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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多时间，重庆“单一窗口”累计申报量180余万票

51万票来自中国沿海

“单一窗口”通过整合申报改革
将报关单、报检单合二为一

229项申报项精简为105项

102项监管证件简化为64项

74项随附单据合并整合为10项

重庆“单一窗口”建设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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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空中俯瞰果园港集装箱码头作业区。 记者 万难 张锦辉 摄（资料图片）

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有了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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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北京电 （记者 戴娟）“我市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工程试点获得国家批
准，首期中央奖补资金10亿元已到位。”日前，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传出的这一消息，令住渝全国政
协委员们振奋不已。该工程试点获批，正得益于
他们去年提交的一件集体提案《关于支持重庆加
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建议》。

地处长江上游地区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
重庆，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去年全国两会
前夕，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精神过程中，共同聚
焦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以提交联名提案的形
式，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对重庆统筹指导、支
持重庆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加大对重庆生态修复
资金投入，助力重庆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

该提案得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去年8月17日，
国家发改委在提交的答复函中明确表示，自然资
源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启动新一轮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对于符合中央财政支持条
件的项目，按程序择优确定支持。

据悉，重庆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选择“一岛两江三谷四山”为试点区域，主
城区整体处于修复区之中，力求将城市和生态
系统融为一体。试点区域位于长江、嘉陵江汇
入三峡库区的咽喉部位，对整个长江流域生态
保护修复具有很强的带动性、示范性。我市力
争用3年时间实现试点区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使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实现“山青、水绿、林
茂、田良、湖净、草盛”目标，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态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该提案还有不少建议得到积
极采纳。如针对从国家层面制定支持重庆加快建
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指导性文件的建议，国
家发改委加快推进相关规划落实，并抓紧研究长
江两岸造林绿化问题，基本形成了推进包括重庆
市在内的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的规划和
政策体系；针对关于加大对重庆水污染防治资金
支持力度的建议，中央财政继续通过水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支持重庆市加快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针对将重庆纳入第二
批国家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议，人民银行表
示将积极支持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具备生态基础条
件、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探索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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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北京电 （记者 戴娟）3
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会现场获悉，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去年在全国两会上
提交的联名提案《关于支持重庆加快建
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的建
议》获得办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明确
表示：积极吸纳提案建议，支持重庆加
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充分发挥重庆在
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重要支撑
作用。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地”目标之一，
备受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关注。去年，委
员们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建设内陆
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为切入点，从
支持重庆提升对外通达能力、支持重庆
完善开放平台功能、支持改善国际贸易

物流政策环境方面提出了一揽子建议。
其中，“支持推进长江三峡水运新

通道前期工作，尽快启动建设过闸新通
道”“快速推进重庆‘米’字形高铁大通
道建设，尽快开工建设渝昆、渝西、渝湘
等高铁项目，加快规划建设沿江高铁”
等具体建议，引起国家发改委高度重
视，并取得了较好的办理成效。

三峡水运新通道正抓紧研究论证

三峡船闸通航能力不足问题已成
制约长江水运跨地区运输的一大瓶
颈。据了解，去年5月31日，水利部向
国家发改委报送了三峡枢纽水运新通
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项目建议书，
中咨公司正在抓紧推进咨询评估工
作。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结合中咨公

司评估报告和正在开展的重庆至武汉
重载铁路专题研究成果，抓紧推进三峡
水运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研
究论证，尽快形成建议意见上报党中央
和国务院。

此外，国家发改委积极协调有关方
面推动渝湘、渝昆、渝西等项目前期工
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已组织对规划
建设重庆至上海时速350公里高铁通
道进行了专题研究。下一步还将加快
推进沿江高铁通道建设。

果园港纳入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在支持开展铁公水空多式联运试
点建议中，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积极支
持加快集装箱发展，促进集装箱多式联
运，推动物流业降本增效，并把重庆果

园港打造“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
略联结点铁水联运示范工程纳入第二
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国家发改委还表示，积极支持重庆
口岸开放和扩大开放。重庆港水运口
岸扩大开放果园港区，万州机场对外开
放，万州、丰都水运口岸对外开放以及
重庆铁路集装箱场站对外开放等5个项
目已列入《国家口岸发展“十三五”规
划》。果园港区对外开放已进入口岸开
放的具体审理程序，海关总署正在征求
各部委意见，准备尽快上报国务院。

支持重庆“单一窗口”建设

整合全市涉及国际贸易的22家单位
54个系统，汇集共享11类2519万条海量
信息，1年多时间，重庆“单一窗口”累计申
报量180余万票，其中51万票来自中国
沿海。“单一窗口”通过整合申报改革，将
报关单、报检单合二为一，229项申报项
精简为105项，74项随附单据合并整合
为10项，102项监管证件简化为64项。

让委员们高兴的是，作为全国首批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省市之一，1
年多时间，重庆“单一窗口”累计申报量
180余万票，高达51万票来自中国沿
海。“单一窗口”成为重庆国际贸易申报
主渠道，更成为这座城市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的重要标志。

