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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非公企
业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也是薄
弱环节，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显
得尤为重要而紧迫。1月16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丰都县获悉，丰都从今年
起探索“三进三合”非公党建工作，打
造非公党建品牌，助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中央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非公企业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丰都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江国林

表示，尽管近年来该园区按照“3名党
员以上建独立党支部，3名党员以下
建联合党支部”的方式，使党组织覆
盖了园区非公企业的95%以上，但由
于部分非公企业存在“重生产经营，
轻党的建设”的认识误区，以至于这
些企业的党建仍然面临着活动开展
不够、党建队伍和基础薄弱、工作机
制不完善等问题，亟待解决。

据介绍，丰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迅猛，为大量流动人口、新阶层人
士和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就业机会。
因此加强非公党建工作，在增强党的
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
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
用。经过细致调研后，丰都决定从今
年开始，在民营企业聚集的工业园区
试点“三进三合”。

“三进”，即党建要求进招商协
议、党组织设置进公司章程、党的工
作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从源头解
决党组织全覆盖的问题。具体而
言，该县工业园区落户的企业在签
订招商投资协议时，要把党建工作
写入合同条款，招商项目落地后，园
区非公企业党委要积极引导业主支
持党建工作；与此同时，企业应把组
建党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写进公司
章程，并为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和保障；此外，丰都还要求，党的工作
应进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企业应推
动优秀党员进入决策管理层，企业决
策管理层中的党员进入党组织班子，
有计划、分批次把一线职工、新阶层
人士、骨干管理人员、科技人才发展
为党员。

“三合”，即推动党建资源与群团

资源整合、党建服务与政务服务融
合、党建成效与企业发展目标契合，
从根本上解决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

“两张皮”的现象。
“三合”的内容更加宽泛，将依托

新时代讲习所、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
学示范基地，定期开展文化沙龙、技
能培训、理论讲座等，全方位满足职
工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还将在工业
园区党群服务内容中加入工商注册、
行政审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等
政务服务内容，实现党建目标与经济
目标的契合。

“招招都落到了实处，能为企业
带来经济效益和信誉资源，还能承担
部分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职能，我
们将积极配合，努力做实党建工作，
打造非公党建品牌。”园区一企业业
主充满期待地表示。

丰都探索“三进三合”非公党建模式

打造非公党建品牌 助推企业健康发展

这里有最热闹的夜，这里也有
最安静的美，这里的名字叫作九
街。九街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
桥街道，是江北区近两年着力打造
的“不夜经济区”。距离农历春节
还有不到20天时间，街头艺人的
身影在九街多了起来。他们中有
的身着闪亮服装表演机械舞，有的
展示人体雕塑，有的演奏乐器，还
有的自带麦克风，面对着手机直播
唱歌……

街头艺人王永斌说，在九街区
域能够感受到什么是重庆夜生活，
它不仅仅是夜色美而已。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旅游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表示，街头艺人
的出现是重庆经济文化发展的成
果，“街头艺人是闻着文化娱乐繁
荣的味道在迁徙，他们的出现是一
座城市经济文化繁荣的晴雨表”。

事实上，街头艺人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由来已久。在巴黎、伦敦、
纽约、巴塞罗那等城市，街头艺人
已成为城市风景的一部分。现在，
重庆九街正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迈
进，并面向全球征集街头艺人前来
展示才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
街道办主任张弛介绍，曾经的九
街，闲置楼、老厂房比比皆是，环境
脏乱，与重庆快速发展的大都市面
貌格格不入。为彻底改变这一片
区的状况，江北区于2017年开始
对九街进行扩容升级。

如今，这里已成为重庆市商务
委批准的首批市级特色夜市商业
街区。2018年，九街的人气持续
攀升，在各大小节日期间的日均人
流量高达13万余人次。“重庆可以
打卡的不只有洪崖洞、轻轨穿楼，
还有每一处角落都在发光的九
街。”张弛说，九街以追求时尚的年
轻消费者为主要目标客群，希望打
造成为重庆乃至全国闻名的“夜经
济”名片。

罗兹柏认为，重庆地处长江、
嘉陵江交汇处，被称为“江城”，又
是一座有着高低落差的“山城”，独
特的城市风貌避免了“千城一面”
的景象。另外，重庆人有着吃夜
宵、喝夜啤酒的习惯，重庆夜经济
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走在九街的街头巷尾，除了街
头艺人的身影，还有一大批年轻人
在此摆摊。

