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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过程提质增效
重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将原75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15项，下放

5项，取消下放比例达27%。
经过一系列改革，审批过程进一步提质增效，将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

限压减至50个工作日，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时限压减至8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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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在沙坪坝虎峰山村，法国画家文
森·漆正在画室里潜心创作，调漆、裱布，忙得不亦
乐乎。“这里山清水秀，村民很热情，是个搞创作的
好地方。”文森·漆在当地租农家小院当创作室已一
年多。他用中国传统髹漆工艺，以城口的生漆，荣
昌的夏布为材料进行创作，呈现的是一个西方艺术
家眼里的东方神韵，其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颇受
欧美收藏家的青睐。平时有很多寻踪而来的艺术
爱好者和同行敲响其山居柴扉，为虎峰山增添一道
别样风景。

在虎峰山，像文森·漆一样自带“粉丝”流量的
艺术家目前已有数十位入驻，形成一个“艺术家群
落”，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探出一条“艺术+旅游+乡
村建设”的独特路径。

山村的艺术家群落

走进虎峰山村，一条彩色沥青铺就的道路沿山
麓蜿蜒而上。道路两侧，鲜花摇曳，不少民居墙上各
类彩色的绘画引人注目，路边的车站涂着红黄蓝三
色油漆，预示着这里与其他乡村有不一样的气息。

虎峰山森林覆盖率达到78.6%，植物繁多，生态
环境优良，是主城保存较为完好的生态山地，因紧邻
大学城，吸引了不少四川美院、重庆大学、重庆师范
大学的美术系师生前来写生、创作，进而在这个山窝
窝租民房当画室。大学教授、画家江永亭就是被这里
的环境吸引，数年前上山租了一栋空置农屋，当作
画室。画室逐渐成了重庆艺术圈的“造梦空间”。一
到周末，不少人就背着画板、提着相机造访，观画展、
谈艺术、聊人生……画室接待力日显不足。

今年5月，江永亭与人合伙把小院变成了民
宿。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在尊重原生态前提
下，把美学理念融入到每处设计，精雕细琢、修旧如
旧，并将其定位为一间山里的美术馆，常态化举办雕塑、绘画、书法等
各类展览，使这里成为了一个游客打卡地。

内蒙古艺术家刘林魁一次偶然机会来到虎峰山，就被这个青翠静
谧的山村吸引，他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朋友，在虎峰山村租下闲
置农房，决心打造重庆版的“富春山居图”。今年4月，“7107田园艺术
综合体”正式开园，在这里可以学习玩偶制作、绘画、品茗、从事艺术品
交易等。双休日、五一、国庆期间，前来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开业以来
已接待数千人，这里研发制作的各类玩偶雕塑，产值已超过200万元。

罗文华、李其龙是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不久的“90后”学生，他们去
年下半年在虎峰山租房成立了家具制作工作坊，从事高端艺术家具设
计研发制作，他们设计制作的家具，艺术性强，造型独特，很受客户欢
迎，预计今年产值能达500万元。

此外，重庆知名画家杨加勇、孙溢等都把虎峰山当成“诗意栖居
地”，在此租房搞创作，做学术交流，颇有点“身居陋室，谈笑皆艺术，往
来无白丁”的氛围。

目前虎峰山已吸引数十位画家、雕塑家、书法家、诗人、摄影家等
长期入驻，从事艺术、文创、民宿等活动。

聚集人气 让乡村更美丽

站在虎峰山山巅，但见山间森林茂密、步道湖泊点缀其中，璧山城
区、大学城风光尽收眼底。“虎峰山村有好的生态资源，也有一定的旅
游基础，开办了桃花节、采果节等。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在乡村振兴和
建设美丽新农村中，如何将乡村游提档升级，做出特色，让乡村的人气
旺起来，实起来。”曾家镇镇长简宗玲坦言，由于距大学城、重庆城区
近，村民进城就业、安家的人很多，在乡村实际居住人口大量减少，人
气不足，土地荒芜、农房闲置破败现象严重，发展乡村旅游存在后劲不
足，档次不高，特色不鲜明的问题。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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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娟）10月26日至28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率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渝，就中欧
班列（重庆）运行情况开展调研。

调研组一行深入西部物流园、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西永微电
子产业园、重庆果园港和两江新区重庆咖啡交易中心等实地调研，召
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有关情况汇报，并进行了座谈交流。

