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文件
驻政〔2018〕4 号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驻马店市企业上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开发区、市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驻马店市企业上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已经 2018 年 2 月 2 日市政府第 23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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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企业上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为抢抓国家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新机遇，进一步加快
我市企业上市步伐和后备资源培育，鼓励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实现
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不断壮大和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按照“扶优扶强一批、招大引强一批、培育上市一批、创新升级
一批”的总要求，结合我市企业上市工作实际，决定实施企业上
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市场导向、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属地
责任、部门联动”原则，以做大做优做强为取向，以优化结构、
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企业上市、品牌战略、集聚发
展为工作重点，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培育上市后备资源，
努力营造鼓励企业实施资本经营战略的氛围，多渠道、多形式推
进企业上市。
二、总体目标
自 2018 年起，按照“培育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上
市一批”的工作思路，大力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成长性好、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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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力争
2018 年上报辅导企业 5—10 家，成功上市 2—3 家，滚动培育重
点上市后备企业 30—50 家;力争到 2020 年上市和在会待审企业
10-15 家,滚动培育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50—80 家，达到上市条件
的企业 15-20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达到 30 家左右，中原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达到 100 家以上。
三、工作措施
（一）转观念，强化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意识。各级领导
干部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打破过
度依赖银行信贷的陈旧观念，牢固树立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的意
识，进一步坚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产业的理念和信心，切实
提高资本运作能力，明确企业上市时间表、路线图，建立企业工
作台账，不断加快我市企业上市整体步伐。
（二）强服务，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牢固树立企业至上、
企业家至上的服务理念，建立政府与企业沟通联系机制，构建善
商、爱商、扶商、清廉的新政商关系，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切实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特别是对符合上市
条件的企业在办理相关权属证明、行政审批事项、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等方面，要根据上市需要，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
强化部门协同，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办事效率，实现流程更精、
环节更简、服务更优。同时，在市政府督查室加强督查督办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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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市政府将对推动企业上市工作中存在懒政怠政、不作
为、慢作为、推诿扯皮的单位和个人启动问责程序，着力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为企业顺利实现上市创造有利条件。
（三）厚基础，建立上市后备企业梯队。按照“优选储备
一批、培育规范一批、申报上市一批”的思路，以 23 家省定重
点上市后备企业为主体，以市双百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行业龙头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为依托，综合考察企业规模实
力、上市意愿和发展潜力，筛选建立 10 家主板、中小板（含海
外）、10 家创业板和 50 家“新三板”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夯
实后备企业基础，形成梯次培育新格局。对上市后备企业实行滚
动管理，每年调整 1—2 次。
（四）多举措，加大后备企业培育力度。一是加强协调。
积极协调企业与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加快推进企业与券商等中介机构签约，
借助中介机构的资源和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辅导工作，力争
2018 年末全市至少有 8 家企业与券商签订辅导协议，三年内有
25 家企业与券商签订辅导协议。二是强化指导。指导企业规范
运作，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主业、做强
主业，协助企业做好辅导备案、上市申报、项目融资、风险防
范等方面的工作，力争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市每年至少有 5 家
企业在河南证监局辅导备案、有 4 家企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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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申请材料。三是加大培训。积极帮助企业搞好资本运作和人
才建设，利用“金融大讲堂”、市委党校和黄淮学院等平台优势
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会、交流会、座谈会，加强对企业管理层
的上市工作培训，促进企业上层次、上水平，不断提高企业的
整体运作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五）解难题，分层次实现上市挂牌。一是对条件基本成
熟、已经达到上市要求的企业，如蓝天燃气、枫华种业、龙凤山
农牧等，通过定期召开推进会、建立督查台账、市级领导分包等
措施全力推动在沪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二是对外向型
企业，如神艺服饰等，引导企业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到海外市场
上市融资，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实现企业快速发展。三是对近三
年内离上市还有一定距离但进军资本市场意愿比较强烈且发展
前景较好的企业，引导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四
是对上市基础条件较弱的企业，鼓励其到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逐步强化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意识，加快企业发展步伐。
（六）重奖励，调动企业上市挂牌积极性。一是对在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成功上市企业的奖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成
功上市的企业，由企业所在县区政府奖励 500 万元；市政府奖励
300 万元(其中 100 万元奖励所在县区政府)。二是对在境外成功
上市企业的奖励：境外实现成功上市的企业，由企业所在县区政
府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市政府奖励 200 万元(其中 100 万元奖
— 5 —

