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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易法院”APP上线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补齐重庆法院
移动诉讼服务的短板，重庆移动智能法院——“易法院”
APP即日起正式上线运行。

市高法院信息技术管理处处长陈浩介绍，这是在原有的
“重庆法院智能终端服务平台”基础上，整合了“易诉”“易解”
“易审”“易达”4个平台的核心功能升级打造的移动智能
APP，共包含六大类百余项功能。

以网上立案、网上调解为例，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
等只需登录APP，完成基本资料填录、用户注册后，即可
按照操作指引进行网上申请立案。如需调解，当事人可
以在APP中直接申请网上调解。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
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对可以调解的案件，法官也可以
一键推送到APP，委派给特邀调解员、特邀调解组织进行
调解。

值得一提的是，“易法院”APP提供多方互动的网上庭
审系统和个性化界面设置，实现了实体科技法庭、网上视频
开庭多种模式。

据了解，“易法院”APP上线后，当事人办理业务更为
便捷，足不出户就能参与诉讼、调解全过程，享受到与法院
现场无差别的司法诉讼服务。此外，服务的对象也更为全
面，涵盖了普通公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特邀监督员等多个群体，并针对不同类别的用户群
体提供个性化的功能，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在手机上
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队伍管理、廉政建设、工作作风开展
监督。

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参与诉讼、调解全过程

重庆移动智能法院APP上线

2 0 1 8 年 市 政 协 工 作 回 眸 · 提 案 办 理

2 0 1 8 年 市 人 大 工 作 巡 礼 · 建 议 办 理

目前，我市网上立案“易诉”平台已在
全市范围推广，推广效果逐步显现。2018
年，重庆法院共收到网上提交立案材料
80040件，已立案67901件。去年11月，
网上立案量占民事一审收案总量比例达到
了二成以上，成为新的重要立案方式。

这一重大便民举措的出台，离不开市
人大代表的建议。在去年召开的市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龚举品提出
了《关于打造全域诉讼服务系统，解决群
众诉累的建议》，希望解决排队立案、老百
姓觉得打官司难、打官司累等问题。

在提出建议前，龚举品通过走访部分
律师以及当事人了解到，由于收案数量持
续快速增加，全市法院特别是主城区法院
出现了申请立案等候时间较长的问题，尽
管各法院均通过设置取号系统等方式，免
除当事人排队之累，但为了能够早些立
案，一些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在上班前就到
法院门口排队等候，因此甚至出现倒卖排
队号的“黄牛”现象。此外，异地立案更

难。当事人申请立案可能需要两三天的
时间，还要为此支付额外的交通住宿等费
用。比如，一位奉节的律师或当事人到重
庆主城立案，往往需要三天时间。

龚举品代表的建议由市高法院主办，
受到了高度重视。去年初，我市法院新版

“易诉”平台研发完成并上线试运行，当事
人登录重庆法院服务网，就能申请立案。

为推进建议办理，解决群众诉累问
题，全市法院在“易诉”平台试运行的基础
上，按照“7月动员、8月准备、9月全面推
开”的思路，加强宣传引导，尤其是强化对
律师、法律工作者、金融机构等的培训指
导，全面启动立案环节“易诉”平台的推广
应用。同时，强化智能专审平台、诉讼服
务一体机应用，多渠道、全方位强力推进
网上立案。

目前，推广效果逐步显现。2018年，
重庆法院共收到网上提交立案材料
80040件，已立案67901件。其中，2018
年11月，全市法院共收到网上提交立案

材料13192件，已立案9006件，占同期民
事一审案件收案总量的23.23%。网上立
案成为了与窗口立案和人民法庭巡回收
案并重的重要立案方式。

龚举品代表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
后续跟进，他走访了部分律师及当事人了
解到，大家对“易诉”平台反馈良好。重庆
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冷安使用“易诉”平
台网上申请立案，曾在一天之内收到了主
城三家基层法院的立案受理通知书。他
说：“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上月，市高法院也邀请了多家市内律
师事务所负责人以及法律工作者，收集大
家对平台的意见建议。

