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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19
日，市交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渝广高
速重庆段一期工程将于今日15时通
车，届时，市民开车从绕城高速渝广互
通上道到广安，只需50分钟。全程通
行费54元，其中重庆段45元，广安段
9元。

渝广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2013-2030）中G85银昆高速的一
段，四川段已于去年建成通车。

渝广高速重庆段起于重庆市渝北
区悦来镇柏杨湾，与规划中的城市主
要干道金山大道相连，经重庆市北碚
复兴和静观、合川区清平、三汇、双槐
和香龙，终点位于川渝界张家祠堂与
四川段相连，路线全长69.8公里。

此次通车的渝广高速一期工程为
绕城高速以外约66.2公里。二期工
程为绕城高速以内约3.6公里，计划
年底与金山大道北延伸段同步建成通
车。在此之前，市民通过绕城高速、经
渝广一期前往广安不受影响。

据介绍，目前从重庆经渝邻高速
到广安需1个半小时，而从渝广高速
走，到广安只要50分钟，到巴中只要
两个半小时，到西安只需7个小时。
这条高速也是重庆市连接西安、北京
的最便捷通道。

据介绍，除渝广高速以外，万州至
利川、南川至道真、九龙坡至永川高速
公路将于年内陆续建成通车。届时，
我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突破3000
公里，对外高速公路出口通道将增至
19个。

渝广高速重庆段一期今日通车
开车50分钟到广安，通行费54元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今日建成通车的渝广高速一期
工程不仅是川渝间一条交通大
动脉，也是连接广安、巴中等沿
线地区和重庆的产业、物流大通
道，它的建成通车将加快广安融
入重庆的“朋友圈”。

渝广高速一期串起了岳池
县、合川区、北碚区、两江新区、渝
北区。合川区正在打造千亿汽车
城，以北汽银翔等为代表的汽车
产业链基本形成。渝广高速一期
工程建成通车后，川渝汽车产业
协作配套将进一步加强；广安岳
池县也已计划在渝广高速的罗渡

出口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承
接来自重庆的产业转移。

“渝广高速一期通车，将促
进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进一
步交流，实现成渝城市群与关中
城市群的进一步对接，助推沿线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市交委相
关人士表示，渝广高速也将是一
条旅游“大通道”，将串起沿线众
多旅游景点。从重庆出发，沿线
著名景点有缙云山、北温泉、金
刀峡，合川涞滩古镇、合川钓鱼
城，邓小平故里、华蓥山景区，营
山太蓬山景区，巴中光雾山、章
怀山景区等。

渝广高速
串起沿线产业群和旅游景点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日前，贵州省交通厅发布了渝黔
高速扩能项目贵州境内线路走
向，路线全长约119公里。

目前，渝黔高速高峰日均车
流量近5万辆次，交通出现拥
堵。去年，重庆市交委启动渝黔
高速公路扩能（重庆境）项目，项
目全长99.8公里，起于绕城高速
忠兴，设枢纽互通与绕城高速相
交，并对接市政新规划城市快速
路，止于小张坝附近省界，并与崇
遵高速扩能工程相接。全线采用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100公里，建设工期4
年，计划2021年实现通车。

此次贵州省交通厅公布的
渝黔高速扩能项目贵州境内线
路，起自贵州省桐梓县下坪，接
拟建的渝黔高速重庆段扩容工
程，止于遵义市新蒲新区青山枢
纽，接在建的兰海国家高速公路
遵义至贵阳段扩容工程，全线共
设置10处互通式立交。项目主
线共设新站服务区、茅石服务
区、蒲场服务区、团泽服务区4
个服务区。

重庆市交委称，渝黔高速扩
能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目前
渝黔高速的拥堵状况，与渝黔高
速形成重庆向南经贵州直达广
西的出海高速“双通道”。

渝黔高速
扩能项目贵州境内线路确定

本报讯 （记者 黄乔）9月19日，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市人社局等8个部
门近日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市基层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长期在基层工作、贡献突出的
专业技术人才，可破格晋升职称等级，并
按照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该《意见》主要在万州、黔江、武隆、
开州、城口、丰都、垫江、忠县、云阳、奉
节、巫山、巫溪、石柱、秀山、酉阳、彭水

等16个区县实施。
根据《意见》，我市将提高对基层专

业技术人才履行岗位职责的实践能力、
工作业绩、工作年限等评价权重。此外，
凡是到乡镇单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可
提前或直接考核确定中、初级职称。其
中，硕士研究生可享受满1年可考核确
定中级职称；本科毕业生可享受满5年
直接考核确定中级职称；专科毕业生可
享受满2年可考核确定助理级职称。

