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 〔2017〕20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

制度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企业挂牌上市融资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

健全工作协调督办机制,支持我市广大优秀企业挂牌上市,进入

资本市场融资,谋求更大发展,形成具有郑州特色的、在全国有

一定影响力的挂牌上市公司集群,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升级。按照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意

见》(郑政 〔2009〕3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

上市工作的补充意见》(郑政 〔2012〕20号)文件精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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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完善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制度。现就有关工作通

知如下:

一、“绿色通道”的主要目的

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是指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为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改制、辅导、申报、挂牌、上市

(含借 “壳”上市、转板上市,下同)及股权投资、并购重组、

再融资过程中,按照 “优先办理、专人负责、限时办结”原则,

及时有效提供合法合规、快捷便利的政务服务,为市级挂牌上市

后备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出具相关证明。

二、“绿色通道”研究的主要事项

市金融办牵头每年择机组织筛选一批我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

名单,对列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名单中的企业及已挂牌上市

公司融资实施 “绿色通道”制度。“绿色通道”研究的主要事项

包括:

(一)企业挂牌上市前后需要有关部门出具的手续证明;

(二)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企业挂牌上市前后需要落实的相关政策;

(四)已挂牌上市公司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五)已挂牌上市公司融资需要落实的相关政策;

(六)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及联席会议作出的各项

决策和交办的其它有关事项。

三、“绿色通道”的工作程序

(一)企业提出申请。企业在挂牌上市前后以及已挂牌上市

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涉及到企业所在地县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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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管辖权限和职能范围的,由所在地县 (市、区)政府、开

发区管委会负责纳入本级 “绿色通道”帮助协调解决;涉及到成

员单位的,可直接联系该成员单位的联系人帮助协调解决。重大

事项部门无权解决或跨地区、跨部门问题单个地区、单个部门无

法解决的,企业可填写 《郑州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

一事一议申报表》,向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

在市金融办,下同)提出申请。

(二)进入 “绿色通道”。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经过甄别

后,确需进入 “绿色通道”的,上报领导批准后进入 “绿色通

道”,转交有关部门落实,相关手续限时办结。处理企业各种历

史遗留问题时,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应从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在政策上给予足够的支持。市推进企

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联系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或召开领

导小组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实行 “一事一议”;确有必要的,可

实行 “一企一策”。

(三)反馈落实情况。有关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反馈企业事

项办理情况。对于不能如期办理的事项和解决的问题,要说明情

况,包括原因、时限和建议等。

(四)督办函制度。对于长时间未办理事项和未解决的问题,

实行督办函制度;无故不能完成的要给予通报。

四、“绿色通道”成员单位职责

(一)市金融办:负责履行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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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职责,筛选建立调整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受理市级

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和已挂牌上市公司提出问题申请,筛选问题提

交领导批准进入 “绿色通道”;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召开领导小组

联席会议,承担 “绿色通道”的日常工作,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

其它事项。

(二)市发展改革委 (市服务业局):负责服务业挂牌上市后

备资源的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挂

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办理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及已挂牌上市

企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和转报手续;协调相

关项目和政策性资金优先支持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及已挂牌上市企

业;衔接、沟通国家和省发改委,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出具必要

的项目初步核查意见。

(三)市国资委:负责出具所出资企业国有股权设置和管理

的批复及相关文件,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

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积极研究和培育国有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挂

牌上市。

(四)市工信委:负责工业类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培

育工作;加快挂牌上市过程中涉及技改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核工

作,积极配合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五)市农委:负责农业类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培育

工作,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

库;对拟挂牌上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优先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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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财政局:引导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自觉遵守国家财政

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会计制度;解决、落实

企业改制挂牌上市等方面的财政扶持政策,并会同市金融办对相

关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七)市科技局:负责科技型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培

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

资源库;优先落实相关项目和政策性资金,优先开展项目立项、

专利申报和成果登记。

(八)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协调办理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历

史遗留的各类土地等产权问题;研究提出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涉

及的土地评估和土地资产处置方面的措施建议,对挂牌上市后备

企业新建、扩建项目特别是挂牌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建设

用地,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优先安排,重点保障并及时办理有

关用地预审、建设用地报批和供地手续。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提出

对挂牌上市后备企业不动产权证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支持、帮

助挂牌上市后备企业明晰不动产权属,落实挂牌上市公司不动产

权证的有关手续。

(九)市环保局:参照国控重点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要

求,加大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力度,积极协调

并加快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评编制进度,

依法及时协调出具环评报告的批复及其它相关证明文件。

(十)市人社局:协调市社会保险局在企业员工新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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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办和规范社会保险手续方面给予支持,及时提供企业参加社会

保险、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合法用工的证明文件或材料。

(十一)市商务局:负责商业流通领域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

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

后备企业资源库;办理挂牌上市后备企业涉及外商投资备案的初

审和上报工作。

(十二)市安监局:指导督促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整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相关要求的挂牌上市

后备企业出具安全生产方面的有关证明。

(十三)市文广新局:负责文化领域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

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

备企业资源库;根据挂牌上市工作需要,及时出具相关证明文

件,研究解决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十四)市卫计委:根据挂牌上市工作需要,及时出具相关

证明文件,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会同

市金融办共同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十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食品药品行业挂牌上市后

备资源的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

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负责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

