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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

日前，沙坪坝区22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绿康档案大数据创新创业
中心名列其中。“相关审批事项办理
时间大幅压缩，对我们项目按时开工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项目负责人高
兴地说。

审批提速确保项目进度

“要在一个月内开工，来得及
吗？”5月底的一天，绿康档案大数据
创新创业中心项目负责人急切地发
问。

绿康档案大数据创新创业中心
是沙坪坝区2019年重点项目之一，
今年3月正式签约。按照工程进度安

排，该项目计划在6月下旬开工，但还
有部分相关手续未办理齐全。

时间紧、难度大，怎么办？
“我们现在实行容缺承诺制审

批，只要承诺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将申
报的次要件补齐，可以先行发放相关
许可证。但若在承诺期限内不能提
交承诺资料，就要被撤销。”沙坪坝区
政务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解答道。

多方努力下，绿康档案大数据创
新创业中心如期开工。

2019年，作为践行“放管服”改
革的重要举措，沙坪坝区行政审批承
诺办结时限在去年“砍一半”的基础
上，进一步压缩，用“审批提速”换“群

众满意”。群众前往区政务服务大厅
办理审批业务，人均耗时仅相当于过
去的35%。

一窗通办激活创业热情

市民谭鑫最近开了家理发店，如
果是以前，他需要到辖区工商所办理
营业执照，然后到卫生部门办理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按照流程，至少要
跑两个以上的部门，时间预计在20
天以上。

事实上，谭鑫只跑了一趟沙坪坝
区行政服务大厅，就办好了这两种证
件，其中卫生许可还是当场发证。

沙坪坝区不仅率先试点了企业
简易注销，达到了“时间减少2/3，提
交的材料不到原来的1/3，企业只需
跑一次”的良好“疗效”，市场监管局
还协同税务、公安、银行等部门和单
位实行新办企业并联审批，工商注
册、印章刻制、发票申领一个窗口综
合受理，办结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
内，平均办结时间压缩至2.7个工作

日，企业开办时间也得到了大幅缩
减。

进出环节如此便捷，大大提高了
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工商登记日均
咨询、受理量很快便达到了 600余
件，当日办结率达80%以上。

不只企业注册注销方便了，工程
建设走通审批流程也在提速。通过
强化前期策划、优化审批阶段、分类
细化流程、简化审批程序，沙坪坝区6
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均有大幅
缩减。

“砍一半”后再“砍一截”

事实上，随着优化营商环境的氛
围日益浓厚，沙坪坝区行政审批的流
程正越来越流畅便捷。

2018年9月，沙坪坝区32个行
政审批职能部门，共有368个大项、
540个小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总时
限，从11939个工作日压缩为6227
个工作日，缩减率为47.8%。

2019年初，在已经“砍一半”的

基础上，结合机构改革，沙坪坝区28
个行政审批职能部门620个区级许
可事项的审批总时限从7231日压缩
至4875日，时限压缩率为32.6%，超
六成部门在同系统中网上行政审批
平台承诺时限领跑全市。

另一方面，受益于智能化手段的
引入，沙坪坝区的行政部门在实施审批
服务时，管理更加科学：通过绿灯正常、
黄灯预警、红灯警告的形式，对全区所
有网上行政审批事项办理进行全覆盖、
全流程、全周期“三色”管理，以此执行

“日扫描、月通报、双预警、季汇报、年考
核”，进一步实现监管提能；28个行政
审批职能部门的681个事项已被划分
为四个网格，由专人执行网格化动态

“三色”监管……
下一步，沙坪坝区还着力打造

“宽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的审
批服务模式，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
门、一次”改革，打造更优政务服务体
系和更佳招商引资环境。

（沙坪坝区融媒体中心 喻庆）

用 审 批 提 速 换 群 众 满 意
今年行政审批承诺办结时限在去年“砍一半”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32.6%

今年，沙坪坝区再次自我“加压”，28个行政审批职
能部门的620个区级许可事项的审批总时限，在去年已
经“砍一半”的基础上，再次压缩32.6%。 在开州汉丰湖以东，一座小岛临湖而居。