《意见》指出，对长期在基层工作、贡
献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按照国家和我市
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在推荐选拔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重庆市杰出人才突出贡献
奖和行业部门人才项目、表彰奖励工作
中，适当提高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比例。

此外，《意见》还明确提出，要积极
引导各类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引导和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通过政

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
实施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提供创
业扶持等方式，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工作和创新创业。同时，还要统筹实施
大学生村官、农村教师特岗计划、“三支
一扶”计划、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和农
技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落实工作
生活补贴、参加社会保险等待遇，采取
有效措施鼓励服务期满后的高校毕业
生留在基层工作。

我市出台政策鼓励人才到基层一线工作
凡是到乡镇单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可提前或直接考核确定中、初级职称

本报讯 （记者 杨骏）9月1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为减少
通关时间、提升查验效率，重庆海关建
设了重庆铁路口岸“H986”项目（大型
集装箱检查设备），并于近期顺利通过
海关总署验收。今后，重庆铁路口岸适
合非侵入式查验的货物，将优先通过该
设备查验，没有问题的集装箱可“即查
即放”。

据悉，这是重庆海关投用的第一台
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原理是借助X

光，在不开箱的情况下对集装箱内货
物、空箱、货柜车或集装箱夹层夹带等
进行查验。该设备于今年3月2日通过
预验收，5月22日开始实车测试。截至
9月18日，该设备共扫描集装箱车辆
331车次、662个标准箱，电子车牌读取

和箱号识别成功率达100%。
“今年1-8月，重庆铁路口岸进出

口货运量11.8万吨，同比增长84.8%，
贸易值148.8亿元，同比增长62.4%。”
重庆海关驻车站办事处副主任姜涛说，
在业务量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向“科技

要人力”成为必然。“H986”项目投用
后，非侵入式查验货物的作业时间从过
去的几小时缩短为几分钟，工作效率得
到极大提升。同时，依托先进的科技设
备，查验的准确性、针对性也大大提高，
实现了“海关管得住、企业通得快”。

首台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投用

重庆海关查验货物由几小时缩短至几分钟

本报讯 （记者 黄乔）9月19日，
重庆法院纠纷易解平台开通仪式在合
川区法院举行。

据了解，纠纷易解平台是重庆法院
“智慧法院”建设中推出的又一重大成
果，该平台以“数据共享、机制共建、诉调
对接、纠纷易解”理念为引领，推行“互联
网+多元化解”的纠纷化解新模式。

“开通纠纷易解平台的目的是让当
事人更加理性地选择纠纷化解方式，为
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的纠纷化解一站
式服务。”市高法院信息处处长陈浩介
绍，今年7月，平台率先在合川区法院
试点运行。运行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通
过纠纷易解平台分流调解纠纷329件，
约占该院同期受理民商事案件数量的
10%。其中，调解成功纠纷250件，办
结案件平均周期为7天。

诉调纠纷大数据实时共享

“一直以来，诉讼与调解等纠纷化
解数据互不相通，大大影响了纠纷化解
效率，这给当事人造成了诸多不便。”陈
浩介绍说，为此，市高法院通过搭建纠
纷易解平台，汇集整合多方调解资源，

实现了全市法院诉讼与人民调解、行业
调解、行政调解大数据的实时共享，最
大限度地高效集约化处理矛盾纠纷。

据介绍，目前，该平台已与市司法
局主导的“巴渝和事佬”等调解平台实
现了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同时，该平
台数据向所有纠纷化解平台开放，一些
行业调解组织也可以直接使用平台，录
入数据、进行网上调解、交互对接法院
办案系统，实现数据的互通共享。

“线下”“线上”均可调解

重庆日报记者在观看纠纷易解平
台演示时发现，该平台采用开放式设
计，设有当事人自主登录、选择调解、在
线调解、网上立案衔接等功能模块。

当事人如愿意调解，点击进入调解
模块，根据案件类型选择人民调解、行
业调解和行政调解。调解员可根据双

方当事人的申请，组织“线下”座谈调解
或是“线上”远程视频调解。案件调解
成功，录入双方当事人信息即自动生成
调解协议书，在平台一键立案后流转至
法院，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
认。

“从当事人使用平台申请调解，到
调解成功后申请司法确认，均是网上

‘一站式’办理，省去了往返于调解机构
和法院之间的奔波，同时，调解成功后
当事人迅速拿到了赔偿款，省心省力，
省事省时。”陈浩告诉记者，“若案件前
期调解不成功，征求当事人意愿后，平
台便会将当事人信息及诉求、证据资料
等直接流转至法院立案办理。”

纠纷化解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上个月初，合川区法院受理了一起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案件

