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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8月1日，为
了积极改进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努力打造法治化、标
准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云阳印发了《服务非公企业标准化工
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工作规则》），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宗旨，为非公企业服务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
到”，1小时之内完成非公企业诉求交办，5个工作日之内办理完
成。

“只要是在云阳注册登记的非公企业，都可以通过热线电
话、网络和信函三个渠道反映诉求。”云阳县委统战部负责人介
绍，这三种方式分别为：热线电话55556789；网络诉求：云阳统
战部长服务站企业服务大数据平台、邮箱（yunyanggsl@163.
com）、微信公众号（云阳统战部长服务站）；信函地址：重庆市云
阳县双江街道杏花路60号，云阳县非公有制经济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

“云阳非公企业的诉求，将通过云阳统战部企业服务大数据
平台，交办给各政务服务单位办理。”该负责人介绍，各政务服务
单位接到交办任务后，应对涉企问题进行研判；对违反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的，要及时向企业做好解释疏导工作；按规定及时安
排专人办理，并在1个工作日内向云阳县非公有制经济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反馈初步意见；对涉企问题若不属于其职责范围
内的，应立即报告云阳县非公有制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申
请退单并说明理由，由云阳县非公有制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协商后另行交办。

（下转2版）

推行行政服务标准化
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云阳出台工作规则，1小时之内完成非公
企业诉求交办，5个工作日之内办理完成

7月30日，重庆海关通报消息称，今年
上半年，中欧班列（重庆）继续保持数量和质
量“双高”增长，重庆海关监管中欧班列（重
庆）开行851班、运送货物7.54万标箱，同比
大幅增长118.2%、133.8%。

这组数据标志着中欧班列（重庆）延续
了2018年开行量翻番的良好态势，班列开
行量、进口货值、去回程平衡率、计划兑现率
等多项数据继续领先。而在成绩背后，重庆
海关重点做好了三件事。

提高班列通关效率
进口通关时长压缩73.9%
出口通关时长压缩97.28%

7月 29日，一辆红色的911保时捷跑
车在重庆铁路整车口岸快速通关放行，这
是保时捷铁路常态化运输项目在重庆正
式运营后的第2000台。这充分说明重庆
口岸便捷的通关、快速的运输、良好的营
商环境赢得了这家世界汽车行业巨头的
高度认可。

在该项目的示范效应下，7月 11日，
首批 4台进口法拉利跑车在重庆铁路整
车口岸通关放行，法拉利铁路运输项目首
次测试取得成功；德国大众、俄罗斯拉达
等汽车品牌相继启动了中欧班列整车运
输项目。

重庆海关隶属渝州海关关长张涛介绍，
“我们探索实施了‘并批检验’的便利化检验
措施，对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非改装机动
车辆，对同一班列进口、同一发货人、同一规
格、型号、在相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产品，视
为同一检验批，将压缩整车通关时长1/3以
上，首批10台进口保时捷从报关到结关放
行仅用4.69小时。”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关检融合以来，
重庆海关通过提升口岸整体通关速度、保
障班列全时开行、提高查验效率等多举措
着力提升班列运行效率，到 2019 年上半
年，重庆铁路口岸进口和出口整体通关时
间较2017年分别压缩73.9%和97.28%，超
额完成国务院“整体通关时间压缩1/3”的
要求。

增加班列辐射面
班列可从6个口岸出入境

汽车红酒木材大米等都可运输

5月16日，在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开幕式上，渝、桂、黔、甘、青、新、
滇、宁、陕9省区市共同签署合作共建陆海
新通道协议。重庆建立以中欧班列（重庆）
为支点，以渝满俄、渝甬、渝深、渝黔桂新为
骨干，连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南半
岛经济走廊三大经济区域的国际物流网状
体系，使“中欧班列+”成为推动渝新欧提速、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新引擎。

据介绍，2018年以来，重庆海关率先实
施“安智贸”计划，启用安全智能关锁，开展
中哈“关铁通”项目测试，推动跨境数据互
换、监管互认。除此之外，大力支持“中欧班
列+转口贸易”发展，实施中转货物原产地签
证政策，采取免予前置审批和品质检验“双
免”模式，德国汽车和零配件、法国红酒、俄
罗斯木材、柬埔寨大米、菲律宾香蕉、越南生