重庆中欧班列货运列车自2011年1月开行，截至2018年8月，去
程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1400列；首列中欧回程班列于2013年2月开
行，截至2018年8月，累计开行超过790列。中欧班列（重庆）已呈现
出运行机制畅、运行线路长、运载货值高、综合服务优、创新举措实、贸
易发展好、产业集聚强、去回程比例合理等特点。

调研中，调研组充分肯定重庆积极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积极推进中欧班列（重庆）建设发展，在创新举措、高层次协调、搭建运
行机制、品牌打造、产业聚集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是中欧班列的“开
路先锋”和“领头羊”，也是中欧班列中运行数量最多、货值最高、覆盖
面最广的班列。

调研组认为，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目前中欧
班列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希望重庆进一步深刻认识“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刻认识中欧班列在共建“一带一路”中
的意义和作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好政府和
市场“两只手”优势，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进一步推进中欧班列建
设发展，以更优服务、更有效供给，推动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升级。

副市长刘桂平参加调研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张玲陪同调研。

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渝调研中欧班列运行情况

重庆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
推 进 中 欧 班 列 发 展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0
月28日晚，我市召开安全稳定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市委书记陈敏尔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稳
定这根弦，做到思想更加重视、重点更加
突出、措施更加管用、责任更加落实，为
全市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委常委，
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市
委常委、秘书长王赋主持会议。

陈敏尔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多次
就安全稳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安全是
改革发展的底线。人命关天，发展决不
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经济社会发
展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环节都要以安
全为前提，不能有丝毫疏漏。当前，全市
安全稳定形势总体良好，但一些领域、一
些地区事故多发，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安全稳定工作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
松。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
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
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陈敏尔指出，安全稳定涉及面广，要
突出工作重点，切实做到抓重点、重点
抓。要突出抓好校园安全，增强各级各
类学校特别是幼儿园、中小学安保能力，
把校园建设成为最安全的地方。要突出
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设施建设和交
通管理，让老百姓行得方便、行得安全。
要突出抓好高楼、桥梁、隧道安全，有针
对性地采取维修、加固、养护等措施，确
保安全可靠。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全
面提升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水平。要突
出抓好地质灾害防范，立足于“防”，综合
治理、科学应对。要突出抓好建设施工
安全，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强化重点部
位、重点作业现场管理。要统筹抓好社
会面安全稳定工作，加强重大节日、大型
活动安全保卫，重视旅游安全，确保食品
药品和危险化学品安全，深入推进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

陈敏尔强调，要以坚强的决心、管用

的措施抓安全稳定工作。强化隐患排
查，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
排查，做到心中有数、整改有效。强化监
管监控，加强依法监管、动态监管、综合
监管。强化应急处置，领导干部要第一
时间靠前指挥，确保处置工作及时得法
有效。强化群众参与和科技运用，依靠
群众力量做好工作，运用大数据智能化
等手段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强化舆情管
理，及时公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关切。
强化基层基础，加大投入力度，为维护安
全稳定提供可靠保障。

陈敏尔强调，维护安全稳定，责任重
于泰山。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严肃问责，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懈怠情绪、侥幸心理，敢抓敢管、真抓
真管、善抓善管，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创造良好环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
自觉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分管领
导要具体抓、抓具体。要落实企事业单
位责任，做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必须管安全。要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宣
传引导，营造安全责任人人有份、安全稳

定人人维护的良好氛围。
唐良智通报了近期全市安全稳定形

势，对相关工作作安排部署。他指出，要
充分吸取事故深刻教训，把安全稳定各
项要求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
个岗位、每一个人，切实防范各类重大事
故发生。要抓紧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整治，严格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
预案“五落实”，查深查细查实，全面强化
风险源头管控。要狠抓道路交通、建设
施工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盯紧看牢三
峡库区、沿江地带和人口稠密地区，严防
安全事故，加强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社
会治安防控，积极预防化解社会矛盾风
险，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要强化责任落
实，强化联动协同和保障支撑，从严从细
从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确保全市经济
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
会场参会，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
管负责同志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分会
场参会。

陈敏尔在全市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
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唐良智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杨帆）10月28日
10时10分许，重庆市万州区一辆公交车
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时，与一辆小轿车
相撞后坠江，目前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
进行。截至28日23时许，已打捞2具遇
难者遗体。

