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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2月23日，记者从市编办
获悉，我市紧扣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流程、行政许
可服务、行政许可受理场所和监督检查评价等5个方
面，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已构建了覆盖38个区
县、2个开发区、34个市级审批部门的一体化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单项审批时限较传统线下审批压缩一半以
上。目前，我市已实现行政许可事项、流程、服务、受理
场所和监督检查评价“五个标准化”。

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化方面，我市实行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编制《区县行政许可通用参考目录（2017
年版）》，指导区县调整规范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名称、设
立依据、实施机关、实施对象等信息，形成全市统一的
审批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开。

同时实行行政许可事项动态管理，根据法律法规
“立改废”，以及国家和市政府推进改革情况，及时调整
行政许可事项，保持目录清单完整性。实行行政许可
事项编码管理，统一制定编码规则，赋予行政许可事项
代码，作为同一行政许可事项的唯一标识。

行政许可流程标准化方面，我市采取受理环节标
准化、审查环节标准化、决定环节标准化、重点领域审
批流程优化等。

在受理申请过程中，一次收清所有材料，逐项填写
受理单号、事项名称、受理机构等信息，对不予受理的
说明理由和依据，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针对每个行
政许可事项，逐项制定审查工作细则，最大限度约束自
由裁量权。明确规定每个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方式、
决定送达方式、颁发证件形式和时限、决定的效力范围
等。

例如重新梳理优化审批流程，形成的《企业投资项
目建设工程审批服务通用流程图》将备案类、核准类总
审批时限由110－170个工作日，压缩至50－75个工
作日。

行政许可服务标准化方面，我市编制服务指南、建
立服务制度，规范服务行为。针对每个行政许可事项，
逐项编制服务指南完整版和简版；建立与行政许可密
切相关的信息公开、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和规范；积极探

索多种服务形式，着力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行政许可受理场所标准化方面，我市规范受理场

所建设，设有行政服务大厅的市级部门和区县，按大厅
服务规范要求，合理布局窗口服务区等功能分区，配备
必要服务设施；没有行政服务大厅的市级部门，在机关
内设置固定场所或指定内设机构作为窗口统一受理申
请、送达决定，做到“一窗受理”。

同时，建立高效审批运行机制，推进政府部门审批
权力向一个科室集中，行政审批科向行政服务大厅集
中，做到“只进一家门、办理所有事”。加强受理场所运
行管理，制定受理场所的窗口设置、大厅管理等规范，
保证审批服务有序畅通运行。

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评价标准化方面，我市加强行
政许可监督检查，采取抽样检查等方式，及时对办理审
批事项各环节、各流程进行监督检查。加强行政许可
评价，通过自我评价、满意度调查等多种方式，加强对
行政许可行为、许可过程、办理结果等情况的评价，促
进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持续改进工作、提升服务质量。

重庆行政许可实现“五个标准化”
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覆盖38个区县、2个开发区、34个市级审批部门，单项审批时限

较传统线下审批压缩一半以上

本报讯 （记者 周尤）“这个位置
上的人哪去了？”2月22日，南川区作风
建设督查组第十组来到南城街道办事处
开展督查。在街道司法所，督查组成员
谢卫见办公室空着一个位置，便向南城
街道办公室主任郝焱询问。

“这名工作人员到司法局办事去
了。”郝焱答道。“请你通知对方，用司法
局办公室的座机打个电话回来。”为防止
对方“假打”，谢卫进一步要求。没过半
分钟，谢卫接到了该工作人员使用司法
局办公室座机打回的电话，才算放心。

紧接着，督查组又来到南城街道国

土所，只见所长魏治尧正耐心细致地为
辖区居民李开平讲解办理房产证的相关
流程。督查组成员随即询问李开平：“现
在办事方便吗，对他们的工作满意吗？”对
方连连点头称赞：“现在的干部不仅服务态
度好，业务也熟练，老百姓办事轻松多了。”
随后，督查组成员查看了该所的考勤签到
表，确定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后才离开。

据了解，南川区严防“节后虚脱症”，
在节后上班第一天，组建12个作风建设
督查组，对全区区级部门、乡镇（街道）上
班等情况开展督查，促进党员干部履职
在岗位、在现场、在状态。

南川区兵分12路严查“节后虚脱症”

本报讯 （记者 周尤）2月23日，
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来到渝北区公安分
局，为因公牺牲的渝北区公安分局交巡
警支队石船公巡大队副大队长杨雪峰同
志追授“重庆五一劳动奖章”。

杨雪峰从警21年以来，始终扎根
基层、爱岗敬业、勇于担当，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2次，获嘉奖7次，并5次
获得优秀公务员称号。2018 年 2 月
18 日，杨雪峰同志在疏导交通期间，

