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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交管部门
为民企提供面对面服务
开展车驾服务5800余笔、交通安全教育

和业务咨询2000余人次

养老机构收取保证金或
押金，不得超过每月服务费
的六倍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值此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之际，我谨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大会
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
国际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界人士表
示诚挚的欢迎！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
时，互联网发展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
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
社会的广泛共识。我们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
张”，就是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
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
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
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
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对外开放
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本届大会以“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希望大
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交流
合作，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3日于北京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习近平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记者12月3日从成都铁路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将于12月6日全
线建成开通，开通当日将开行重庆经兰渝铁路、西成高铁到达
西安的铁路动车组D4281次、D4285次，一等座439.5元、二
等座279.5元。重庆至西安的铁路旅行时间由目前最快的9
个半小时缩短到5个半小时。

西成高铁是连接西南、西北地区的高速铁路，全线运营速
度为250公里/小时，在广元铁路枢纽与兰渝铁路交汇。开通
初期，铁路部门将安排成都东、重庆北至西安北直通动车组列
车9对，其中重庆北至西安北动车组列车2对。D4281次8：20
从重庆北站始发，13：42抵达西安北站，全程运行5小时22
分。D4285次16：05从重庆北站始发，21：33到达西安北站，
全程运行5小时28分。这两趟列车的开行，标志着重庆至西
安实现全程动车组贯通，最短旅行时间由目前的9个半小时
压缩到5个半小时。

两趟列车已开始发售首日车票。市民可以通过车站窗
口、车票代售点、自助设备、12306网站和移动客户端购买开
通首日及以后的西成高铁动车车票。

铁路部门表示，随着西成高铁的开行，今后还将陆续开通
成渝至太原、石家庄、北京、天津、郑州、青岛、上海的动车组列
车。

新华社杭州12月3日电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3日上
午在浙江省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
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和专家
学者、企业家等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希望大家集思广
益、增进共识，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交流合作，让互联网发
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同时，互联网发展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
来许多新的挑战。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们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就是希望同国际社会一
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
办，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
共同分享。

习近平强调，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

（下转2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强调

尊重网络主权 发扬伙伴精神
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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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这是
中国共产党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胸襟与气度。

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
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在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以“三个一如既往”向世人郑重宣示，中国共
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继续奋斗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铿
锵有力的话语，坚定不移的意志，生动写照了中国共产党人

宽广的世界视野、深厚的天下情怀和勇毅的时代担当。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一再

强调：“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国大党，何谓其大？就是要
有大抱负，大格局，大境界，大担当。归结为一点，就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所宣示的：“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
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
和平与发展。”自诞生以来，我们党就以此为使命，为之而奋
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成就了世界政
党政治史上的治理传奇。 （下转2版）

为人类进步事业继续奋斗
——三论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林丽萍护
士执业注册首次注册业务已受理”、“普
惠·康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业
务已受理”……11月30日9时36分，在
位于市政府办公厅3号楼全市“互联网+
政务服务”指挥中心的电子大屏上，数字
定格在1000万。这意味着，全市网上行
政审批系统办件量突破了1000万件。

据了解，我市自2015年 6月开展
以“全渝通办”为目标的网上行政审批
改革以来，已构建起覆盖38个区县、2
个开发区（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34
个有审批服务市级部门的全市一体化
的政务服务网络平台。目前，进入平台
的市、区县政府机构共4649个，市、区
县两级行政审批事项已全部实现标准

化改造。
“全市政务服务网络平台，集事项管

理、业务办理、效能监察、信息公开为一
体，基本扭转了过去部门、区县行政审批
信息系统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政务管理
上彼此封闭信息不通的局面。”市政府电
子政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比如，在税收管理上，今年我市实现
了税务部门、国土房管部门、工商部门等

信息共享，及时有效管控土地使用税、房
产税、个人所得税，共享涉税信息2.7亿
条，查补税款约4.5亿元。

开展网上行政审批改革，使单项审
批时间最多减少70%，普遍减少三分之
一以上，行政审批效率提升50%以上。

以全国的共性难题——企业投资项
目审批为例，过去相关审批环节繁杂，通
过改革，我市连续出台“串联改并联”“联

合踏勘”“多图联审”“多规合一”等10项
审批提速措施，优化形成了工业、交通、
水利、房地产、社会办医、社会办学等重
点领域的“1+8”（即 1 个通用流程图，8
个具体领域流程图）审批流程，一举砍掉
32项审批环节，通用流程总时限从改革
前的110-170个工作日，有望缩短到
60-75个工作日。

（下转2版）

重庆力推网上行政审批
网上审批办件量突破千万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2月1日，
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为了解决部
分新办纳税人因不熟悉办税流程而多
跑的“痛点”问题，两江新区国税局、地
税局“联姻”推出了“新办纳税人综合
办税套餐”服务，仅需一步便可办完
13项流程。

服务大厅内，前来办理新办纳税人
相关业务的重庆侪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员工邓先生，在导税台认真查看办税套

餐的宣传介绍。此前，邓先生从未想过
新办纳税人多个涉税事项可以“打包”一
次性办理。

据介绍，新办纳税人“套餐化”服

务整合了企业信息补录表、注册授信
信息表、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等 6张
报表。

通常情况下，新办纳税人在首次办

理环节就可以享受到电子税务局注册、
信息审核、申领发票、领取三方协议等
13项频发业务的套餐服务。

不到一小时，邓先生就办完走出了
办税服务厅。邓先生说：“以前在原单位
工作时，跑纳税新办业务要带厚厚的一
叠资料，跑3至4次税务局提交申请。
现在税务部门推出新办套餐，相当于提
前为我们预约了要办的事项，办理流程
清楚，一看就懂。”

两江新区税务推出“套餐”
仅需一步办完13项流程

西成高铁
12月6日开通运营
重庆经兰渝、西成到达西安约5个半小时，

一等座439.5元、二等座279.5元

▶西成铁路
是我国首条穿越
秦岭的高铁

▶首条实现
4G 信号全覆盖
的山区高铁

开车别接打、玩耍手机
这两种交通违法行为罚款200元、记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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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写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五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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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重庆最美旅游风景线”

奇境云阳 美韵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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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明年3月1日起实施

65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公交轻轨、逛公园景区
11月30日，《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由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赡养人要“常回家看看”，老
人可拒绝成年子女“啃老”

老年人患病住院治疗且需
二级以上护理时，其独生子女每
年累计可享最长10天带薪护理
假

对具有本市户籍、生活长期不能
自理且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政府根据
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相应的护理
补贴或者为其购买服务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人员培养、使
用和激励机制。鼓励高等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培养养老服
务专业人才

65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坐公交、
轻轨、过江索道等城市公共交通工
具，免费游览公共文化场馆、公园和
景区

（相关报道见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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