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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大概
要3个工作日，现在不到20分钟就可以
搞定。”如此高的办理效率，安见汉质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由衷点赞。

2014年1月28日，市政府印发《重庆
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并在全
市范围内实施。

商事制度改革三年多来，企业办事更
方便，也更加肯定重庆的行政服务和营商
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落户重庆——
今年上半年，我市新设立市场主体18.89
万户，同比增长9.46%。

我市开展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坚持把
“多证合一”作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优
化营商环境重要抓手。今年6月开始，市
工商局按照能合尽合、能简尽简、该减则
减的原则，将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

查类的一般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项，以及
企业登记信息需要的办理涉企证照事项
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被整合证照不
再发放。

此外，今年9月市工商局将《印章备
案通知书》《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表》《外商投资企
业变更备案表》《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
业备案表》等5个证（表）与之前已经合并
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
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再
次整合，实现“十证合一”。

目前，重庆成为首批在省级范围内全
面推行“多证合一”改革的省市，已发放营
业执照99.48万份。未来，市工商局将与
重庆海关、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市商
务委协调数据采集项目、业务流程和信息

系统改造，拟通过我市社会公共信息资源
交换平台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

此外，加强登记窗口规范化建设，市
工商局也有新招——

推行“网上办”，对企业名称登记、年
度报告、信用信息查询等事项，实行互联
网申报、核准和查询；推行“马上办”，对企
业简易注销、动产抵押、广告发布登记等
事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办结、立等可取；推行“随地办”，将公
司设立登记权限下放到有条件的工商所，
实施移动登记、代理登记等新型服务模
式，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
户，可在同一区县（自治县）范围内任一网
点办理工商登记；推行“辅导办”，对招商
引资的重点企业以及改制、重组、上市、

“僵尸企业”注销等较复杂登记事项，实行

“一企一策”、提前介入、专人辅导，提高办
事效率。

“就拿‘辅导办’来说，真是省了企业
不少麻烦。”九龙坡区工商分局工作人员
说。

今年8月，安见汉质科技有限公司到九
龙坡区工商分局办手续，准备落户九龙坡。

“这是一家招商引资企业，注册资本
有3个亿，工商部门十分重视。”上述人士
说，为了让企业少跑路，工作人员专门制
作了一次性告知单，在清单里面列明了所
有需要提交的材料。

“如此这般，来办理手续的企业一次
就可以把材料准备完整。”工作人员介绍
说，“即使提交材料不全或者有误，我们也
会在清单中列明要补交的材料以及修改
意见，窗口的工作人员会服务到底。”

商事制度改革三年多来，企业办事更方便，也更加肯定重庆的行政服务和
营商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落户重庆——

“多证合一”让企业少“跑路”
本报记者 曾立 见习记者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9 月 4日，记者从市工程建设招
投标交易中心获悉，新建市郊铁
路磨心坡至合川线正进行施工监
理招标，有望今年动工。

新建市郊铁路磨心坡至合川
线工程，起于国家铁路干线襄渝
线北碚磨心坡站，经土场、草街、
钓鱼城、花滩至渭沱，在渭沱站新
建联络线经黄泥坝交接站连接兰
渝、遂渝线，并与规划的市郊铁路

渝合线合川—永川段贯通，正线
长约57.75公里，建设工期为四
年。

据悉，市郊铁路磨心坡至合
川线近期将新建土场、草街工业
园区、花滩、合阳、黄泥坝5个车
站，改建兰（遂）渝线渭沱接轨站，
缓建钓鱼城站。待这条铁路通车
后，市民从主城坐火车到合川大
约只需要30分钟时间，将大大方
便沿线居民出行。

新建市郊铁路磨心坡至合川线

市民到合川只需30分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记者9月4日从北碚区城乡建委
获悉，位于北碚区童家溪镇境内
的快速路二横线西段上跨渝黔铁
路跨线桥近日已完成主体施工，
为快速路二横线西段工程顺利推
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快速路二横线西段是今年计
划新开工项目，横跨沙坪坝区、北
碚区和两江新区，起于桃家院子
立交东，经土主隧道、礼嘉大桥，
止于礼嘉金通大道，全长14.4公