到的相关问题,及时为企业出具相关证明文件,会同市金融办共

同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十六)市质监局:负责对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产品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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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查确认,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根据工作需要,帮助协调

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十七)市旅游局:负责旅游业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

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

业资源库;根据挂牌上市工作需要,及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研

究解决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十八)市城建委:负责建筑行业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

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

业资源库;根据挂牌上市工作需求,按照实际情况,及时出具相

关证明文件,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以及挂牌上市后遇到

的相关问题,会同市金融办共同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十九)市城乡规划局:负责规划设计类挂牌上市后备资源

的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

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协调办理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土地、房屋确

权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遵守城乡规划

法律法规方面情况进行审查确认,并及时出具证明文件。

(二十)市住房保障局:负责房地产业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

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

后备企业资源库;会同相关部门支持、帮助挂牌上市后备企业明

晰不动产权属,落实挂牌上市公司不动产权证的有关手续。

(二十一)市工商局:负责提供分县 (市、区)、开发区的股

份公司登记名录,为更新维护全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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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依据;负责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实施股权结构调整和股

份制改造提供快速便捷服务。

(二十二)市国税局:落实国家有关减税降费政策,鼓励和

支持我市企业挂牌上市;妥善解决企业改制挂牌上市过程中历史

遗留的各种税收问题;及时协调出具企业依法纳税情况证明。

(二十三)市地税局:落实国家有关减税降费政策,鼓励和

支持我市企业挂牌上市;妥善解决企业改制挂牌上市过程中历史

遗留的各种税收问题;及时协调出具企业依法纳税情况证明。

(二十四)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对挂牌上市后备

企业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缴存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及时为

企业出具住房公积金开户、缴存证明材料;妥善解决挂牌上市过

程中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二十五)市中小企业局:负责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推荐

给市金融办纳入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研究解决企业遇到

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企业挂

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的落实,成员单位负责及时解决涉及本

部门职责的问题,成员单位主管领导是本单位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的第一责任人,成员单位主管领导对落实各项挂牌

上市培育、扶持政策承担主要责任,成员单位联系人具体负责本

部门挂牌上市融资相关工作,对日常事务性协调服务工作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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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二)制度保障。在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融资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时,一般性问题由所在地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负责纳入本级 “绿色通道”帮助协调解决;跨单位、跨部门处

理的问题实行 “一事一议”制度;涉及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报

市政府协调解决。对于进入市级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

的问题,一律实行督办函制度。

(三)奖惩措施。市政府将各成员单位落实企业挂牌上市融

资 “绿色通道”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和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

对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对因推诿扯皮等原因影响企业挂牌

上市进展,或造成不良影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

人员责任,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

附件:1.郑州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成员单位

分工联系表

2.郑州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一事一议

申请表

3.督办函

2017年7月3日

—9—



附件1

郑州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

成员单位分工联系表

序号 单 位 主管领导 日常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1 市金融办 李新锋 宁海强 67185191 13837136037

2 市发展改革委 夏 扬 任雁雁 67180963 15038133335

3 市国资委 郭耀伟 仇荣军 67189053 13073767612

4 市工信委 陈金芬 郭剑普 67185553 13676981093

5 市农委 宋俊英 杨 帅 67170737 13213202428

6 市财政局 丁二勇 李培武 67181112 13903719863

7 市科技局 朱凤臣 王寒松 67181450 13838327176

8 市国土资源局 邱应厚 邱灏岚 68810301 15188312520

9 市环保局 李俊杰 宋 超 67189280 13523468998

10 市人社局 张 伟 韦 炜 67173869 15690858881

11 市商务局 苏海平 李振宇 67182181 15838080272

12 市安监局 潘建华 李庆贞 67182283 15981981595

13 市文广新局 范守艾 王振东 69095830 13513803451

14 市卫计委 王秉贵 焦 龙 67170999 67170999

15
市食品药品

监管局
李竖亚 黄 丽 67183900 18625569608

16 市质监局 李海陆 徐晨凯 67184922 18530880567

17 市旅游局 胡家安 李 芳 67186228 1373385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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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市城建委 王立新 岳全龙 67188920 13837174217

19 市城乡规划局 张 凯 王征科 67188520 18003829518

20 市住房保障局 季 朝 孟凡斌 67889806 13007629991

21 市工商局 江 洪 刘 芳 66972956 13838173007

22 市国税局 王 烨 梁 瑾 67712085 13938246236

23 市地税局 裴国庆 刘 忠 56983018 13598828320

24
郑州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

罗 鸣 王 钰 67178995 13603863535

25 市中小企业局 袁留增 张锋华 67171606 1393716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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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郑州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 “绿色通道”

一事一议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是否挂牌上市后备企业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需协调的事
项 (可另附
报告)

涉及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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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郑州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XXXXXX的督办函

:
根据 ,现将关于 的决定事项交由

贵单位牵头办理。为了及时向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汇报

上述事项的落实情况,请贵单位于 月 日前将办理情

况 (包括书面报告并加盖单位公章及电子版)反馈至市推进企业

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便综合;在办理过程中如遇到需要

协调解决的问题,请及时与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

联系人:XXX,联系电话:67185191,邮箱:zbsc0371@

126.com。

附件:《XXXXXX的报告》

  年  月  日

抄送:(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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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金融办 督办:市金融办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7月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