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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7）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访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唐英瑜

本报记者 吴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
展，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
业体系。

经济活动的微观个体是企业，企业的活力增强了、发展好了，
重庆经济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大作为。那么，重庆将如
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呢？本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唐英瑜。

本报讯 （记者 吴刚）通过大数据智能化提升效率、优化营
商环境，重庆又有新举措。5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由该局牵头，联合市公安局、市税务局、市政府电子政务
办及相关商业银行，利用区块链和人脸识别技术建立的重庆市企
业开办网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创业者只需在网上提交一
次资料，就可一并办结营业执照、税务、公章和银行开户等企业开
办的全套手续。

“我多次注册过公司，以前一般需要一个星期左右。通常是先
跑工商申办执照，再拿着执照去核税并领取税务登记证，然后去公
安申办公章备案登记，最后去银行开户，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
必须一步一步地完成，更麻烦的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重新提交纸
质资料，在服务大厅排队等候办理”，重庆龙大科技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郑生全说。

但这一次开办新公司，郑生全前后只花了3天时间，全程线上
办理，过程十分简便。

企业网上服务平台是怎么做到的呢？原因在于大数据的共
享。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将印章刻制、申领发
票、银行开户等环节的信息采集工作前移，在申办营业执照的同时
即进行提前填写、选择。一旦营业执照核准通过，即可实时推送数
据至公安、税务、银行，触发启动相关开办事项的办理流程。换句
话说，创业者一次性提交的资料，可供其他部门采用，不再需要反
复提交了。

“企业开办网上服务平台变‘多部门分散填报’为‘一网式集中
填报’，变‘逐项串联办理’为‘并联同步办理’，变部门间‘重复提交
材料’为‘数据互认共享’，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升
了企业开办便利化水平，有效降低了企业开办制度性交易成本。”
市场监管局上述人士称。

据了解，依托于该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已通过该平台申办营
业执照3714份，刻制印章23枚，办理税务服务16笔，开立银行基
本账户5个。

网上提交资料 一次性办结全套手续

“企业开办网上服务平台”上线

目前重庆的市场主体总量为250万户。据此计算市场主体密
度，重庆每万人拥有企业262户，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8%，位居全
国第9位、西部第一位。从市场主体密度这一指标，可以间接反映
重庆经济的活跃程度。

市场主体各个类别的占比，则间接反映经济质量和发展潜
力。这方面，重庆也有突出表现。比如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代
表的现代新兴服务业，增速明显快于传统服务业，其中，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2018年新登记0.93万户，同比增长达49.17%。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此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需要大
家齐努力。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市各级各部门都在积极行动，为企
业实实在在解决各种问题——

比如税务方面，5月29日，市税务局邀请了22名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担任减税降费监督员，督促税务部门把企业的减负工作
做得更好。

还有社会保障方面，社保降费政策5月1日起落地重庆施行，
对减轻企业负担作用显著。

金融支持方面，重庆将推进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完善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评价体系；扩大全市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规模和
覆盖面，将资金使用时限延长至15个工作日，解决企业需要时间
办理解押、登记等手续的问题。

还有人力资源方面，重庆将加快人才市场和人才服务中心建
设，积极开发和提供社会化培训、猎头服务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
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各方合力为企业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吴刚

记者手记

新设企业中高科技企业
占比提高

重庆日报：如今，重庆的营商环境状
况如何？

唐英瑜：前段时间，市场监管部门就
重庆的营商环境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
从这次调研的结果看，各类市场主体对
我市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良好。

例如，超过94%的市场主体认为开
办企业流程简洁，87.2%的市场主体认为
开办企业耗时不长、费用不高，96%的市
场主体对政府部门服务效率评价为满意
或基本满意。

良好的营商环境带来的直接效应，
就是市场主体增加，经济质量向好。

2018年，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41.18
万户，创历年同期新登记数量新高，同比
增长5.37%。2019年一季度，市场主体
增长态势保持平稳向上，3月份市场主体
呈现爆发式增长，新设立市场主体3.98
万户，增幅达28.57%。

