微企业规划红线，实现办电

“0”成本。

完善评价考核机制方便企业用水用气

徐笠委员：企业首次接入用水、天然气是否
便利，下一步如何改进？

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对标先进城市，指导
持续对水气报装进行优化。供水企业从受理
申请当日起，开展现场勘查、验收、通水环节的
时间由原来的 22个工作日压减至不超过 7个
工作日；供气报装从原来的 15 个工作日压减
至不超过 9个工作日。压减申请材料，自来水
报装资料简化为 2 项，燃气报装资料压减至 3
项。精简办理环节，由原来的 9个环节压缩至
报装受理、勘测设计、合同签订、连通水气等 4
个环节。

下一步，市城管局将着力在精简环节、优化
流程、压减时限、规范收费上下功夫，对标全国
第一方阵，进一步开展“互联网+”服务，完善评
价考核机制，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成立跨区域个人守信联合激励
城市合作机制

李元中委员：加快“信用郑州”建设取得哪
些积极进展？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
体系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市发改委：我市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中，积极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
动以信用建设为基础的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构建新型信用监管机制，推广信用承诺制
度，推行信用分级监管，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初
步建立联合奖惩机制。同时，推动个人守信联
合激励城市合作，成立跨区域个人守信联合激
励城市合作机制，通过各城市间个人诚信分（记
录）的互通互认。

下一步，郑州市将重点完善以信用为核心
的新型监管机制，继续推进“互联网+信用”“信
易+”应用创新，拓展信用惠民便企场景等工作，
营造全社会文明诚信、重信守诺的良好风尚，实
现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稿件统筹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董艳竹 李娜 整理

营商环境是衡量一个地方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事关郑州市发展质量，事关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进程，事
关郑州城市影响力的提升。

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为做好营商环境专题询问相关准备工作，成立了调研组，从4月下旬至10月
中旬，调研组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对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10月30日下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就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了专题询问。2个小时，9名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市政府、市中院和相关职能部门提出11个问题，对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逐一询问。

登临“大玉米”畅游园博园 品尝豫美食 夜赏灯光秀

“有了更多爱中国的理由”
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 华 汪永森 文 周 甬 图

园林盛宴醉学子
移步换景乐趣多

秋风习习，黄叶簇簇，古朴秀丽的郑州
园博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第十二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部分选手
来到这里体验园林文化。

一个个集国内外造园艺术之大成的城

市展园，一句句生动丰富的解说，带选手们

领略了不同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

走进郑州园博园，五颜六色的各种植

物、古香古色的各式建筑、蜿蜒其中的潺潺

溪流撞入眼帘，大家首先被园博园的优美

秋色所吸引。继续前行，进入各个园区游

览，选手们更是被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丰

富多彩的园林风格所震撼。

在“锦绣太原”园区，精美的山西砖雕

艺术令选手们啧啧称奇；在北京园，大气的

皇家园林风格让大家流连忘返；在苏州园，

古典秀美的建筑让学子们领略到移步换景

的乐趣……大家快乐地漫步于亭台水榭

中，认真聆听着讲解的解说，用手机记录下

这醉美的时刻。

在荆园，来自缅甸的选手方议辉看到

了自己的“偶像”孔子的画像，他毕恭毕敬

地向孔子像鞠躬：“我从小就崇拜孔子，《论

语》《诗》《书》《礼》《乐》《易》《春秋》我都读

过。在这里见到‘偶像’，心情特别激动。”
他说，学习汉语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感谢“汉语桥”给了他开阔视野的机会，今
后他会继续努力提高汉语水平，更深入地
了解中国文化。

“这里的建筑很有特色，让人感觉好像
穿越回古代了。”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罗迪

惊叹于中国建筑技术之高超，“导游给我们

讲解了中国古代的建筑知识，中国人真是

太有智慧了！我很好奇古代的中国人是怎

么把这些看起来很复杂的房屋建造起来

的。”

选手们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园林文化

体验之旅，通过实地亲身感受，他们对中国

的历史文化、建筑特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和认识，大家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站在“大玉米”顶层
感受郑州建设新高度

北望黄河，西眺嵩山。
昨日15时，选手们登上郑东新区千玺

广场大厦顶层，在 280米的高空从不同方

向俯瞰郑州这座城市，让人顿时有了“一

览众山小”的心境。

在千玺广场大厦楼顶，选手们选取不

同的角度和这座越来越熟悉的城市合影，

他们从城市的顶端俯瞰下去，如意湖畔一

栋栋楼房拔地而起，金水路立交桥上车辆

往来不息，而飘荡在城市上空的一只只风

筝，也让现代化的城市多了一些悠游自在

的感觉。

“千玺广场的设计灵感来自我国现存

最古老、距今已有1400年历史的河南嵩山

嵩岳寺塔。”大厦工作人员介绍，千玺广场

大厦节节攀升的外部造型融合了竹子的美

好寓意，体现了郑东新区的活力与精神气

势，不过郑州居民还是习惯称它“大玉米”，

这个形象又可爱的名字也很快深入到来自

不同国度的选手心中。

古巴选手伊丽莎白静静地看着楼下的

如意湖，感受着窗口吹来清爽的秋风，夸赞
郑州是一座不错的城市，每条街道都很洁
净美丽，自己想要参观的地方太多，剩余的
时间又太少了。

“一块石头都有一段文化，很多简单的
东西都有特别的历史，我喜欢这里的人们，
也喜欢这里的食物。”伊丽莎白说，来到郑
州，让她“有了更多爱中国的理由”。

参观三全食品 点赞中国美食

在三全食品有限公司，选手们兴致勃
勃地进入参观通道，他们在这里看到了饺
子、汤圆的生产过程：原材料的挑选、清洗、
加工、自动成型、速冻、包装。

干净整洁的车间、穿戴整洁的生产工
人、有条不紊的操作，让选手们更加全面地
了解到三全的整个生产线及企业品牌文化
建设，同时也知道了中国速冻食品的发展
历程。

三全食品公司精心准备了数十种不同
特色的食品，琳琅满目的美食引起了选手
们的兴趣，有人用汉语兴奋地说：“是请客

吗？饺子、汤圆、春卷、油条都有！”试吃结
束的选手们还站在一起边分享美食心得，
一边共同点赞“好吃”。

“这里的饺子、粽子都很好，我喜欢中
国食物。”阿联酋赛区选手露露对中国食物
不陌生，她曾经到过中国的一些城市，对火
锅、担担面的评价很高，来到河南后她的美
食清单上又多了新的内容。

夜游郑东新区 欣赏“灯光秀”

夜幕降临，郑东新区的灯光璀璨，选手
们聚集在如意湖畔，280米高的“大玉米”
楼身披金色霓裳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飞龙、牡丹、龙门石窟、古塔凌云……
当天 20时，一场富于变化、美轮美奂的科
技光影秀给郑东新区增添了更多活力，湖
畔的选手和游湖的市民纷纷掏出手机，记
录着美好的瞬间。

从中午到夜晚，在同一个地方，感受着
郑州这座城市夜与日的不同，也让来自五
大洲的选手们对中国有了更多的比较和更
新的认识。

昨日，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
文比赛的选手们在郑州继续自己的游学之
旅。在园博园体验中国园林文化，在三全食
品品尝特色速冻产品，在千玺广场大厦和如
意湖畔感受城市日与夜不同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