白色为主调的数十个小摊位
上，点缀着暖色调的小灯，仙气十

足，路过的人很难不驻足欣赏摊位
上那些文艺范产品。文化衫、绘
画、饰品等产品琳琅满目。“人气旺
的地方，才有摆摊的价值，九街是
不二之选。”摊主丁丁对九街夜经
济的繁荣倍感自豪。

繁荣的夜经济不仅仅体现在
街头艺人或者小清新摊位的增多
上，还体现在酒吧、餐厅，甚至是图
书馆居高不下的人气上。一家隐
藏于墙壁另一侧的酒吧最近成为
年轻人的打卡胜地。这家名叫

“Staff Room员工间”的鸡尾酒
酒吧在九街的一间米粉店内，只有
找到墙壁上的按钮，才能打开通往
酒吧的大门。“每天都有很多人来
店里打卡拍照，俨然成了一处旅游
景点，到了晚上一座难求。”酒吧负
责人王一凡说。

不仅是“员工间”这样的小型酒
吧，包括 Flavor Tiki、Chaos、
Playhouse在内的十余家中大型酒
吧，同样能感受到重庆夜经济的繁
荣。Chaos于本月11日在九街开
业，场场爆满。Playhouse为了分
得夜经济繁荣的一杯羹，不惜砸重
金打造高科技舞台。Playhouse
负责人唐果说，在九街新生的一切
事物，都将成为潮流趋势。Chaos
负责人洛布说：“政府通过招商引
资吸引娱乐品牌入驻，对夜经济给
予支持和包容。”据悉，酒吧从筹备
到办齐所有证件，仅耗时半个月。

当然，夜晚的九街并不只有热
烈，也有娴静。数百米开外，北仓
文创街区在热闹中散发着独特的
魅力，吸引着人们前往感受慢时
光。

街区里最有名的要属北仓图
书馆，被誉为“重庆最美图书馆”。
这座图书馆免费向市民开放。明
亮的光线、斑驳的竹影、轻缓的音
乐、香醇的咖啡和从全世界淘来的
精美图书，在改建后的老建筑里得
到了完美融合。站在这座高颜值
的图书馆前，谁能想到，这里曾是
废弃的重庆江北纺织仓库呢？

“我需要，最狂的风，和最静的
海。在九街，这些都能感受到。”北
仓创始人李传波感慨道，重庆的九
街，宜动，也宜静，美食配美酒，听
得见歌声，也闻得到书香。

中国内陆城市的活力值究竟
可以多高？重庆的九街或许可以
给你一个答案。

（新华社重庆1月16日电）

形形色色的街头艺人，文艺范十足的小清
新摊位，酒吧、图书馆人气居高不下……

重庆有条“不夜”的九街
新华社记者 黎华玲 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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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工作既琐碎，还往往不能马
上见实效，甚至不少人还误认为党务
工作就是玩虚招、练虚功。对此，重
庆市体育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张焰表示，正因为党建工作难以被
人所察觉，才更考验基层党建工作者
的能力。

自2006年底担任市体育局直属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以来，张焰结合
市体育局的特色，通过开展“争做群
众身边的好体育人，服务群众为民惠
民行动”等活动，让基层党建工作与
体育局的日常业务相结合，助推重庆

体育发展。
“羽毛球怎么拿都可以。发球的

首要条件在于精确，所以只要能够使
球稳定，任何拿法都行……”日前，由
重庆市大渡口区体育局组织的“好体
育人在行动”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
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举行，来自区羽
毛球协会的志愿者们一边做着现场
示范，一边向社区居民讲解动作要
领。“这些志愿者大部分都是中共党
员，这次活动不仅是重庆市体育系统
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实践载体，也是
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的重要形

式。”张焰说。
张焰在工作中发现，长期以来，基

层党组织生活存在内容相对单调、缺
乏吸引力等问题。“后来，我们发现，市
民健身也存在健身场馆少，没有人指
导等问题，就想到把二者相结合，让体
育系统的党员担任志愿者，既解决群
众健身难题，也丰富了组织生活。”

在开展一系列活动的同时，张焰
也没有忽视制度建设对党建工作的
促进作用。按照重庆市体育局党组
的要求，先后牵头制定了《落实“三重
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意见》等，保障