励所在县区政府)。三是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
板）成功挂牌企业的奖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
的企业，由企业所在县区政府奖励 150 万元。四是对在中原股权
交易中心交易板成功挂牌的企业，由企业所在县区政府奖励 20
万元，市政府奖励 10 万元；对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展示板挂牌
的企业由企业所在县区政府奖励 5 万元。上市挂牌奖励申报流程
及时限要求参照《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
的补充意见》（驻政〔2016〕59 号）执行。
四、保障措施
企业上市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市场敏感度高，是一项
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强调市场化
运作，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推动、指导与扶持。
（一）加强领导。为加强对企业上市工作的组织领导，市
政府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相关单位主要
领导为成员的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动我市企业上市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金融办，市政府金融办要不断创
新工作方式，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分类指导和综合协调功能，确
保实现企业上市阶段性工作目标。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
把企业上市工作作为重大事项，积极配合，全力做好职责范围内
的相关服务，积极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为切实保障我市企业上市
工作顺利推进，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企业上市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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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筛选后备资源、组织上市培训、聘请专家指导、开展上
市宣传等工作。各县区政府也要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企业上
市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推动企业上市工作的长效机制，确保我市
企业上市工作上下联动、有序推进。
（二）完善制度。建立健全“一企一议”制度，市企业上
市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重点后备企业书面申请和所在地政府的申
请，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主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
采取“一企一议”办法为企业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特别是对近三年有望上会的企业，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分包
领导要经常听取企业上市工作汇报，协调解决企业上市工作难
题，强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
（三）落实政策。全面落实省、市出台的关于促进企业上
市的奖励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企业上市提供全方位支
持。为上市进行资产重组时所发生的房屋契税、土地增值税等，
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办理完税手续。对拟上市公司改制设立
时涉及的税收、土地、资产界定、确权办证等政策性问题和历史
遗留问题，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通力
协作、倒排工期、跟踪服务、限期办结，进一步调动企业上市积
极性，在全市努力形成想上市、争上市、促上市、快上市的良好
氛围。
（四）强化考核。各县区政府要把鼓励和支持企业上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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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列入重要的日常安排，明确工作部门，细化工作职责，制订年
度企业上市工作计划，按月、季上报企业上市工作情况，加快把
辖区内的行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型企业等培育成上市公司。市
政府对各县区政府实行上市工作目标考核制度，年终对上市工作
先进县区进行通报表彰和奖励，对上市工作落后县区进行通报批
评和约谈。

附件：我市重点拟上市企业上市进度时间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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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我市重点拟上市企业上市进度时间安排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具体目标

时间安排

具体措施

1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
公司

主板

已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向河南证
监局报辅导，拟于 2018 年上半年
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问题；协助企业做好上市材料申报和募投资
金投资项目等工作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2

河南龙凤山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

中小板

拟于 2018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18 年下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建设用地指标和房屋权属证明等问题；协助
企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材料申报工作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主板

拟于 2018 年下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19 年 3 月向中国证
监会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初步具备对接资本市场的
资格；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
上市过程中的土地证、房产证办理等问题；协助企
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材料申报工作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拟于 2019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3

河南惠洁管业有限公司

4

驻马店市乐山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主板

5

河南省大融高科建材有
限公司

中小板

6

驻马店市龙山通用机械
有限公司

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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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责任人

序
号

企业名称

具体目标

7

驻马店恒久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创业板

8

河南鑫龙昌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主板

9

河南省鼎复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主板

10

河南省大程粮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主板

11

河南顺达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12

河南久久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

河南三公利华体育科技
有限公司

创业板

14

河南百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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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

时间安排

具体措施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20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 3 月向河南证监局报
辅导，2019 年 9 月向中国证监会
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问题；协助企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材料申
报等工作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问题；协助企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材料申
报等工作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行
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开辟
上市“绿色通道”
；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的
施工许可证办理等问题
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开辟上市“绿
色通道”；积极协助企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申报
等工作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拟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向河南证
监局报辅导，2019 年第四季度向
中国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20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下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责任单位 责任人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上蔡县
政府

李卫明

上蔡县
政府

李卫明

上蔡县
政府

李卫明

上蔡县
政府

李卫明

上蔡县
政府

李卫明

序
号

企业名称

15

上蔡县恒通机械有限公
司

16

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河南名品彩叶苗木股份
有限公司

具体目标

时间安排

具体措施

创业板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上蔡县
政府

李卫明

主板

拟于 2018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19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问题；协助企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申报等
工作

遂平县
政府

侯

蕴

主板

拟于 2018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19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土地性质变更和收入渠道单一等问题；协助
企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申报等工作

遂平县
政府

侯

蕴

拟于 2020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下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向中国证监会
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拟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
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证
监会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问题；协助企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申报等
工作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问题；协助企业做好辅导备案和上市申报等
工作