岛上古树参天，塔影峙立，红墙黛瓦，荗林修竹，
与粼粼湖光交相辉映，成为汉丰湖畔美丽的园
林盛景，这就是开州举子园。

开州举子园是以“科举文盛”为主题的园林
景观，由文峰塔、开州国学院、开州文庙、开州考
院、盛山书院、园林景观等六部分组成，集中展
现出中国科举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举子之
乡”的人文风采。

开州是三峡地区较早的举学之地。据史料
记载，自唐代以来，这里就开办有学宫、书院，千
年来文风蔚然。尤其到了清代，举子进士辈出，
让开州有了“举子之乡”的美誉。举子文化是开
州最灿烂也是最耀眼的文化内容，因此开州将
举子文化蕴涵于举子园，让古典的园林风景，彰
显出独特的传统文化魅力。

步入举子园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牌
坊，上面雕龙刻凤，气势恢宏。“开州举子园”“文
峰耸秀”等牌匾题刻龙飞凤舞，引人入胜。进入
园内，随处可见的假山、奇石、幽径、翠竹交相辉
映，石之坚，水之柔，宜静宜动，妙不可言。

移步换景，抬头即可见文峰塔。塔为九层，
塔顶似宝瓶状，塔身呈平面六角形。每层塔均
飞檐翘壁，檐翼挂有风铃，迎风而鸣，声似琴
瑟。塔内将传统国学及科举文化分层布展。站
在塔上，手扶塔栏，汉丰湖盛景尽收眼底，成为
湖畔的标志性人文景观。

攀登完文峰塔，再游代表中国儒学文化建
筑的“文庙”、代表中国科举文化建筑的“考院”、
传承与弘扬国学文化的“开州国学院”，以及开
州六举子参加“公车上书”的群雕。可以重温开
州“说礼敦诗，家弦户诵”的千年民风，体验“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国学时光，感悟“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赤子情怀。

举子园自开园以来，人潮涌动，成为开州
非去不可的国家4A级风景区。每到重要节
假日，园内就会举办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类
主题活动。“汉绣展”“状元巡游”“王府招婿”“状
元踩高跷”“卖艺赶考”等小型旅游演艺节目，让
人目不暇接，更有古筝、旗袍、琵琶、歌舞带来全
新的互动体验。还有来自国内外的学子，身着
汉服，参拜孔子，朗诵国学经典……古韵今
声，令人流连。

如今，开州举子园，已成为游客们了解科举
制度、体验儒学文化的主题公园，也成为了三峡
库区文旅融合的一张新名片。

（开州区融媒体中心 游刚）

开州：
文风蔚然举子园

“今天是最后一个疗程，回去之
后，注意不要担重物、做农活，先静养
几天。”7月10日，璧山三合镇二郎村
卫生室，骆刚廷正在为一名患有腰腿
疼痛的病人拔火罐。

这间不大的卫生室里，挂满了他
的荣誉奖状：“优秀乡村医生代表”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中国特色名
医”“十大创新能手”……

行医50年

“要说最有含金量的，还是这个
《一种治疗腰疼的药物组合物及其药
罐的制备方法》专利证书，当初我还
到北京去讲过这个课呢！”帮患者做
完治疗后，骆刚廷走过来介绍道。

骆刚廷今年64岁，是三合镇二
郎村卫生室的一名医生，1970年跟
随父母开始行医。50年来，他凭着对
诊疗疑难杂症的独到见解和独创的
十余种民间草药、药膏，守护着村民
的健康，赢得了众人的尊敬。

两年前，村民骆庭德患上了偏
瘫，生活无法自理，到医院求医无果
后，找到了骆刚廷。由于病人瘫痪不
能行动，骆刚廷每天要走上近十公里

山路，才能到骆庭德家。经过一个月
的治疗，骆庭德的病情有了好转，如
今能够下床走路，生活基本能自理
了。

银针5000支

卫生室里没有等候的病人了，骆
刚廷起身前往一户老人家中问诊。

老人名叫罗华庭，儿女外出打
工，自己和老伴年事已高，疾病缠身，
骆刚廷便成了他家的常客。

“骆医生，老罗最近好像有点中
暑，经常喊头晕还吃不下东西。”罗华
庭的妻子像看到了救星。

“别担心，我来看看。”骆刚廷详
细询问了几句后，从出诊箱里拿出压
舌板、温度计等，给罗华庭做了一个
简单的身体检查，“确实是有些中暑，
扎两针就好了。”