从质量上看，新设企业中高科技企
业占比有所提高。2018年全市新登记高
技术产业企业 2.53 万户，同比增长达
33.22%，占新登记各行业企业总量的
18.68%。2019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0.26万
户，占比为9.5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0.24万户，占比为8.85%，分别较上年
同期增长2.05和0.37个百分点。

进一步深化商事登记制
度改革

重庆日报：重庆的营商环境如何进
一步优化？

唐英瑜：市场监管部门将更加注重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持续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健全新型市场监管
机制，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努力服务
各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具体怎么做，我们已经制定了一揽
子举措。比如，我们即将进一步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面
推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加速建设企业
开办和注销网上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
企业开办、注销便利度，实现准入、准营、
退出同步提速。

我们将开展“减证便民”行动，严格
执行“非禁即入”，未在负面清单之列的，
严禁增加或变相增加前置许可；推行“全
渝通办”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

次办”“一网一门一次”服务模式，制定统
一的审批服务事项编码、规范标准、办事
指南、审批时限和易看易懂、实用简便的
办理流程图（表），消除模糊条款，消除

“隐形门槛”，减环节、压时间，降低市场
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此外，我们还将完善市场主体简易
注销登记制度，强化部门间沟通衔接、信
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编制公布注销操作
指南，破解企业注销难题；研究建立市场
主体活力指标指数和监测体系，定期撰
写市场主体活力分析报告，为市场主体
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建立政务服务“好差
评”制度，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
判。

多措并举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重庆日报：市场监管部门在促进高
质量发展方面有何举措？

唐英瑜：市场监管部门有很多职能
或者说抓手，这些工作我们将进一步抓
紧抓实——

标准化方面，我们将加快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标准体系研究，完善标准制定、
实施、监督机制，建立健全重点领域标
准，推进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
计划，加强生态绿色地方标准制定。

计量方面，我们要夯实计量技术基
础，构建现代先进测量体系，加强医用计
量设备、水电气民用“三表”等重点计量
器具检定和监管工作。

检验检测方面，我们将完善认证认
可和检验检测体系，抓牢抓实认证“双提
升”行动，着力整治认证乱象，加快推进
检验检测机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培育
和规范检验检测认证市场，开展高端品
质认证。

质量强市战略，市场监管局是牵头
部门。我们将深化质量提升行动，加强
质量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协同服务和综
合应用，积极培育政府质量奖重点企业，
大力推广卓越绩效、精益生产等科学管
理模式和方法，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全员、
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组织开展

“质量月”活动，加强质量文化和人才队
伍建设。

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保护，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为此，我们将加快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
权保护权力清单和服务清单，完善全市知
识产权保护专家库和重点服务对象库。

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组织开展知识产

权行业专项治理，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
请、商标囤积、恶意注册、侵犯商业秘密、
专利商标地理标志侵权假冒、网络盗版侵
权等行为，查处公开一批典型案例；加快

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对专利（商标）恶
意反复侵权、代理资格证书挂靠、商标抢
注、非正常专利申请、“黑中介”、“假代理”
等行为实行跨部门联合惩戒。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 0.24 万户，占比为

8.85%，较上年同期增长0.37个百分点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0.26万户，占

比为9.55%，较上年同期增长2.05个百分点

重庆市场主体数据

新登记高技术产业企业2.53万户，同

比增长达33.22%，占新登记各行业企业总

量的18.68%

2018年增长情况

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41.18万户

创历年同期新登记数量新高

同比增长5.37%

2019年增长情况

呈现爆发式增长，全市新设立市场主体3.98万户，增幅达28.57%

一季度

3月份■

■

96%的市场主体对政府部门服务

效率评价为满意或基本满意

超过94%的市场主体认为开办企业

流程简洁

87.2%的市场主体认为开办企业耗

时不长、费用不高

满意度

数据来源：市市场监管局 制图/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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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以来，渝州路街道在
10个社区、128个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工作。以半山七号、明发御景园、航天
小区等试点小区为重点，通过试点示
范引领和激励机制带动全民参与垃圾
分类。

