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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日前国务院已正式
批复同意即日起至2023年12月31
日，在浙江省暂时调整实施《婚姻登
记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
例》4部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根据批复，《婚姻登记条例》相关
内容暂时调整实施后，男女一方或者
双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浙江省的内
地居民，可以在浙江省内自主选择婚
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离婚登记。调
整后，浙江省要通过完善婚姻登记系
统，加强婚姻登记数据归集共享等措
施做好保障和服务工作。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暂
时调整实施后，将允许浙江省对施
工图设计文件实行分类管理，经评
估的低风险项目可不进行施工图
审查。调整后，浙江省要通过开展

执法检查、监督指导设计单位完善
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并落实建设工
程设计质量主体责任、强化建设单
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完善建设工
程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系统等
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相关内
容后，取消在浙江省开办药品批发、
药品零售企业的筹建审批。调整
后，浙江省要通过强化药品批发、药
品零售企业验收并开展药品经营企
业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情况
检查等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批复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
浙江省人民政府要根据上述调整，
及时对本部门、本省制定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作相应调整，建立与改
革要求相适应的监督管理制度。国
务院将根据浙江省改革实施情况，
适时对本批复的内容进行调整。

（来源：浙江日报）

“真没想到，通过书面承诺，一
张荣誉证书能‘换’一份贷款。这
让我们小企业的融资小道变成了
大路。”10月13日，温州市一家瓦
楞箱厂的负责人胡先生说起刚获
得的 30 万元“无形资产贷”感慨
道。由于没有可抵押物，该企业原
本只能通过担保或民间借款缓解
资金紧张，现在凭借当地街道颁发
的“最美新桥人”荣誉称号就在瓯
海农商银行申请到了贷款。

在温州，除了厂房、店面、设备
等有形资产，小微企业还可以将知
识产权、商誉、荣誉、特殊工艺、科技
数据、祖传秘方、拆迁指标、租房权
益等自己认为有经济价值、银行认
为可以授托的无形资产拿去授托，
不用抵押、不用担保，只需一份书面

“承诺授托”就可申请贷款，最低年
利率4.35%。这种在省内率先探索
的“小微企业资产授托贷款”模式，
截至9月底已授信融资10.5亿元。

小微企业是社会经济的“毛细
血管”。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现
金流吃紧，迫切需要资金救急纾
困；一些企业则展现顽强的生命力，
复工复产后融资需求旺盛。为稳企
业保就业，作为全国首个金融综合
改革试验区，温州积极探索，从“资
产”认定入手，将资产信用化、信用

资金化，延伸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
受益范围，打通小微企业缺少抵押
品、担保费用高等融资堵点。

“沉睡资产”被唤醒，大大激发
了小微企业的发展动能。“我们的
经营模式需要提前预支客户费用，
高速增长的业务量和资金周转效
率低的状况不匹配，成了我们成长
中最大的障碍。”温州一家环境资
源利用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林先生
告诉记者，企业以废物排放许可和
省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认定
两份材料作为“授托”，一纸书面材
料便获得300万元的贷款。除此之
外，温州还开展“贷前”信用评价，搭
建小微企业信用“赋分”模型，通过
信用评级评价系统，对符合融资条
件的小微企业、小微园进行提前授
信，大大提升授托便利度。

授托范围尽可能扩大，但风险
把控不松懈。温州建立“贷中”审
查备案，对申请贷款的授托资产按
能备案都备案的原则，确保对已授
托备案的资产，不给予权属过户或
重复担保备案；建立“贷后”风险缓
释机制，并采取联合惩戒、公开曝
光和重点监管等措施，对失信企业
增强“软约束力”，最大限度保障银
行金融债权实现和金融环境稳定。