对摩托车驾驶员张某的违法行为进行
纠正。心怀不满的张某回家拿了尖刀
赶回现场，趁杨雪峰不备用尖刀向他
的腹部、颈部连刺数刀，导致杨雪峰因
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殉职。

追授仪式上，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姚红代表市总工会，向杨雪峰的亲
属颁发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证书和绶
带。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重庆办事处向
杨雪峰的家属送上慰问金。

市总工会追授杨雪峰“重庆五一劳动奖章”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记者 陈菲 王琦）23
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拟
对宪法宣誓制度相关规定作出适当修改，明确监察委
员会组成人员依法产生后应当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
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宪法宣誓誓词中有
关奋斗目标的表述也将修改为“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
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立法方式确立了我国宪法宣誓制
度。此次修改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全会精神，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完善宪
法宣誓制度，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彰显宪法权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受委员长会议
委托作相关修订草案说明时说，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确定
了我国发展新的奋斗目标，并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制定国家监察法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九届二中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
议》，提出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
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
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张勇说，在全党全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全会精神过程中，一些地方、部门和同志提出，
应当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全会宪法修改
精神，对2015年决定中的宣誓誓词作出适当修改，进
一步完善我国宪法宣誓制度。

此外，随着各地监察委员会陆续成立，由地方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监察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委员，在就职时普遍进行了宪法宣誓。许多地方

建议，在国家法律层面作出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组成
人员依法产生后应当进行宪法宣誓。

“总的看，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精
神，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对2015年决
定作出适当修改是必要的。”张勇说。

根据修订草案，宪法宣誓誓词将从70字修改为75
字，有关条款中增加了与监察委员会有关的内容。增
加的“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规
定，也是为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9月通过的国
歌法有关规定相衔接。

据介绍，法工委启动对2015年决定的修订工作
后，认真开展了修订调研，召开有关单位座谈会听取意
见和建议，并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进行调研，了解宪
法宣誓制度实施情况，对宪法宣誓制度实施中的有关
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宪法宣誓制度将完善 70字誓词拟作修改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开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58人出席，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全会
精神，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完善
宪法宣誓制度，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彰显宪法
权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
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
的决定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作了
说明。

为稳步推进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进一
步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功能，国务
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
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
关规定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作了说明。

这次常委会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召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准备。为此，会议审
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了委员长
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议
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
单草案等议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
鹰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的报告。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选举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发扬民主，
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严明换届纪律，截至
2018年1月底，35个选举单位共选举产生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980名。总体来看，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保证了各地
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

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主任委员马（马旁加文）作的关于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根据全国人大
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
法对当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表的
基本条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
否存在破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
了审查。经审查，35个选举单位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的选举符合法律规定，2980名代表的代表
资格全部有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并公布
代表名单。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
文作的关于检查种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
指出，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贯彻实施修订
后的种子法，种子法确定的基本制度和各项法律
规定得到了较好落实，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执
法检查组建议，要坚持用法治方式推动现代种业

发展，夯实现代种业发展基础，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确保良种供应安全，加强基
层监管能力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会议还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增补人民解放军
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
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全
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
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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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与完善
方案公告

类别

专项规划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
划一般技术性
内容修改公告

序号

1

2

3

4

序号

1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人和组团N标准分区N09-1等地块（渝北区创新经济走廊西南侧地块）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沙坪坝组团D标准分区D6-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观音桥组团M21-3/07地块（市教委西侧）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大石坝组团K标准分区K10-7-1地块（苗儿石学校西侧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方案公示

项目名称

主城区停车专项规划修编及控规修改方案公示

项目名称

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E标准分区E01-1-/02、E15-01/01、E13-01/02地块控规一
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黄沙溪水厂停运配套供水设施改造项目控规一般性技术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

渝北区

沙坪坝区

江北区

江北区

行政辖区

主城区

行政辖区

两江新区

九龙坡区

申请单位

渝北区人民政府

沙坪坝区人民政府

江北区人民政府

江北区人民政府

编制单位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申请单位（编制单位）

重庆两江新区新亚航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28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28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28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28日

公示时间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28日

公示时间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公示地点

渝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沙坪坝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江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江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地点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地点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7907784

13368430274

13368430274

67907784

咨询电话

67959859

咨询电话

67573853

68410015

建设
工程
设计
方案
类公
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项目名称
重庆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58号4栋增设电梯公示

叠彩西城项目设计方案修改公示

万科凤天路项目四期停车位修改公示

渝油村9幢1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渝油村6幢1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蘭亭·新都汇项目方案调整公示