下一步，市高法院将继续推进“易诉
平台”网上立案功能的优化升级，并将上
线手机APP和微信申请立案的功能，简化
网上立案流程，提升诉讼引导水平，进一
步规范网上立案审核流程，力争让当事人
在立案环节少跑腿，少受累，让律师和当
事人打官司更加方便快捷。

打官司累？网上可以申请立案了
代表建议助推新版“易诉”平台上线，去年11月网上立案量占比超两成

本报记者 颜若雯

涉企减负政策的落实，直接关系民营
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为切实解决中小
微企业负担问题，民建重庆市委通过深入
调研，在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提交
了《加快促进中小微企涉及减负政策落
地》的集体提案。

这一提案得到了市中小企业局的高
度重视。

为解决提案中所说问题，市中小企业
局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

提案指出，“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着力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国家和市
级层面推出了一系列涉企减负政策。这
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减负松绑、优
化市场环境、加快转型升级产生了重要积

极作用。”“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急需解决，比如在金融环节还存在‘变相
手法’抬高企业融资成本、部分社保减负
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简政放权政策兑现
不及时等问题。”

市中小企业局积极推动成立重庆
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为不断
加大对企业减负政策扶持力度，在充分
调研基础上，拟定了《关于进一步落实
涉企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意
见》，并联合多部门印发了支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政策措施及实施细则，出台了
企业小升规奖补、贷款贴息等 18 项具
体奖补政策。

此外，针对提案所提到的“公开度不

够，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市中小企业局
也积极回应，表示将积极开展涉企政策
宣传贯彻工作，关注企业需求，明确宣传
工作重点，注重宣传实效，精心策划合力
安排。

目前已启动政策巡回宣讲工作，5个
工作组分别深入各区县、园区和企业宣传
和解读涉企政策，积极推动中小（民营）企
业维权体系建设，力求为企业提供优质、
高效、低成本的法律代理服务。同时，将
不断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积极推
动我市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中小企业发
展环境的评估，加大对违反相关政策法规
行为的查处力度，共促全市中小企业更加
健康发展。

民建重庆市委集体提案推动减负

18项奖补政策出台支持中小微企
本报记者 李幸

● 由于收案数量持续快
速增加，全市法院特别是主
城区法院出现了申请立案等
候时间较长甚至需要排队的
问题

●在去年召开的市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市人大代
表龚举品提出了《关于打造
全域诉讼服务系统，解决群
众诉累的建议》

● 代表建议受到高度重
视，全市法院强力推进网上
立案

●“围绕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为实体经济
降成本，国家和市级层面推
出了一系列涉企减负政策”

●“但现实中也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急需解决，比如
在金融环节还存在‘变相手
法’抬高企业融资成本、部分
社保减负政策落实不到位、
部分简政放权政策兑现不及
时等问题”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报记者日前从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悉，近期，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
理部、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金融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
（下称《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逐步形成金融扶贫长效
机制。

《意见》指出，各金融机构要围绕深度贫困地区、
金融与产业联动扶贫、多渠道金融服务创新、优化金
融生态环境及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五个方面，做好 18项
工作。

具体包括：聚焦支持18个深度贫困乡镇，倾斜金融资
源优先支持；用好金融资源深入开展定点扶贫；精准对接
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创新构建多样化金融扶贫的利益联
结机制；增强农村改革与金融扶贫联动；做好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积极推进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
定价机制试点工作；稳妥发展扶贫小额信贷业务；做好基
建、生态、教育扶贫的金融支持；加强贫困地区企业的直接
融资支持，等等。

《意见》还明确，将进一步强化金融扶贫的监督考核，
优化评估结果运用的激励约束作用，压实金融机构内部责
任，加大问责问效力度。同时，加强金融扶贫的政策宣传
和经验总结，为金融助推脱贫攻坚营造良好环境。

七部门联合发文助推脱贫攻坚

重庆将建金融扶贫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