党建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
重庆市体育局直属机关党委连

续三次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称号。张焰也先后荣获市直机关“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巾
帼标兵”等荣誉称号。

市体育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张焰

党建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增强党员归属感
本报记者 黄琪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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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1月16
日，国内首个5G自动驾驶应用示
范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
由中国汽研、中国电信重庆公司、
大唐移动三方联合打造，年内将在
重庆3个区域，基于5G覆盖的通
讯环境开展测试示范应用。

接下来，三方拟在大足双桥封
闭试验场、重庆一处半封闭公园、
礼嘉开放道路区域开展5G试点，
充分利用C-V2X车路协同技术、
智能路侧检测技术和天翼云MEC
边缘计算能力等，支撑包括危险场
景预警、连续信号灯下的绿波通
行、路侧智能感知、高精度地图下
载、5G视频直播和基于5G的车辆
远程控制六大场景应用。

同时，合作方将依托平台场景
建设和测试研究等工作的开展，为
推动国家战略落地实施、构建智慧
交通示范应用体系和制定国家及
行业标准提供有力支撑，助力中国

5G自动驾驶发展。
据介绍，合作项目中，中国汽

研承担了场地网联化改造、5G自
动驾驶创新场景应用开发以及自
动驾驶车辆道路功能测试工作。
中国电信将建设5G端到端网络，
在电信天翼云部署1套5G网联汽
车中心云平台和1套网联汽车业
务应用边缘云平台，用以支撑六大
业务应用示范。大唐移动则提供
完整的5G产品及C-V2X系列产
品，有力地支撑此次项目落地。

业内人士表示，重庆作为国家
首批5G应用示范城市，启动上述
项目后，将通过5G全覆盖的自动
驾驶试验示范道路，基于自动驾驶
的“车脑”和5G的“智能路”协同
合作，共同保证车辆驾驶在复杂的
环境中安全稳定运行，为汽车行业
走向自动驾驶时代奠定基础，推动
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和信息化升
级。

国内首个5G自动驾驶
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启动

年内在重庆3个区域进行5G试点

● 渝中区运管所
为“曹操专车”特设“绿
色通道”，使得其车辆提
前一个月投入运营

● 渝中区改革创
新 试 点 的“ 告 知 承 诺
制”，可为建筑企业节约
2个月的审批时间

● 渝中区运管所
推行“中午不打烊”服
务，在午休时间为驾驶
员提供服务

前不久，渝中区政务服务大厅里
出现了温馨一幕：网约车“曹操专车”
负责人郭平峰给运管所窗口服务人
员送来了一面锦旗。“多亏你们加班
加点服务，让‘曹操专车’提早一个月
运营，为我们节约了30多万元运营
费用。”郭平峰连连道谢。

作为管理着2442家车辆企业的
渝中区建交委，如何优化自身服务水
平，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沃土？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渝
中区的楼宇企业、营运车辆驾驶员、
政务服务窗口，了解到该区建交委在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时，为企业省时、
省事、省钱的3个温馨故事。

一条绿色通道
让网约车企业提前一个月运营

“曹操专车”于2018年5月28日
正式进军重庆市场，首期投放了
1200台纯电动网约车。这些车辆在
上路运营前，需办理《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证》。“这1200台车2017年
11月运到重庆，陆续办好了车辆上牌
手续。2018年5月，我们开始申请办
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郭
平峰说，“据我们在其他省市的办证
经验，没有4个多月的时间，很难办
理下来。”这就意味着，郭平峰的
1200 台纯电动汽车要租场地停放
4个月，仅停车费就要30多万元。

能否缩短办证时间，早日让“曹
操专车”投放市场？郭平峰将这一意
愿反映到了渝中区运管所。没几天，
他就接到了该所打来的电话，通知他
次日带齐资料前往渝中区行政服务
大厅道路运政窗口，通过特设的“绿
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网约车车辆预审查手续得以顺利
办理，然而，打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又“卡壳”了——道路运政窗
口办理网约车营运证的窗口仅1个，
按照该窗口正常打印证件的速度，要
顺利打完1200本，至少需要3个月。

得知此事后，渝中区运管所立即
为“曹操专车”增开一个窗口，并专门
采购了一台高效打印机，安排人员加
班加点打印营运证。最终，仅一个半
月，1200本营运证全部打印完毕。
目前，这1200辆网约车的月营业额
超过1000万元。