现今，辖区居民的垃圾分类知晓
率达98%以上，半山七号等小区居民
参与率达87%，投放正确率达82%，垃
圾减量率37%左右，务实开启垃圾分
类新时尚。

定点扔垃圾 渐成好习惯

六店社区半山七号小区于去年启
动垃圾分类，最初，撤桶是异常艰苦的
一环。小区物业负责人介绍，多年来
业主已养成楼层投放习惯，听说楼层
要撤桶，有些居民觉得物业服务水准
要降，不愿意配合。街道、社区获悉
后，一方面不断上门宣讲，另一方面及
时调整出两种模式：洋房区撤桶后，居

民在家里初次分类，楼下集中投放；高
楼每层增设两分类垃圾桶，居民在楼
层投放和楼下投放相结合，征询全体
业主意见时，获得三分之二业主同意。

楼层没有垃圾桶了，部分业主不
能适应。最初一周，1200多户业主仍
有400多户继续把垃圾扔在楼道，保
洁人员只能不断上楼清理。物业公司
每天记录垃圾投放台账，找那些不愿
配合的业主沟通；同时对保洁员、居民
进行垃圾分类培训，设立垃圾临时投
放点，经过不懈努力，等到第二周、第
三周，往楼道扔垃圾的业主已减少到
几十户。

以绣花精神 助分类时尚

布桶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
如何改变居民们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生
活习惯，这需要以绣花精神来助力垃
圾分类工作。

易腐垃圾运输有撒漏，街道、社区

协调物业，明确小区内易腐垃圾落地，
物业必须及时清理，避免了大部分易
腐垃圾落地产生二次污染。物业对工
作人员、保安、清洁工进行垃圾分类培
训，让其熟知垃圾分类处理流程；配合
街道、社区，合理设置四分类垃圾桶、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方便居民投

放。同时，街道安排专人负责对社区
网格垃圾分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
不合格区域进行拍照，并及时反馈至
社区网格负责人，限时整改。另外，相
关负责人带队入户宣传，发放宣传册，
详述几十种日常生活垃圾该怎么分
类；党员志愿者不定期在垃圾投放点

蹲守，“手把手”教垃圾分类……这些
从实处、从细节入手的有效举措，最终
赢得了居民的心。

现今，街道部分小区基本实现居
民家中分，物业分类分，环卫集团分类
中转、分类处置模式。

人心聚起来 垃圾分出来

从居民到租户，从离退休党员到
在职党员，再到“红领巾”……渝州路
街道对不同年龄层、不同人群分类动
员，尽可能实现全覆盖。试点垃圾分
类以来，原本“脏乱差”的小区面貌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小区干净整洁了，
蚊蝇也少了很多，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进一步增强。

说起开始在航天小区试点垃圾分
类的日子，红育坡社区工作人员、同时
也是该小区居民的敖茂芬抱出30多
本台账。翻开一本台账，里面有一张
快递购物单。敖茂芬说，开始不少居

民不配合，很多人过了时间来扔垃圾，
垃圾箱关上了，就随手扔在路边。为
了找到垃圾的主人，她从垃圾袋里翻
出了这张快递单子，按照上面地址上
门宣传垃圾分类的政策、规定，最终赢
得了对方的理解。

明发御景园小区原来的保洁人
员、如今的“桶长”罗嬢嬢逐渐感觉到
居民态度的变化：“以前居民发现社区
有狗屎，拍照发给物业处理，现在自己
找纸捡了。”

渝州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一年来，街道会同区城管局、市环卫集
团、社区、物业，在半山七号、明发御景
园、航天小区等小区开展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未来，街
道将持续完善建立长效机制，久久为
功，不断扩大垃圾分类覆盖范围，戮力
朝着‘创新科技城、靓新渝州路’绿色
家园新目标迈进。”

文/图 干亚岚 魏娜 唐娅茜

细节入手 久久为功
渝州路街道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落实

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调研半山七号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聚焦渝州路街道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