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难优化金融生态

环境“双十条”措施的通知（草案）》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企业

融资难，难在担保、难在抵押，企业融资贵，贵在缺失信用、缺

乏风险分担。金融环境不优，主要是没有尽职免责制度，缺乏不

良贷款处置机制，没有形成“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

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金融局牵头制定了《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难十项措施》、《开

封市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十项措施》。

二、起草过程

“双十条”起草参照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

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

实施意见》（豫政办〔2020〕29 号）、省金融局等六厅局《关于

印发探索建立主办银行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豫

金发〔2020〕84 号）、人行郑州中心支行等十一厅局《关于印

发河南省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百千万”三年行动计划方

案的通知》（郑银发〔2019〕30 号）、省金融局《关于印发河

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豫金发

〔2021〕16 号）、《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构政府性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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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担保体系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实施意见》（汴政

办〔2021〕28 号）等 12 个文件。起草过程中，李市长多次做出

指示、批示，各位市领导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提出了指导意

见。“双十条”措施还多次征求了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市政务服务大数据局、市商务局、市

交通局、市公安局、市统计局、市人社局、人行开封市中支、 开封

银保监分局等 12 个部门、全市 12 家银行及 19 家企业的意见建

议，并进行了修改完善，提交本次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三、主要内容

《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难十项措施》主要内容：一是建立

企业融资白名单制度，鼓励银行提供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

款。已联合工信、人行等部门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目前正在

联合会签发文。二是深化主办银行制度，为企业制定综合金融

服务方案，专班服务、专人跟踪、专项考核。已与人行、工信

等部门多次研究，方案已成熟，正在运行联合签批程序。三是

构建“123”贷款快速响应机制，对小微企业线下贷款办理做到

“1 天受理申请、2 天专人对接、3 天反馈初步结果”。已与相

关部门联合成文，印发给各银行执行。四是打造金融信息平台，

实现贷款网上申请、线上审批、快速获贷，确保企业可通过平

台发布融资需求，争取贷款支持。该平台已上线试运行，效果

良好。五是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组建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组建方案已制定好，正在稳步推进。六是设立企业风险补偿金，

构建政银企贷款风险分担机制。已参照外地市先进做法，起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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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并初步征求了财政、工信等部门的意见，

待成熟后印发实施。七是完善抵押担保方式，利用动产融资统

一登记公示系统、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推广仓单质押、知识

产权质押等融资担保方式。八是支持企业上市挂牌，针对在不同

层次上市挂牌的企业给予奖励。九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大力

发展普惠金融，落实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以

及“七不准、四公开”要求、小微企业服务收费“两禁两限”管

理规定，减轻企业负担。十是加强金融人才支持，从全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选派优秀金融人才到乡（镇）服务，支持地方企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方案正在运行发文程序。

《开封市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十项措施》主要内容是：依法

维护金融债权、拓展政银沟通渠道、银行共享政务资源、建立

风险补偿体系、深化银担风险共担、完善政策引导机制、强化

正向激励约束、构建容错纠错机制、关心关爱金融人才、营造

良好信用环境。目前，不良贷款处置机制、支持金融业高质量

发展意见、构建容错纠错机制等各项措施配套方案也正在制定

中。市金融局将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需要说明的是，设立企业风险补偿金、健全融资担保体系 两

项措施既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举措，也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

重要内容，分别站在上述两个层面表述，各有侧重。建议“双 十条”

措施通过后以市政府办公室文件印发。





关于《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难优化金融生态

环境“双十条”措施的通知（草案）》
的法律依据

草案主要依据为：《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豫金发

〔2021〕16 号）《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统计局 中

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探索建设主办银行工作机制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豫金发〔2020〕84 号）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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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双

十条”措施的通知（草案）》
的征求意见情况

序号 征求单位 反馈意见
是否

采纳

1 市委组织部

关于《开封市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十项措

施》修改建议：

《开封市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十项措

施》第九条“提升金融人才政治待遇，增

加金融机构推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比

例。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在落户、住房、医

保、社保、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开封

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规定的相

关待遇。设立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奖励资

金，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

进行奖励。”