一项“告知承诺制”
助一家环保企业赢得竞标资格

2018年9月，一家央企在渝中区
投资5000万元成立公司，主营环保
装备制造、公共服务、环境生态化工
程等，并提供综合环境工程治理技术
服务。该公司成立后，利用其核心技
术及装备，拟参与竞标4000多万元
的环保污水处理项目。

作为拥有该领域领先技术的公
司，又有央企作后盾，该公司竞标该
项目的成功率很高。然而，因公司处
于成立初期，资质申报还在进行中，
要顺利参与这笔4000多万元的业务
竞标，需要赶紧拿到市政公用工程资
质证书。

“按常规程序走的话，我们需要
花2-3个月时间准备，办好人员调
转、缴纳保险等手续。”该公司负责人
焦急万分地找到渝中区建交委。

渝中区建交委了解情况后，立即
根据《重庆市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方案》（渝府发〔2017〕44号）文件要

求，参照上海浦东新区先进经验，试
点建设行业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
制”。

“告知承诺制”是渝中区在建设
行业试点的一项服务，轻事前重事
后。这项服务，可为建筑企业节约2
个月的审批时间。“多亏了建交委的
这项服务，提高了审批效率，让我们
获得了竞标资格，为我们提供了有力
的政策保障。”该公司负责人说。

渝中区改革创新试点的“告知承
诺制”，不仅营造了安商氛围，还进一
步促进了开放，凝聚了发展活力。

一个“中午不打烊”窗口
为万名驾驶员提供便捷服务

在渝中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时常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中午12点过
后，大厅里其他窗口已停业午休，渝
中区运管所的窗口却还排着长龙。

“我们去年推行了‘中午不打烊’
服务。”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每天中
午，前来办事的驾驶员都有好几十
人。”去年1月1日起，渝中区运管所
率先推行“中午不打烊”服务，截至目
前，已在午休时间为辖区10000余名
驾驶员提供了服务。

为让窗口人员更好地服务群众，
一方面，渝中区运管所要求所有窗口
工作人员苦练“内功”，精通业务技
能、提供高效服务；另一方面，还要求
大家精修外功，通过微笑服务、普通
话服务、带妆上岗等，提升服务形象。
渝中区运管所所长陆莹说：“这样既
可传递渝中文明形象，也可将这种温
馨舒心的感觉带给每一个驾驶员，让
他们有愉悦的心情，并将这份愉悦带
到工作中，带给每一位乘客！”

三 个 故 事“ 看 ”服 务
——渝中区建交委为民营企业省时、省事、省钱

本报记者 汤艳娟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16
日上午，渝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
队双龙大队教导员姜瑞华，突发脑

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经抢救无效因
公殉职。

上午6时40分，大队辅警戴俊早

早来到大队处理工作，听到姜瑞华办
公室传来走动声，戴俊以为姜瑞华和
往常一样，正在准备去站“早高峰”，
没有在意。

过一阵，当戴俊再次来到姜瑞华
办公室，打算趁其外出执勤时整理办
公室。当她用钥匙打开办公室门后，
却发现姜瑞华穿着执勤服倒在地上，
脸色苍白不省人事。

“快来人，姜教晕倒了！”她一边
叫人帮忙一边拨打120。医生赶到
后，对姜瑞华进行了抢救，但不幸的
是没能抢救过来。

在姜瑞华倒下前，他已连续工作
了约24小时。

“前一天姜教看起来很正常，简

直不敢相信他会突然出事。”民警林
怡告诉重庆日报记者，1月15日上午
上班后，姜瑞华召集大家召开了大队
春运安保工作会，部署了相关工作。
开完会，林怡还单独向他汇报了近期
工作上遇到的困难。

下午2点半，姜瑞华还特地外出
巡查了辖区各个重要卡口的春运安
保工作，并到大队摩托车巡逻队，了
解巡逻值班情况。“教导员知道我们
最近巡逻多任务重，还特地叮嘱我们
注意休息。”回忆起当天的事，摩托车
巡逻队队长张东明忍不住热泪盈眶。

据了解，姜瑞华今年55岁，1986
年2月入警，1993年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先后在渝中区交警支队、交警
总队、渝北区交巡警支队任职。他从
警33年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次，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最佳交
警”称号2次，荣立个人二等功3次、
个人三等功2次、嘉奖8次。

突发脑溢血 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渝北交巡警姜瑞华因公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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