江北区山水家园6栋3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重庆罗宾森广场项目T1塔楼、T2塔楼、T3塔楼施工图调整公示

项目位置
位于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58号

位于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

位于沙坪坝组团M分区26-5/05号宗地

位于重庆科技学院9号楼1单元

位于重庆科技学院6号楼1单元

位于回兴街道

位于江北区山水家园小区6栋3单元

位于渝中区七星岗

申请单位
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58号4栋相关业主

重庆叠彩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万卓置业有限公司

贺蜀山、罗玉桤等业主

李文鹏、李继涵、胡光祥等业主

重庆诗城置业有限公司

江北区山水家园6栋3单元袁霞、周玉琴、刘叶青、苏利等13户业主

重庆罗宾森置业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5日

公示地点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沙坪坝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中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中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江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中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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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70010

68410015

65211131

63310931

63310931

67166563

67635380

63310931

本报讯 （记者 向婧）发放新党章，组织观看专
题片、谈体会、提建议……2月22日，江北区五宝镇党
委开展春节返乡流动党员集训暨组织生活会，40余名
返乡过年的流动党员汇聚一堂，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工
作情况，分享在外闯荡的创业经历，共话乡村振兴。

会上，流动党员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党
风党纪有关规定要求，并听取了五宝镇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行动计划情况介绍。

干坝村流动党员王槐国在外打拼近10年。“以前
在学校打工时，我就曾被评为‘优秀保洁员’，现在到了
其他地方，也不得给家乡丢人。我知道一名共产党员
肩上的责任有多大，担子有多重。”王槐国表示，希望家
乡能够借着明月湖开发契机，搞好乡村旅游。

“每次回来，家乡都有新变化。”五宝社区流动党员

郝明宏说，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江
北区唯一的农村乡镇，五宝镇将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
相信家乡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万缘村流动党员陈天香说，自己在外也天天看新
闻，关心国家发展和家乡建设。“我们万缘村去年被评
为‘全国文明村’，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陈天香说，
乡村振兴要求乡风文明，乡亲们热情好客、文明有礼、
民风淳朴，身边的榜样很多，希望通过各项活动进一步
提升乡亲们的精神风貌，让五宝镇成为乡风文明建设
的典范。

“现在大家都把安全、健康放第一位，土鸡蛋、土猪
肉在城里很受欢迎。五宝在绿色生态农产品种植、养
殖方面很有优势。”马井村流动党员蒋静号召流动党员
们当好家乡的宣传员，运用自己的资源，帮助村民把好

的农产品推销出去，“五宝有百家宴之类的活动，大家
以后都在朋友圈里发一下。”

新三村流动党员王豪以前在成都工作，今年过完
年，他决定不走了，就留在村里发展。“我们也要为乡村
振兴出一份力！”王豪感慨道，希望能把自己在外创业
的经验用上，为家乡的发展和建设尽一份力。

近年来，五宝镇一直着力加强流动党员教育管
理工作，各村党总支先后建立了流动党员微信群、
QQ群，通过网络向远在外地的流动党员开展经常
性教育，提醒大家时刻牢记党员身份，离乡不离党，
务工不误学。而这一次，该镇又抓住春节期间流动
党员“归巢”返乡时机召开民主生活会，引导返乡流
动党员献智献力、发挥作用，凝聚起乡村振兴的最大
合力。

江北区五宝镇流动党员汇聚一堂建言献策

“我们也要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上接1版）
要完善党的组织法规。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

组织原则，全面规范党的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和职责，
夯实管党治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为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重点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
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国有企业党
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修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
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
法规。

要完善党的领导法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改进领导方式，提高执政

本领，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
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
处。重点制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
中央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经济工作、法治工作等方
面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宣传工作条例、
组织工作条例、政法工作条例、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群
团工作条例、外事工作条例、人才工作条例等党内法
规；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要完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坚持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
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增强党的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重
点制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的法规制度、党员教育
管理工作条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党委（党
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修订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央企业领导人员
管理暂行规定等党内法规。

要完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按照“规范主体、规范
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原则，切实加强对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奖惩、保障，建立健全相关法规
制度，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
必追究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行使好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重点制定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纪律检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党内关怀帮扶办法、组织处
理办法等党内法规；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
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修订完善
信息、督查、机要密码工作等方面的法规制度。

《规划》强调，要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列入本规划
的制定项目，绝大多数要在2021年前完成。承担中央
党内法规起草任务的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
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确保完成好党中央交给的起草
任务。要深入调查研究，摸透实情、找准问题，确保每
部党内法规都质量过硬，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各
级各类党组织要切实把执规责任扛起来，加大宣传教
育、监督检查、问责追责力度，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党内
法规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