1.第 1 行，建议删去“提升金融人

才政治待遇，增加金融机构推荐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比例”。修改原因：一是增

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配名额的内

容，无上级政策依据；二是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的产生没有名额指标的概念。

2.第2 行，建议将“金融机构高管人

员在落户、住房、医保、社保、子女就学

等方面，享受《开封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与

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待遇”修改为“经认

定后， 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在落户、住

房、医保、社保、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

《开封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规

定的相关待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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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大数据局

一、关于《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难十项

措施》修改建议

《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难十 项措

施》“四、打造金融信息平台。整合和挖掘

政务数据资源，高标准建成开封市普惠金

融信息平台，实现贷款网上申请、线上审

批、快速获贷。……”建议修改为“四、

打造金融信息平台。高标准建成开封市普

惠金融信息平台，实现贷款网上申请、线

上审批、快速获

贷。……”

二、关于《开封市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十

项措施》修改建议

《开封市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十项措

施》“三、银行共享政务资源。充分整合

政务数据资源，实现各金融机构信息共

享、数据互

通,……”建议修改为“依托政务数据共

享平台，充分整合政务数据资源和金融

数据资源，实现各金融

机构信息共享、数据互通，……”

是

3 市财政局 无意见

4 市商务局 无意见

5 市发展改革委 无意见

6 市交通局 无意见

7 市公安局 无意见

8 市统计局 无意见

9 市工信局 无意见

10 市人社局 无意见

11 人民银行开封中心支行 无意见

12 开封银保监分局 无意见

13 农业发展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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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商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15 农业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16 中国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17 建设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18 交通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19 邮储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20 浦发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21 中原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22 郑州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23 平安银行开封分行 无意见

24 市农信办 无意见

25 河南开元空分集团有限公司 无意见

26 河南泰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意见

27 河南牧宝车居股份有限公司 无意见

28 河南梦风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无意见

29
开封市迪迅房屋征收信息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无意见

30
开封菊花高新科技产业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无意见

31 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意见

32 开封市集英市政府工程有限公司 无意见

33 开封市新日气体有限公司 无意见

34 河南顿汉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无意见

35 河南省贝威科技有限公司 无意见

36 河南博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无意见

37 开封市荣光商贸有限公司 无意见

38 河南创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无意见

39 开封市翰园铁路橡塑实业有限公司 无意见

40 河南富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无意见

41 开封市千坊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无意见

42 河南运东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意见

43 兰考老地方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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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对《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双
十条”措施的通知（草案）》的

法制审核意见

按照市政府领导指示，我们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市金融局

起草的《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封市解决企业融资

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双十条”措施的通知（草案）》进行了

合法性审核，现提出以下法制审核意见：

一、必要性

受经济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影响，我市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

击，部分企业流动资金持续吃紧，面临严重生存危机。同时，

金融机构因不良资产增加，企业信用等级下调等原因，存在

“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的问题。草案的出台是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举措，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减成

本的有效措施，能够进一步改善我市金融生态环境，完善金融

服务体系，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激发企业经营活力，

促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法律政策依据

草案主要依据为：《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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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21〕16 号）《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统计

局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探索建设主办银行工

作机制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豫金发〔2020〕84 号）等

文件。

三、审核修改情况

市金融局已就草案征求了市委组织部、市大数据局、市财

政局、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统

计局、市工信局、市人社局、人行开封市中支、开封银保监分

局等 12 个部门、全市 12 家银行及 19 家企业的意见，并根据意

见反馈情况进行了修改完善。草案是按照省金融工作安排部署，

结合我市企业和银行实际，制定的缓解企业融资难，优化金融

环境的具体举措。我们会同市金融局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

已建议对草案作如下修改：

原草案规定：“七、强化正向激励约束……落实银行奖补

政策，对年度工作先进的银行进行表彰奖励。”根据《中共河

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第十二条规定：“……省

级以下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后，由省协调小

组报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备案”，未经省委、省政

府批准，我市无权设立表彰项目，已建议原草案删去上述内容。

经审核，修改后的草案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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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见，供领导参考。

2021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