遂平县
政府

侯

蕴

平舆县
政府

赵

峰

平舆县
政府

赵

峰

平舆县
政府

赵

峰

西平县
政府

李全喜

18

河南大河医疗有限公司

主板

19

河南中鑫家具有限公司

主板

20

禾普环保家居有限公司

创业板

21

河南骏化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主板

22

河南金凤牧业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主板

拟于 2018 年向河南证监局报辅
导，2019 年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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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责任人

序
号

企业名称

23

河南丰源和普农牧有限
公司

24

河南鼎力杆塔股份有限
公司

25

河南省神艺服饰有限公
司

拟于 2018 年 3 月完成审计和国内
海外上市
股权构建，7 月完成红筹架构，
（澳大利亚）
2018 年底提交上市材料

26

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主板

已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向河南证
监局报辅导，拟于 2018 年上半年
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27

28

29

河南中多铝美新材有限
公司

河南后羿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鹏飞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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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时间安排

具体措施

创业板

拟于 2018 年向河南证监局报辅
导，2019 年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创业板

拟于 2018 年向河南证监局报辅
导，2019 年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
；积极协助企业做好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西平县
政府

李全喜

西平县
政府

李全喜

泌阳县
政府

魏华伟

建立市级领导分包制度，积极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
程中的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办理等问题；协助企业
做好上市申报工作

开发区
管委会

史爱民

创业板

拟于 2020 年上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20 年下半年向中国
证监会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积极协助企业做好上市申
报工作

产业集
聚区管
委会

陆新生

主板

拟于 2018 年下半年向河南证监
局报辅导，2019 年向中国证监会
上报 IPO 材料

督促企业抓紧完成股改，对企业股改和上市进度进
行跟踪问效；全面落实企业上市股改的扶持政策，
开辟上市“绿色通道”；积极协助企业做好上市申
报工作

产业集
聚区管
委会

陆新生

新三板

拟于 2018 年 12 月进行股改，2019
年上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交挂
牌申请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序
号

企业名称

具体目标

30

河南大红门门业有限公
司

新三板

31

上海全宇生物科技确山
制药有限公司

新三板

32

驻马店市永创生态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

新三板

33

驻马店市恒兴仓储物流
有限公司

新三板

34

河南省诸美种猪育种集
团有限公司

35

正阳天润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

36

河南暖洋洋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

37

河南豫坡酒业责任有限
公司

时间安排

具体措施

拟于 2020 年上半年进行股改，
2020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拟于 2020 年上半年进行股改，
2020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拟于 2019 年上半年进行股改，
2019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拟于 2020 年上半年进行股改，
2020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新三板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进行股改，
2020 年上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新三板

拟于 2019 年上半年进行股改，
2019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责任单位 责任人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确山县
政府

彭广峰

开发区
管委会

史爱民

开发区
管委会

史爱民

正阳县
政府

王东征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正阳县
政府

王东征

新三板

已于 2016 年 3 月完成股改，拟于
2018 年 9 月向全国股转系统递交
挂牌申请

全面落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
金上对企业挂牌提供支持；积极协助企业做好挂牌
申请

遂平县
政府

候

新三板

拟于 2018 年下半年进行股改，
2019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西平县
政府

李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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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

序
号

企业名称

具体目标

时间安排

具体措施

38

驻马店市亿民农产品科
技有限公司

新三板

拟于 2018 年下半年进行股改，
2019 年上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上蔡县
政府

李卫明

39

河南豫园锅炉有限公司

新三板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进行股改，
20120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
递交挂牌申请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汝南县
政府

刘军民

40

汝南县联合正兴板业有
限公司

新三板

刘军民

汝南裕信纺织有限公司

新三板

汝南县
政府

刘军民

42

驻马店市大程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新三板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汝南县
政府

41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进行股改，
2020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拟于 2019 年下半年进行股改，
2020 年上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拟于 2019 年上半年进行股改，
2019 年下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
交挂牌申请

驿城区
政府

毕启民

新三板

拟于 2018 年 3 月进行股改，2018
年 9 月向全国股转系统递交挂牌
申请

督促企业抓紧进行股改；全面落实企业股改的扶持
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平舆县
政府

赵

峰

新三板

已完成股改，拟于 2019 年 3 月向
全国股转系统递交挂牌申请

全面落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
金上对企业挂牌提供支持；积极协助企业做好挂牌
申请

平舆县
政府

赵

峰

新三板

拟于 2018 年 12 月进行股改，2019
年上半年向全国股转系统递交挂
牌申请

督促企业与中介结构签约，尽早进行股改；全面落
实企业股改的扶持政策，在产权、税收、资金上对
企业挂牌提供支持

平舆县
政府

赵

峰

43

河南盛程实业有限公司

44

河南天下无漏防水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

平舆康博汇鑫油脂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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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责任人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2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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