里，双向八车道，设计车速80公
里/小时。

快速路二横线西段项目包
括土主隧道、礼嘉嘉陵江大桥、3
座全互通立交（王家坪立交、童
家溪立交、礼白立交）等工程，建
设期为 4年，预计 2021 年建成
通车，将改善沙坪坝西部新城与
主城北部地区的交通条件，并将
西部新城和国博中心、江北机场
串联起来，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
展。

快速路二横线西段
2021年建成通车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
讯员 蒋文友）“通了，通了！”
9月3日早上9时06分，随着工
人们的一阵阵欢呼声，潼大荣
高速公路转洞隧道左线贯通，
这也是该高速公路贯通的首个
隧道。

潼大荣高速公路项目是重庆

市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七联线，
也是连接渝西川东地区唯一一条
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纵贯潼南、
大足和荣昌三个区县，南北与四
川南充、泸州相连，与沪蓉、成渝
环线、渝蓉、渝昆等多条高速公路
形成接驳，预计2019年底建成通
车。

潼大荣高速首个隧道贯通

近日，巫溪县朝阳镇松花村，已经硬化了的
人行便道从石林中穿过。松花村海拔1000余米，
紧邻倒山寺峡谷，依托奇、险、秀的松花石林，大
力发展果木种植，在石林周围栽种桃树林和李子
林，形成游览采摘体验园，打造“春赏花夏摘果，
一年四季游石林”的乡村旅游名片，带动农户增
收。2016年该村人均收入达9853元，有459户贫
困户脱贫。 记者 苏思 摄

巫溪朝阳镇

高山石林 助农增收

顶层设计落实统筹谋划
齐抓共管解决多年“疑难杂症”

创建平安是时代的担当，更是履职的承诺。
垫江县委政法委书记郑小波多次在会上

表示，只有始终把平安建设作为一项最重要的
民生工程，紧紧抓住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
稳定的突出问题，才能真正把平安这件民生工
程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立下责任状，关键在落实，重点在谋划。
因此，在平安城市创建之初，垫江就高度重视
顶层设计，坚持以更高站位统筹谋划，真正把
平安建设工作落到实处。例如，在每年年初，
确定垫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平安稳定工作
总是被纳入工作重点；县委政法委员会、县综
治委全会、防邪、国安、反恐等领导小组会议形
成了定期研究重大事项的工作机制，县委常委
会、县政府常务会坚持双月定期研究政法平安
工作，县委政法委员会坚持双月研判…….

正是得益于这样立足高位谋划，不少积
年“疑难杂症”因此得到解决。以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的救治管理为例，过去由于患者救治
救助保障水平低、专业机构和人员严重不足
等原因，对患者既缺乏足够的家庭和社会支
持，又容易造成肇事肇祸问题。2016年，垫江
县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现、管理、衔接、
救助“四难”问题，探索实施了“三化”服务管
理新模式，对出院患者、新增疑似患者、居家
监护病情异常者、流动患者等实现了排查发
现动态化、全程管理信息化、医养结合系统
化。截至目前，全县精神病人检查率、检测

率、救治救助率均达100%，实现了社会家人
“双安心”，织牢了这一重点人群的治安防控
网。

基层服务落实责任
担当层层传递，平安环境共同缔造

每天上午8时30分，垫江县桂溪街道集体
社区网格管理员李吉兵到岗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背起工作包、拿上采集表到她负责的单元网
格走访，到了傍晚，把白天走访的数据全部记
录后，趁着社区居民下班回家、家里有人的机
会，又开始了入户走访。

“走访的时候需要采集出租房屋、流动人
口以及工商管理、食药监等基础数据，还得对
商户、居民进行平安宣传。工作很辛苦，但责
任更重于泰山！”李吉兵介绍。

“像李吉兵这样的网格员，我们社区就有
28个。在整个垫江县更有着千千万万，他们构
成着最基层的服务，同时也自下而上地传导着
平安建设的责任。”集体社区便民服务综治中
心党委书记黄小凤说。

集体社区只是垫江层层传导责任，真正把
平安建设要求扛在肩上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为全面落实平安责任，垫江已建立起了“责任
承包、责任分包、末位淘汰”的逗硬考核奖惩机
制。自2013年以来，全县有26名综治干部因
工作突出得到提拔重用，约谈镇街党政主要领
导30人次、分管领导20人次，8个县级部门因
工作推进不力被黄牌警告，有效推动平安建设
责任担当触地落实。