承办法官程长禄接收案件后与双方当
事人协商，启动了诉调对接程序，通过
纠纷易解平台向特邀调解员徐培荣发
出委托调解函并移送案件相关材料，由
他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这起案件从我们立案，到调解成
功，花了14天时间。”程长禄告诉记者，
如果此案件采用通常的开庭审理方式，
运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仅
当事人的答辩期、举证期就需要15天。

“平台的运用，大大提升了纠纷化
解工作的效率。”陈浩介绍，纠纷易解平
台可借助第三方调解组织的智力资源
和专业优势，实现法院“一对多”委托，
构建起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化诉调对
接和诉讼服务体系。

据了解，目前，合川区法院已实现
人民法院与36个调解组织的工作对
接，组建专业级别的调解员库，其中特
邀调解员138名，专职调解员2人。

提供纠纷化解“一站式”服务

我市法院开通纠纷易解平台

9月14日，重庆鑫召福财务咨
询有限公司的办税员湛绪兰，在自
己办公室的电脑上办理了一项纳税
申报，只用了3分钟。

“以前，我办理这样的申报要
到税务部门，每次都要排队，花很
长时间才能办好。”湛绪兰说，“现
在有了这个电子税务局的服务后，
我在办公室就可以办理涉税事务
了。”近几个月来，在涪陵区到政府
部门办事的群众，都和湛绪兰有同
样的感受。

权力清单将审批事项
削减三成

在涪陵区具有行政审批权限的
区级部门中，都制订了向全社会公
开的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行政
权力登记表及其流程图。

“这‘两单一表一图’，把全区36
个有行政审批权限区级部门的权力
和责任，都规范得明明白白。”涪陵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涪陵
已真正实现了‘行政权力进清单，清
单之外无权力’。”

涪陵区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介
绍，通过清理规范区级部门行政审批
权力后，全区共取消了行政审批事项
65项，承接下放、委托审批事项96项、
清理调整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117
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43项。目前，全区经清理后，保留下来
的审批事项只有298项，审批事项削
减了30%。

一窗式受理、一网式办理

在涪陵注册的重庆阿兴记实业
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涉及到生产、
销售生物制品、兔肉制品、农副产品
以及养殖、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道
路货运等经营项目。这些项目涉及
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畜牧局、卫
计委、公安局、运管处等多个行业主
管部门。

在以前，办这样的营业执照，需
要提交多达45份的许可材料，其审

批时限最快也要35天。同时，还要
到质监、税务部门分别办理组织机构
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可现在，我们总共只提交了8
份资料，就在当日便领到了三证合
一的营业执照。”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说，“这为我们节约了时间，公司可
以提前几十天准备运营。”

在深化改革中，涪陵建立起全区
网上行政审批平台，除涉密外的行政
审批事项，其余全部纳入了平台办理，
打破了审批部门网络封闭、“信息孤
岛”的格局。使全区实现了“一窗式受
理、一网式办理、一站式服务”。

在服务经济中，涪陵整合了国
地税的场所和人员，实行统一对外
服务，推行“免填单服务”、“一表申
报”、“一票清税”等服务方式，使纳
税人的纳税申报时间缩短到3分钟，
代开发票时间缩短到5分钟。

全面落实促企业降本
增效政策

“我们通过全面清理涉企收费、
建立收费清单，全面落实营改增、社
保降费等减费降税、降本增效政策
措施，每年为企业减负超过5亿元。”
涪陵区政府负责人说，“这一改革为
企业发展创造了好的环境，也加快
了市场主体的发展。”

在涪陵，有一张收费清单，这张
清单使各种收费得到了规范，有效
地减轻了企业负担。

这张清单是建立在对收费项目
的清理基础上的。涪陵对全区的收
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取消了
收费项目37项，停征7项，免征48
项，降低收费标准7项。对保留下来
的收费项目，建立起清单管理制度，
并向社会公开，凡是清单外的，一律
不准收费。

清理收费，减轻了市场主体的
负担后，也激发了民间投资。涪陵
区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全区民间
投资已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50%以上，市场主体自2013年以来，
增长了39%。

改善投资环境

涪陵每年为企业
减负逾5亿元

本报记者 罗成友

三条高速去广安
哪条最方便？

渝广高速一期通车后，重庆主城到四川广安有三条自驾通行方案可以选择——

路线一

路线二

路线三

北环走渝武高速，经武胜到达广安，全程约153公里，通行费75元。

北环走渝邻高速，经华蓥山到达广安，全程151公里，通行费80元。

北环走机场高速，经绕城高速渝广互通上道渝广高速，全程126公里，通行费54元。

静观服务区。 （市交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