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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12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获悉，自
2018年11月5日挂牌成立以来，该局充分发挥各
项职能，招投标等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工作平稳有
序，今年上半年市级项目共计完成368个标段招
投标，成交金额达645.6亿元。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是2018年《重庆市机
构改革方案》明确的47个市级政府机构之一，作
为市发展改革委的部门管理机构。该局下设综合
协调处、市场管理处、交易监督处、执法检查处4
个处，办公地点在渝北区洪湖西路16号建发大厦
东楼三楼。同时，下设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事务
中心1个直属事业单位，办公地点在渝中区长江
一路58号市住房城乡建委6楼。

该局负责人介绍，《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明
确，将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协调和综合监
督招投标工作的职责，以及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市交通委员会、市水利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市农业委员会、市商务委员会、市国土和房屋
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林业局、市移民局
等部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执法
职责等整合，组建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

过去是墙面霉变、脱落，卫生间、厨房
开裂漏水，各类线缆交相错杂的“旧房”；现
在墙面贴砖，卫生间、厨房焕然一新，各类
管线重新布局、整齐排列。居民们开心满
意，称其为“洋房”。

8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两江新区
人和街道看到，邢家桥安置房小区通过整
治，提升了小区居住品质。

人和街道党工委书记蒋兴益介绍，邢
家桥安置房小区综合整治是两江新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一项实际成
果。安置房小区居住品质之变的背后，是
干部作风之变，带来群众满意度之变，诠释
了安置房综合整治是一项“为民服务解难
题”的民心工程。

“守着旧房等拆迁”

邢家桥安置房小区建于1992年，共计
16栋27个单元，涉及安置房488套。由于
年久失修，小区居住环境不佳。

“这些房屋墙壁只是薄薄的一层，说话
邻居都能听到。有一次半夜我正在睡觉，
结果天花板上掉下了很大几块墙面，幸好
没有砸到人。”小区居民陈重徵说，对于这
里的居民来讲，厨房、卫生间漏水都是家常
便饭。

“由于房屋建造比较早，技术水平比较
落后，质量确实差，居民意见大。”邢家桥社
区书记谢兰说，去年开始进行整治时困难
很多，“人喊不拢、会开不起、工开不成”。

居民不支持整治的原因是他们更希望
拆除重建。“事实上政府考虑过拆除，但邢
家桥安置房不符合危旧房改造政策。”

经过考察和协商，两江新区管委会决
定对邢家桥社区安置房综合整治进行立
项。最开始，居民的支持率只有23%。

对此，工作人员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进
行宣传讲解，直到基层干部用行动感动了
居民，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基层干部用实干解开居民心结

谢兰2018年查出肺癌，但仍然坚持带
病坚守在一线岗位。一直拖到了今年4
月，谢兰才入院接受手术，去医院的前一
天，仍然在社区开会布置工作。她从重症
监护室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拿起手机，
询问工作进展。

得知在整治过程中，居民私自改装承
重墙、房屋漏水、用水不便等情况时，谢兰
手术后不到一周，便不顾医生劝说重回岗
位。谢兰的行为深深感动了居民，大家纷
纷赶来关心她的病情，还有居民特意来社
区为她熬药。

汤超是邢家桥社区安置房综合整治项
目责任工长。有一次他在施工现场巡逻，
碰到一位居民反映家中厕所吊顶上方漏
水。现场发现吊顶确有滴水情况，汤超揭
开扣板，全身被淋了一身粪水。让居民感
动的是汤超毫无怨言，仍坚持做完手中的
工作。

基层干部的实干，让居民的态度发生
了改变。这其中，就包括71岁的黄大爷。

最开始，黄大爷不同意整治方案，工
作人员前前后后到黄大爷家中去了不下
20次。但在听闻谢兰、汤超等社区干部的
所作所为后，黄大爷态度明显发生了转
变，跟入户宣传的工作人员开始摆龙门
阵，甚至主动帮工作人员做其他居民的思
想工作。