产的韩国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等
货物通过南向通道更快更便捷地运抵中国。

在重庆海关的支持下，阿拉山口、霍尔
果斯、二连浩特、满洲里、凭祥、绥芬河等6
个口岸的出入境班列实现稳定运营，以重庆
为中心，多点扩散的运输网络基本形成。

提升班列核心竞争力
最大限度避免空箱

班列实载率将提升到100%

2018年，中欧班列（重庆）去程班列714
班，回程728班，第一次实现了回程班列数
超过去程班列数，实载率超过90%，实现良
性互来互往，竞争力大幅提高。

“重庆今年的转口贸易单量、货值逐月提
升。”张涛称，重庆海关采取过境转关的模式，
使得中欧班列和陆海新通道的班列在中心站
就可以进行两个车皮的对接，方便了企业，节
省了时间，减少了企业费用，在重庆真正实现
了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的无缝对接。

“2019年，我们力争将班列实载率提升
到100%，让中欧班列（重庆）品牌成为众多
中欧贸易商的首选。”张涛说。

据重庆海关统计，2019年上半年，重庆
外贸进出口总值 2663.6 亿元，同比增长
16.48%；对欧盟进出口 505.2 亿元，增长
21.9%；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发展明
显加快，合计进出口734.2亿元，增长32%，
中欧班列（重庆）对重庆外贸发展的支点作
用不断凸显。

上半年中欧班列（重庆）开行851班，同比大涨118.2%背后——

重庆海关做好了三件事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孙天然

正在我市多个区
县同时举行的“礼赞新
中国·讴歌新时代”重
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精品巡展受到热
捧。8月2日，重庆日
报记者了解到，由重庆
9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举办的精品
巡展，所到之地，企事
业单位纷纷组织党员
干部参观，市民也慕名
而来，引发观展热潮。

9 个基地让
展览“走出去”

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大力实施
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弘
扬革命精神，讲好中国
故事，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
教育阵地和教育内容，
我市从7月初开始，开
展了“礼赞新中国·讴
歌新时代”重庆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精品巡
展活动。重庆 9个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和41个市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将作为
巡展的中坚力量参与
活动，活动将一直持续
至11月。

1997年、2001年、2005年、2009年，中宣
部先后公布4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重庆共有9个入选。它们分别是重庆红岩革命
纪念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邱少云烈士纪念
馆、刘伯承同志纪念馆、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赵
世炎烈士故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杨闇公旧
居和陵园、万州革命烈士陵园。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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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8月26日至29日，2019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举行。8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智博会承办委员会办公
室获悉，本届智博会期间，国博中心所有场馆和室外智慧体

验区都将实现5G网络全覆盖，观众可现场实地感受5G速
度，体验5G生态。

智博会承委办介绍，截至目前，2019智博会确认的参展企
业、布展面积和嘉宾人数等均比去年首届智博会有较大增加，
国际化程度更高，新加坡、英国、意大利确定担任本届智博会主
宾国；在预计参会的1800多名嘉宾中，将有全球大数据智能化
领域知名学者，包括1名诺贝尔奖得主、3名图灵奖得主和多名
国际组织机构负责人及国内外知名院士等参会。

本届智博会期间，主办方将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大会主题，设置各类论坛46个，包括7个主题论坛、多个专
题论坛和分论坛。 （下转2版）

2019智博会会场将实现5G网络全覆盖
本届智博会国际化程度更高 新加坡英国意大利确定担任主宾国

本报讯 （记者 戴娟）8月2日，市政
协主席王炯在市政协重点提案“关于做强
康养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建议”督办会上
指出，重庆发展康养产业是落实总书记殷
殷嘱托的具体行动，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助力重庆康养
产业发展。

今年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市政协
委员陶敏提出提案，深度剖析了我市康养
产业面临顶层设计欠缺、政策支持力度不

够、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人才储备欠缺等
问题，并从规划引领、融合发展、主体培育、
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督办会上，提案主办和协办单位就该
提案办理情况作了答复。提案主办单位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我市将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拟出台《重庆
市康养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下一步将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生态产业体系建设；
推进农业品种品质品牌建设，开发健康农