据了解，10月28日10时10分许，
重庆市万州区一辆22路公交车行至万
州区长江二桥时，突然越过道路中心实

线，闯入对向车道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
轿车相撞后冲破护栏坠入长江。事故
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组织万
州区和市级应急、公安、海事、消防、长
航、卫生等部门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开
展救援。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旁车行车
记录仪视频、前站下车乘客提供信息以
及沿途公交车监控视频，并结合该条公

交线路历史乘车信息等情况综合分析，
初步研判涉事公交车事发时车内有驾乘
人员10余人。由于车辆位于水下约68
米处，蛙人救援队、吊船等专业打捞力量
正全力开展工作，车内驾乘人员具体情
况还需进一步确定。

事发后，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市
委书记陈敏尔对事故救援处置作出部署
并在市政府应急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实时

指挥调度。他强调，要组织调动一切力
量，及时科学开展搜救；抓紧摸清核实车
内人员情况，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及时发
布进展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委常委、万州区委
书记莫恭明，副市长陆克华、邓恢林在现
场组织救援工作。国家应急管理部、公
安部、交通运输部派员抵达重庆，全力指
导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等处置工作。

陈敏尔唐良智组织指挥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及时科学开展人员搜救
妥善有序做好事故处置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 周松）万
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
立即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开展救援。

截至28日 23时 50分，共70多艘
船只围绕公交车坠江水域全面开展搜
救。救援面临的主要难点是水域情况
复杂、江水较深。蛙人救援队、水下机
器人、吊船等专业打捞力量正全力开

展工作。搜救船也正在车辆坠江水域
进行扫测，待车辆位置精确定位后，将
根据打捞方案，派潜水员到水下定位
起吊。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组织指挥事故救援处置工
作。唐良智赶到事发地点，详细询问现
场勘察情况，仔细查看人行道路、桥梁护

栏状况，前往桥下的应急救援指挥部现
场，仔细询问当前水流水文状况、车辆沉
没位置、应急救援力量组织及医疗救助
保障等情况。他要求，要精心组织一切
力量，科学开展应急救援，及时查明事故
原因，同时做好周边秩序管控，防止发生
次生事故。

随后，唐良智召集万州区和市级应

急、公安、海事、消防、长航、卫生等部门，
部署应急救援工作。他强调，要迅速落
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按照陈敏尔
书记要求，组织调动一切力量，科学有序
展开搜救工作。成立现场救援、医疗救
治、善后安抚、事故调查、综合协调等工
作组，制定完善应急救援预案。要抓紧
综合各方面信息，尽快核实车内人员情
况，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及时发布现
场搜救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要悉心安
抚遇难者家属，做好善后工作，确保社会
稳定。

唐良智组织指挥事故现场救援处置工作

《重庆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上
月印发施行。重庆为什么要推进这项改
革？将给相关单位、群众带来怎样影
响？10月26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召开新闻通气会。会上，重庆日报记
者就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采访了市住建
委相关负责人。

重庆入围全国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

重庆日报：《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
是什么？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举措。作为全国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16个试点地区之一，我
市按照国务院相关部署和要求印发了
《实施方案》。这是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本次改革主要内容突出了“3个全”，
分别是——

全流程，覆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从
立项到竣工验收和公共设施接入服务全
过程；

（下转2版）

重庆试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大幅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解难”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 朱基钗）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28日公布了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的山西、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新华社、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7个地方和单位的
整改进展情况。

山西省委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全力加大肃
清流毒力度，全面清除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恶劣影响。重点
对曾经发生严重腐败问题的国土、煤焦、交通等系统肃清流
毒工作进行常态化指导督促。完善了党领导反腐败的工作体
制、决策机制和实施举措，省市县三级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
组长的反腐败领导小组，替代原有的由纪委书记任组长的反腐
败协调小组。在全省县以上党组织持续开展肃清流毒活动，通
过阅看忏悔录汇编、观看警示教育片、交流剖析教训启示、开展
巡视巡察整改“回头看”、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等方式，有效引

导党员干部澄清模糊认识，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始终保持惩治
腐败的高压态势，对不收敛不收手的新账老账一起算，坚决遏
增量、减存量。深入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形成了加强
党对反腐败工作全过程领导的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制度体系，
实现了纪律、监察、派驻、巡视四种监督全面覆盖。今年3至8
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42299件、增长
64.1%，立案13418件、增长49.6%，党纪政务处分12523人、
增长48.1%，移送司法机关484人、增长170.4%；立案审查县
处级以上干部484件、处分433人，分别增长64.6%、56.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精神。深刻反思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切实提高贯彻落
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下转2版）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公布
住建部等7个地方和单位整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