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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郑经管政〔2018〕51 号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建立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 

制度的通知 
  

出口加工区管委，国际物流园区管委，区直各部门，各办事处，

各有关单位：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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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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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上市和挂牌交易的意

见》（郑经管政〔2015〕48 号）精神，决定建立企业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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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绿色通道”制度。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绿色通道”的主要目的 

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是指管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

为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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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挂牌上市意向且在区金融办备案登记，经区金融办组织

筛选进入我区上市后备企业名单，或已挂牌上市需要融资的企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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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上市挂牌过程中涉及的其它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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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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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一事一议

申报表》，向区金融办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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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长远利益考虑，在政策上给予足够的支持。区金融办负责联系有

关部门协调解决或召集成员单位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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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成员单位职责 

（一）金融办：负责筛选建立调整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

库；受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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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成员单位进行

“一事一议”，承担“绿色通道”的日常工作。 

（二）经发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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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

库；办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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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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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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委，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出具必要的项目初步核查

意见。 

（三）国资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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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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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局：负责工业类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培育

工作，积极配合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负责将符合条件的中小

企业推荐纳入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 

（五）农经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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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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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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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落实企业改制挂牌上市等方面的财政扶持

政策，并会同区金融办对相关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七）科技局：负责科技型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培育

工作，配合区金融办挖掘、申报科创板后备企业，及时将符合条

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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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分局：负责协调办理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历史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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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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参照国控重点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要求，

加大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力度，积极协调并加

快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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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分局：协调市社保局在企业员工新增、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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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文件或材料。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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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挂牌上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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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局：指导督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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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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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文体局：负责旅游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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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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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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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区

金融办共同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十五）食药监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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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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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区金融办共同推进企

业挂牌上市工作。 

（十六）质监分局：负责对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产品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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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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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挂牌上市后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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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规划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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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挂牌上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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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企业资源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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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房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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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挂牌上市后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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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分局：负责提供全区的股份公司登记名录，为

更新维护全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提供基础数据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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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税务局：落实国家有关减税降费政策，鼓励和支

持我区企业挂牌上市；依法依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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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公安分局：负责监督企业日常遵纪守法，按照有

关规定，为符合相关要求的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出具法律法规方面

的有关证明。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区金融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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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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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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二）制度保障。在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融资过程中遇到

问题时，一般性问题由区金融办帮助协调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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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委会协调解决。 

  

附件：1．经开区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成员单位分工 

联系表 

 2．经开区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一事一议申请表 

 

        

  

 

 201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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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经开区企业挂牌上市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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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办 张洁 刘晨宇 60901763 15837122097 

2 经发局 孙芳芳 李浣琳 66782609 13703927535 

3 国资办 郭红梅 王方方 86630051 18239983710 

4 工信局 张建涛 尚媛博 66781863 15039069566 

5 农经委 邹富昌 赵勇 66782926 15890053579 

6 财政局 张翔翔 朱文杰 61730327 18337103992 

7 科技局 朱颜军 袁慧 56061606 18537105678 

8 国土分局 杨艳芹 沙志强 66777566 19903716026 

9 环保局 安鸿娟 赵文峰 66782675 18037171027 

10 社保分局 谢义品 詹传庆 86531057 13525561363 

11 商务局 汪志林 闵敏 66785519 18638256055 

12 安监局 李迪 张云飞 86631550 18538136664 

13 教文体局 孔繁强 杨曼曼 61290275 18703656589 

14 计生办 张晨丽 赵国增 66777822 13526761242 

15 食药监局 崔博 陈青青 55617337 1359262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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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主管领导 日常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16 质监分局 李春山 张荣 66783556 15237335235 

17 建设局 杜大成 王恒 86070050 15937174678 

18 规划分局 朱自朴 黄斌 66781336 13803869980 

19 房管局 李珂 王萌艺 63683297 18638751712 

20 工商分局 李君 赵云福 68273628 13703991866 

21 税务局 李轶 张建勇 66785828 15515725656 

22 公安分局 赵燕 李华杰 66785230 1383819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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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经开区企业挂牌上市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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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类型 上市后备□      挂牌后备□        其它□ 

需协调的事

项（可另附 

报告） 

 

涉及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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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