只见他取出一板崭新的银针，
轻轻一抹，三根银针便拿在了手

上。屏气凝神，缓缓下针，银针稳稳
地扎在罗华庭的印堂、河谷、曲池三
处穴位。

这些年来，骆刚廷先后备了
5000支银针，大到偏瘫、脑血栓，小
到中暑、血压偏高，基本都能够保证

“针尖对病灶”。

不收出诊费

“今晚应该能吃下东西了，明天
我会再来。”骆刚廷对罗华庭说。

罗华庭示意老伴去柜子里拿
钱。“都几十年了，你看我什么时候收
过你们的钱？非要这样，明天我就不
来了。”骆刚廷佯怒道。

开始行医时，骆刚廷每次收取5
分钱的出诊费。后来物价上涨，骆刚
廷出诊反而不收钱了。他采的草药
也不收村民的钱。平日里开的一些
西药，碰上需要买得多的病人，他也
只按进价出售，“我从小就在三合镇

长大，大家待我如亲人，哪讲什么钱
不钱的。”

回到卫生室，已近晌午，看到屋

里又坐了两个来问诊的村民，骆刚廷
赶快走了进去。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文/图 朱泓月）

行医行医5050年的乡村医生年的乡村医生

骆刚廷正在为病人拔火罐。

“魂动”设计哲学+“创驰蓝天”科技

长安马自达“三剑客”凭实力圈粉
尽管国内汽车市场整体低迷，但长安马自达旗下“三剑客”——“新驾享主义大7座SUV”Mazda CX-8（以下称“CX-8”）、“新感官驾控SUV”第二代Mazda CX-5（以下称“第二代CX-5”）以及“智美运动家轿”

Mazda3 Axela昂克赛拉（以下称“昂克赛拉”），在刚刚过去的6月销量环比上月增长7.9%，成功实现逆市上扬。
不随波逐流的长安马自达多年来始终坚持蕴含东方美学理念的“魂动”设计与兼具环保、驾乘愉悦的“创驰蓝天”技术，生动诠释出长安马自达对于优雅出行方式的深刻理解与创新演绎。

CX-8
全系真“国六”

被称为“史上最严格”排放标准的
“国六”于7月1日起在包括重庆在内
的全国多个城市率先推行。为积极响
应这一政策，Mazda CX-8全系车型
自2018年上市以来，就采用了“国六
b”排放标准，比2023年全面实施“国
六b”标准时间提前了4年，成为大7
座SUV的“超值”之选。

事实上，出色的低排放表现源自
Mazda CX- 8 所 搭 载 的“2.5L
SKYACTIV-G 创驰蓝天汽油发动
机”。它拥有13:1高压缩比，采用6
孔高压喷油，凹顶活塞设计以及4-2-
1排气系统，用来提高热效率。“Dual
S-VT双可变气门正时控制系统”能
够准确地控制进排气门的开闭时机，
可大幅度改善进气、排气效率，提升发
动机性能，从而实现出色的线性加速
感与燃油经济性。其中，两驱版本车
型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7.9升，四驱版
本车型百公里油耗仅为8.3升，续航里
程高达800公里。

作为长安马自达首款7座旗舰
SUV，Mazda CX-8还拥有傲视同侪
的豪华空间和智能科技。虽然是一辆
车 长 接 近 5 米 的 大 7 座 SUV，但
Mazda CX-8拥有超越同级的操控
性能。同时，Mazda CX-8还搭载

“i-ACTIVSENSE马自达智能安全
辅助系统”，包括360°全景摄像头、
盲点监测、车道偏离警示、行人探测功
能等一系列先进主动安全技术，在复
杂路况中，能帮助驾驶者准确识别道
路危险，让驾驭更加轻松。