产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融合，拓宽康养体
验渠道；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质升级
休闲康养游。

王炯对该提案办理充分肯定。他说，
当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康养产业发
展，有关部门和区县正积极推动。山清水
秀的美丽重庆，推动康养产业发展是学好
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的具体行动和重
要举措。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
委员，在市委坚强领导下，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康养产业发展的重
要性紧迫性，搭建好平台，进一步发挥政
协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在资政建言
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助力我市康养产
业发展。

王炯在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办会上指出

发挥政协优势助力我市康养产业发展

2019年上半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2663.6亿元，同比增长
16.48%；对欧盟进出口505.2亿元，增长21.9%；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外贸发展明显加快，合计进出口734.2亿元，增长32%，中
欧班列（重庆）对重庆外贸发展的支点作用不断凸显

从围攻立法会、香港中联办，到围攻
警署、制造爆炸品等暴力武器，香港近期
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已令所有关爱香港
的人痛心不已。香港当务之急是坚决支
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尽快恢
复社会安定，维护香港良好法治。

一个多月来，香港反对派和激进暴
力分子蓄意制造暴力事件，已经完全超
出了和平示威的范畴，脱离了诉求轨道、
扭曲了事件本身。众所周知，事情起因
于修订《逃犯条例》，但特区政府早就宣
布暂缓修例，相应的立法工作也随之完
全停止。然而，激进暴力分子不但没有
止步，还变本加厉。他们围堵香港中联
办、污损国徽、围攻警署、殴打警察、污辱
国旗，甚至在非法游行集会中喊出“港
独”的口号，不仅践踏香港法治，更触碰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种种迹象显示，
激进暴力分子根本不是为了反修例诉
求，根本就在于搞乱香港、搞衰香港，摧
毁“一国两制”。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都不会容忍暴
力横行。我们看到，整个事件蔓延过程
中，作为社会秩序的守护者，香港警方承
受了巨大的压力。针对香港社会的和平
游行集会，特区警方一直依法批准并提
供必要的协助。然而，激进暴力分子以
和平游行作掩护，每每突破法治底线，用
砖头、铁枝甚至汽油弹攻击警察，使用有
毒有害液体、粉末袭击警察，甚至咬断警
察手指，其行径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
还煽动仇警情绪，人肉搜索警察家人，恶
毒咒骂警察子女。在个人与家庭都饱受
身心困扰的情况下，香港警队仍坚守岗
位、恪尽职守、无惧无畏、忍辱负重，令人
敬佩，其专业精神值得香港市民的赞许。

暴力冲击行为已严重威胁香港公众
安全，对香港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
和国际形象都造成严重影响。零售业首
当其冲受到冲击，一个多月来，营业额大
幅下跌。人们忧心的是，如果暴力行为
再持续，法治基础、营商环境、社会秩序
等香港经济立足的根基势必遭到破坏。
从目前态势看，要有效制止暴力，不能仅
靠香港警方孤军奋战。香港各界都要充
分行动起来，旗帜鲜明反对暴力、抵制暴
力。

希望广大香港市民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事态的严重性，对激进暴力分子坚定
说“不”，对企图摧毁“一国两制”、搞乱香港、搞衰香港的势
力坚定说“不”，坚决阻止他们祸害香港的行径，坚决支持香
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关700多万
香港市民的福祉，事关国家的主权、安全，事关“一国两制”
的前途命运。中央政府坚定地支持香港警方、有关部门和
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违法行为，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
责任。

（人民日报8月5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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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位于江北区郭家沱莲花背的重庆长江铜锣峡景观步道正进行收尾工作，将
于本月向市民开放。届时，市民可伫立于步道上的望江亭欣赏幽深秀丽的铜锣峡风光。

据了解，铜锣峡峡谷全长2公里，古为巴川长江第一峡，峡内有锁江遗址、“大江东
去”摩崖石刻及抗战洞等11个历史遗迹。步道把铜锣峡江边与山上的铁山坪景区连为
一体，将成为市民观景健身的好去处。

特约摄影 钟志兵

铜锣峡景观步道
本月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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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是重庆最凉快的夏天？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