（来源：浙江日报）

如何通过治理效能提升，把政
府的好政策高效兑现为群众的好生
活？10 月 13 日，杭州发布城市大
脑“民生直达”平台，将“直达”理念
从惠企向惠民延伸。

今年初，杭州打造了城市大脑
“亲清在线”新型政商关系数字平
台，实现防疫惠企政策红利快速精
准直达企业，已兑现资金 54 亿元，
惠及26万家企业。“民生直达”平台

是“亲清在线”理念的延伸，由杭州
市民政局、数据资源局、残联、退役
军人事务局等多部门协同共建。

杭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基于云计算服务，通过数据协
同、流程再造，“民生直达”平台可以
自动匹配公共信息，查找服务对象，
实现“政策找人”，将补助及时、精准
发放到市民手中，最终实现普惠性
享受公共服务“一次都不用跑”，救

助政策覆盖“一个都不少”“一天都
不差”。

以“残疾人轮椅车燃油补贴”
事项为例，原先这一事项要通过个
人申请，并历经三级审批，如果不
知晓政策或者申请材料不全，就会
出现遗漏补助、无法补助的情况。
现在，通过杭州市残联、车管所等
部门数据协同，系统从后台自动获
取信息，形成补助名单，确保一个对

象都不少。
据悉，“民生直达”平台首批在

西湖区、江干区和拱墅区试点成功
后，后续将向杭州全市覆盖。目前，

“民生直达”平台已有 24 项市级政
策上线入库，兑付资金2.5亿元，受
益 32 万人。该平台全面建成后预
计全市受惠群体将超百万人，年发
放补贴达数十亿元。

(来源：浙江日报)

10月15日，深交所公布的16日
上市安排显示，浙江企业熊猫乳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熊猫乳品”）
将于16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浙
江证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熊猫乳品的上市，浙江省将迎来“凤
凰行动”计划实施以来的重要里程碑
——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突破
500家，占全国的八分之一。浙江也
成为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境内上
市公司数量达到500家的省份。

这是浙江贯彻落实“凤凰行动”
计划、实施融资畅通工程、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对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生动写照，
是打造新时代“重要窗口”的有力支
撑，也是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在浙江
的生动实践。

据了解，浙江境内上市公司总数
突破100家历经十余年，而从400家
跃升至500家仅用了不到3年。这
得益于浙江自 2017 年开始力推的

“凤凰行动”计划。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带
动作用，周密部署、积极推进，充分展
现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决心，

“凤凰行动”计划取得显著成效。
2018 年、2019 年以及2020年

前三季度，浙江分别新增IPO境内上
市公司16家、25家和43家，占全国
的15.24%、12.32%和14.58%，募集
资 金 75.94 亿 元 、316.89 亿 元 和
266.80亿元，为浙江企业的转型升级
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

作为制造业大省，浙江境内上
市公司原本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近
年来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拓展。尤
其自去年科创板开板以来，网络安
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物联网、高
端智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资
本市场上多点开花。

更可喜的是，“凤凰行动”计划

实施以来，全省各地比学赶超，积极
拥抱资本市场。温州今年已有7家
企业过会，辅导期企业数量跃居全
省第四。杭州滨江区、余杭区和宁
波鄞州区等县（市、区）境内上市公
司已突破20家。

下一步，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浙江证监局、宁波证监局等部门
将继续扎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重要决策部署，推进“凤凰行动”计
划，共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利用
多层次资本市场做优做强，推动浙
江板块持续保持良好的市场形象。

（来源：浙江日报）

目前，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生态水稻、有机猕猴桃等农作物进入成熟期，丰收在望。俯瞰大地，金黄
色的稻谷与蜿蜒迂回的田坎、溪水、村庄构成一幅美丽的秋日田园画卷。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凤凰行动”传捷报

浙江境内上市公司突破500家

自动匹配公共信息，查找服务对象，实现“政策找人”

杭州发布城市大脑“民生直达”平台

淳安：大地披彩秋意浓

温州在省内率先探索小微企业资产授托代管融资

小微企业一诺可“抵”千金

广告

安吉诚圆房产中介 电话：15067256982 7782307
地址：花鸟市场6号 (采芝斋对面)