此外，针对“新驾享主义大7座
SUV”CX-8全系车型，长安马自达推
出五重购车礼：值税降税补贴10000
元，旧车报废置换补贴15000元，24

期零利率金融贴息15000元，5年15
万公里或10次免费基础保养，综合优
惠高达40000元。

第二代CX-5
斩获“年度推荐车型”

第二代CX-5所拥有的进阶版
“魂动”设计理念让其相较上一代产品
有了更高层次的外观表现。它将“精
致完美的强悍感”作为核心设计语言，
并通过抑扬起伏的车身线条呈现出富
有光泽且精悍的外观。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代CX-5持
续深化“驾乘愉悦”的造车理念，以“驾
乘无忧”的拥车体验收获了无数好

评。“创驰蓝天”发动机动力输出线性，
油门响应及时，即便在日常驾驶中也
能向驾驶者提供游刃有余的加速体
验，轻松实现“车随意动、人马一体”的
卓越驾驶体验。

作为马自达品牌全球车型，第二
代 CX-5 更是获奖无数。它曾以
458252台的全球销量蝉联“2018全
休 SUV销量前十”；而在 2018 年与
2019年的IIHS（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
会）安全测试中，第二代CX-5均凭借
超越同级的安全性能，获得最高级别
的“ 顶 级 安 全 奖 + Top Safety
Pick+”评级。此外，凭借优越的外观
设计、灵动的驾驶体验与先进的安全
性能，第二代CX-5在中国汽车消费
者研究及测试中心（CCRT）发布的

2019年度第一批车型评价结果中位
列 评 价 结 果 第 一 名 ，并 成 为

“CCRT2019年度推荐车型”。

新昂克赛拉
运动型中级轿车典范

2017年2月14日，长安马自达新
昂克赛拉在“情人节”正式推向市场。
凭借不断进化的“魂动”设计巧思、动
感豪华的时尚内饰、“人马一体”的操
控体验和全方位的人性化科技革新，
新昂克赛拉以鲜明的摩登色彩和创新
内涵定义“智美运动轿车”，为运动型
中级轿车市场树立了全新典范。两年
来，新昂克赛拉创下了月平均销量过

万辆的佳绩，续写了经典Mazda 3车
系历经6代产品更迭却从未改变的畅
销传奇。

紧凑级轿车市场竞争一向十分激
烈，新昂克赛拉能在这一市场异军突
起，得益于它身上浓厚的马自达品牌
基因与个性风范。新昂克赛拉搭载
1.5L、2.0L两套“创驰蓝天”高压缩比
发动机动力组合，燃油经济性堪称同
级翘楚；全系标配马自达全球首创的

“GVC矢量控制系统”，与“创驰蓝天”
发动机技术相辅相成，有效提升了车
辆的驾驶质感和操控体验。

此外，ADD彩色平视显示系统、
MZD CONNECT马自达悦联系统等
诸多领先科技的运用，以及先进而丰
富的主被动安全配置，让新昂克赛拉
成为紧凑级“运动家轿”阵营的佼佼
者，也在追求驾驭乐趣的年轻消费者
心目中占据“C位”，树立了优异的用
户口碑。

为进一步优化车主出行体验，长

安马自达又于近日推出了昂克赛拉
2019云控限量版车型，在原有配置基
础上加装远程遥控启动系统，全国限
量10000台，其售价均与原车型保持
一致。

强势的实力使得新昂克赛拉获得
了行业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而长安
马自达秉承“用户+”思维打造的粉丝
营销活动也让它更加亲切可爱、引人
注目。从担纲《中国新歌声》指定座
驾，到冠名赞助《向往的生活》，从突破
常规、挑战驾趣的“摩登我·绝配你”系
列试驾活动，到探寻星座奥秘的“星·
生活之旅”，新昂克赛拉持续与广大粉
丝一道解锁多元拥车场景、纵享驾驭
激情、拥抱美好生活。

“创驰蓝天”产品阵营，清晰反映
出长安马自达“制造精品汽车、引领美
好生活”的企业愿景。未来，依托“魂
动”设计哲学与“创驰蓝天”科技，长安
马自达仍将致力于向用户提供超越期
待的汽车产品。 许淇

长安马自达旗下“三剑客”

长安马自达首款7座旗舰SUV CX-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