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垫江品牌”
——看牡丹故里如何书写平安答卷

当华灯初上，汇聚在垫江县
各大公园和大小广场的人们尽
情地歌舞，开心的歌声、笑声中，
传递的是平安、幸福和谐之音；
走在垫江大街小巷中，人群中一
张张充满幸福的笑脸与路面执
勤警察、治安巡逻队、志愿者巡
逻队相映，构成了一幅美丽垫江
平安画卷。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和市委政法委的精心
指导下，垫江紧紧围绕“防控风
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
板”主题主线，深入推进垫江的
平安建设，全县社会大局持续保
持稳定。已连续4年获全市综合
治理工作考核组优秀，连续75个
月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连续6年未发生食品药品安
全事故，取得了让上级满意、让
群众认可的成绩，实现了人民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连续提升的
好局面。

一个幅员面积1518平方公
里、户籍人口近百万人的大县，
是如何强力推出平安建设的？

“以须臾不可放松、一刻不
容懈怠、丝毫不能大意的态度和

‘钉钉子’的精神，认真抓好稳定
第一责任落地落实。”垫江县委
书记蒲彬彬指出。

“始终秉承落实就是创新、
实用也是创新的理念，不断强化
平安建设工作保障，大力营造开
放共治的新格局。”垫江县县长
梅时雨表示。

一个电话实现应急互助
让农村留守人员多份安全保障

6月21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迅速让道路变得湿滑起来，也让松林村村
民李晓平运送农用物资的路程更加困难。
看到装满物品的三轮车发动机发生故障，
陷在泥地里出不来，他不慌不忙地掏出手
机说：“我给‘6995’打电话，一个电话就有
很多人来帮我。”果真，他的求助电话一接
通，10多个应答声瞬间响起：“马上到！”

在等待救援的几分钟内，李晓平介绍
说：“‘6995’是一个应急互助平台，将就近
的村民、村干部、辖区治安室（警务室）组成
了一个虚拟网。平时看似作用不大，但遇
到困难，打一个电话全村上下都能知道。
要是没有这个号码，一个一个打电话，少不
了半个小时，而且也不一定能及时赶来。”

正说话的工夫，村委会主任邓娟带领
着村干部赶到了现场，二话不说就帮助李
晓平把车拉了出来，一场紧急救援在10多
分钟的时间内迅速化解。

一个电话就能叫来这么多帮手，这就
是垫江县“6995”平安互助平台发挥的“大
作用”。

除此之外，该平台还具备政务管理能
力，主要包含警情监控、政务办公、信息发
布等功能模块，以“全天候、零距离、全覆
盖”的信息化手段，助力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从被动应对处置向主动预测预警预防
转变。

基层“公共服务综治中心”
构建平安建设第一道防线

7月20日上午，在垫江县桂溪街道集
体社区便民服务综治中心办事的群众熙熙
攘攘。作为垫江县创新基层平安建设的一
个试点，这个“小平台”正发挥着大作用。

“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综治中心，它
的功能可大着呢。”据集体社区便民服务
综治中心党委书记黄小凤介绍，社区综
治中心担负着开展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
多元化解、推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指导辖区网格化管理、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联动办理便民服务事项等多项工作
职责。

在她看来，综治中心的建成，实现了一
个场所集中办公、一套机制规范运行、一
个平台协作联动。在整合基层综治、公
安、司法、法庭、信访、安监等资源力量的
基础上，综治中心就像社区社会治理的

“大脑中枢”，筑牢了平安建设的第一道防
线。

从2016年投入使用以来，集体社区依
托综治中心共解决群众诉求95件，调处矛
盾纠纷125起，防止民转刑案件3件，防止
群体性上访14件，治安案件发案同比下降
19.2%。

把工作落到实处 将创新立足实用

集体社区服务综治中心干部热情接待群众

赵童 刘玉珮 周渝津
图片由垫江县委政法委提供

县委举办《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
治化水平》专题报告会

澄溪镇公共服务·综治中心全景 澄溪镇公共服务·综治中心干部开展面对面的法治宣传

简 政 放 权 放 管 结 合 优 化 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