1、驿站东苑单身公 寓2楼，67平方，59万，精装
2、九州单身公寓，60平方，精装，68万
3、九州8楼106平方，126万
4、幸福里8楼130平方，带车位，毛坯，145万
5、翠柳苑一校学区房，3楼，48平方，53万，精装
6、竹贤山庄一校学区，4楼边套，电梯房，共6楼，153平
方，带车位，173万
7、翡翠湾7楼89平方，新装修，96万
8、新华阁3楼100平方，精装，110万
9、庆丰阁首付25万5十阁楼，128平方，102万，精装
10、丽景湾3楼，100平方，精装110万
11、万邦9楼95平方，毛坯，107万
12、万邦沁河湾6楼181平方，豪装，带车位，265万
13、汇丰北苑3楼122平方，有储，精装，128万
14、啬薇郡花园详房143平方+地下层100平方，豪装，

250万
15、紫云东郡别墅380平方，超大院子，毛坯，730万
16、铂金公馆排屋，240平方，全新，毛坯，262万
17、浒畔居双联别墅，258平方，毛坯，350万
18、水岸人家排屋，面积240平方，438万，豪装
19、浒畔居排屋，230平方，豪华装修，355万
20、林语香溪别墅 390 平方，土地面积 420 平方，全新
毛坯，428万
21、凤凰路二间纯店面120平方，己租6万，205万
22、人民路店面一间二层91平方，己租6万，205万
23、云鸿路三间二层，120平方，己租4万5，168万
24、迎宾大道店面一间71平方，己租4万5，140万
25、步行街纯店面一间，78平方，己租3万6，115万
26、新华路店面一间二层，面积 104 平方，己租 4 万，
135万

（面积均为建筑面积）创世纪情缘婚介 创世纪情缘安吉婚恋是一家全国连锁加盟企业
郑重承诺：会员众多、资料保密、信息真实、服务周到诚信、拒绝婚托、
婚骗、定期举行相亲交友活动。

创世纪情缘安吉婚恋招聘红娘2名，要求有爱心，耐心，热爱红娘事业的人士加入，工作轻松，待遇面谈，月休4天，
交社保，有意向请联系门店递铺鼎盛路83号，情感热线13216507979 、13511213525【微信同号】

未婚 女
94年，身高162cm，本科学历，国企工作，年收入12万

左右，小巧玲珑，长发飘飘，想找一个稳定工作的男孩牵手
90年，身高170cm，硕士学历，编内工作，年薪12万，

苗条淑女型，想找一个有善心，有上进心的男生牵手
93年，身高167cm，本科学历，编内工作，年薪12万。

性格开朗，长相甜美，想找一个谈得来的男孩牵手

离异 女
88 年，身高 160cm，专科学历，单位合同工，年薪 10

万+，短婚未育，有房有车，谈吐优雅，想找一个有责任心，
顾家庭的男士牵手（可接受大12岁以内的男士）

78年，身高159cm，本科学历，单位会计，年薪12万，

文静，爱笑，想找一个稳重点的男士牵手

未婚 男
92 年，身高 172cm，研究生学历，央企工作，年薪 15

万，阳光帅气，有房有车，对生活有规划，想找一个三观相
近的女孩牵手

82年，身高175cm，本科学历，事业编，年薪15万，稳重
细心，有上进心，想找一个苗条爱打扮的女孩牵手，房车已备

85 年，身高 174cm，本科学历，经商，喜欢运动，有潜
力，想找一个性格好点的女孩牵手

离异 男
79年，身高172cm，本科学历，编内，年薪15万，离异带

个孩子，幽默，性格好，想找一个贤惠的女士牵手，房车已备
88 年，身高 171cm，博士学历，年收入 50 万+，儒雅大

方可以说成功人士，对女孩要求，有上进心，做事稳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