在回复关于支持重庆“单一窗口”
建设的提案建议时，国家发改委表示，
将积极给予支持。下一步，相关部门在
深化“单一窗口”建设方案中，将海关特
殊监管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自贸
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相关服务功能纳入

“单一窗口”，深入推进通关数据、单证、
流程协调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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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航行在长江三峡巫峡境内。仲春时节，长江三峡库区腹地
巫山县巫峡两岸，桃花、李花、油菜花等竞相开放，呈现一派春意盎然
的景象。

通讯员 王忠虎 摄（资料图片）

■国家发改委将抓紧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和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研究论证，尽快形成建议意见
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

■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积极支持加快集装箱
发展，并把重庆果园港打造“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

带战略联结点铁水联运示范工程纳入第二批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

■“单一窗口”成为重庆国际贸易申报主渠
道，更成为这座城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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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渝全国政协委员两份联名提案见成效

（上接1版）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快速发
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成绩背
后，民营经济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原因很多、成
因复杂。”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刘
文贤认为，从政府的角度看，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调研听取多方意见后，刘
文贤准备提交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提案，在提案中，他特别建议设立统一的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综合协调机构，协调解决民营
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避免职能交叉、多头管理、
政出多门、责任推诿、民营企业求助无门等现象
的发生。

“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市
场、融资、转型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成因是多方
面的，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原因和主观
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碰头的结果。”住渝全国政
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静表示，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这为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她今年的重点提案是呼

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重点解决民营经济促
进政策不到位问题。

成渝城市群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显著成就，但成渝城市群乃
至整个西部地区仍需进一步加快发展。”全国人
大代表、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认为，成渝城市群
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今年全国两会上，他
将就如何把成渝城市群打造成内陆开放高地、国
际物流枢纽提出建议。

曹清尧说，将成渝城市群打造成内陆开放高
地、国际物流枢纽，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具体行动。既有利于成渝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成渝城市群在西部发展和
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更好地服务于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大局。为
此，他建议以成渝结合部的泸州、内江、荣昌腹地

“金三角”为突破口，将成渝城市群打造成为内陆

开放高地、国际物流枢纽，带动成渝城市群成为西
部开发开放的龙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是
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很多委员准备就食品
安全、扶贫、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提交提案。

教育是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院
长杜惠平今年的关注重点。随着全面二孩政策
的推行，0-3岁婴幼儿社会化服务需求日渐增
大，高素质师资力量和托幼机构供给不足、现有
社会托幼机构服务缺乏行业标准又无完善监管
体系的问题显现。杜惠平就幼师特色教育展开
专题调研，他表示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及时规
范托幼服务提交提案建议。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金融法治
研究中心主任王煜宇今年的提案是关于食品安
全法治体系的完善。“民以食为天，一定要让人民
吃得放心！”王煜宇说，当前，迫切需要诊断食品

安全治理中的体制机制性问题，进一步完善食品
安全法治体系，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推进食品安
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保障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校外培训机构

“去年我针对基础教育被校外培训机构‘绑
架’提出相关建议，受到教育部的重视，如今问
题正在化解，但还没有根治。”作为一名持续关
注校外培训机构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全国人大
代表、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今年全国两会
上将继续提出关于加快落实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的建议。

一年来，刘希娅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召开座
谈会等方式收集各方建议，尝试从源头上找出解
决办法。“通过走访我发现，校外培训机构目前呈
现出四种新乱象。一是培训机构从‘地上’转为

‘地下’，居家型补课发展迅猛，具有隐蔽性。二
是前期清查中合格的补习机构虽硬件达标，但在
教育理念、教学策略方面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
三是培训机构参与小升初招生录取现象，未得到
根本改观。四是缺乏对培训机构环境师资条件
设置的具体要求。”为持续深入整治，刘希娅建议

联合民政、公安等部门，加大排查清理取缔居家
型培训机构的力度。同时，联合人社部门及各中
小学力量，加强对培训机构培训内容、方式、时间
的监管，教育行政部门也应牵头细化培训机构行
业标准并进行专项督查、巡视、问责。

医疗资源分布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李延萍
今年将关注点聚焦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
题上。她表示，将呼吁支持重庆建设中医区域医
疗中心，更好发挥城市大医院的帮扶带动作用。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边远贫困地区优质
医疗资源短缺，这个问题在全国都比较突出。”为
此，今年全国两会，李延萍准备了《申请支持重庆
建设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议。她说：“区域医
疗中心具有区域内领先的医疗技术水平，能为规
划区域内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技术支持，传播适宜
技术，持续有效地提高区域内整体医疗水平，并
能够承担预防、保健业务指导及培训工作。”李延
萍认为，有了区域医疗中心这个“堡垒”，就能更
好发挥城市大医院的帮扶带动作用，指导帮助区
县、乡镇、社区提高医疗服务能力，让患病老百姓
都能及时得到医治。

本报为你打探他们今年都关注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