后来，黄大爷又主动请缨，当起了项目
综合整治小组的志愿者，帮不在家的27名
居民保管房屋钥匙，打扫临时厕所，还主动
入户协助工作人员处理整治过程中产生的
小纠纷。

支持率从23%升到90%

“得到部分居民支持后，街道整治办
‘趁热打铁’，改造出样板间，让居民参观。
“人和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盛勇说，样板间得
到居民好评，支持整治的呼声越来越大。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整治完成

后的房间焕然一新，霉变的墙面不见了，厨
房和卫生间都进行了重新整治。盛勇介
绍，除了内部以外，楼外也要全部进行粉
刷，以前裸露在外面的电线全部埋在地下，
矗立在外面的变压电站也将整体迁移到安
全区域。

对这样的整治效果，小区居民都十分
满意：“整治后的小区特别漂亮，就跟洋房
一样。”

盛勇介绍，居民对于这个整治项目，从
一开始的不理解、不支持，变成了支持。支
持率从一开始的 23%，飙升到了如今的
90%。

家住4栋2-2的居民王利明，便是从
不支持到支持的居民。他家的房子装修已
基本完成，看着焕然一新的房子，他终于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盛勇介绍，目前邢家桥整治项目已完
成约40%。整治后，邢家桥社区将拥有社
区服务中心，新增约500个停车位，新建社
区公园4000平方米，给居民提供安全、便
利、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

在邢家桥安置房小区综合整治中，干部作风之变，带来群众满意度之变和小区居住品质之变——

旧房变“洋房”居民喜洋洋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孙天然 本报讯 （记者 吴刚）重庆日报记者从8月14日召

开的“全面实施减税降费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日前，我市邀请第三方机构对纳税人满意情
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2018年度，重庆税务机构纳税
人满意度平均得分94.97分，所有区县税务局纳税人满
意度得分均超过90分，显示重庆税收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税务部门先后制订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
案，重点围绕重庆市营商环境评定指标体系中的涉税部
分，分批次、有步骤地实施13类58项优化服务配套措
施。目前税收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主要表现为纳税时间
显著缩短，纳税次数有效控制，报税后流程进一步简化。”
市税务局副局长周梁刚说。

缩短办税时间方面，我市通过大数据智能化实现“一
表集成”。上半年，90%的一般纳税人申报实现“零录
入”，剩余10%的纳税人录入工作量也减少90%以上。
企业所得税申报时间由户均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以
内，纳税人申报工作量减轻70%。

同时，电子税务局、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的办税功
能逐渐强化，目前90%以上耗时长或经常办的涉税事项
实现了网上办理。上半年，通过网络办理发票业务总计
362.8万户次，线上发票领用业务替代率已经超过90%，
纳税人单次发票申领时间平均缩短至3到5分钟，通过发
票寄递，全市多个地区纳税人实现了足不出户、当日领取。

纳税次数方面，以房产交易“一窗式”办理为例。今
年6月，我市税务部门联合多个市级部门，开发上线了房
屋交易税收管理系统，增量房和存量房交易涉税业务实
现在线办理，同时精简、取消资料报送、审核环节，有效解
决了办税事项来回跑的问题。

报税后流程方面，以涉税商事办理为例。企业开业
可以在线办理，纳税人无需到税务机关，只去一次商业银
行进行授权，就可以实现后续税款的划缴。

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目前，市税务系统正深
入开展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递进式自查”工作，
同时在全市范围内选聘了一支由500余名各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组成的特邀监督员队伍，巩固减税降费落地
见效。

同时，结合上半年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中纳税人、缴费
人反映的问题，重庆税务部门将在落实好税务总局新出
十项便民办税缴费举措的基础上，集中检视推出更多新
举措。如，落实税收优惠清单式管理、推动办税事项容缺
办理、提供应抵扣发票信息提醒服务、扩大出口退税无纸
化申报范围等。

税收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重庆纳税人满意度
平均得分94.97分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的成立，对推进全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该局目前和未来开展的具体工作有哪些？8月
12日，重庆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该局党
组书记、局长彭志辉。

招投标周期明显缩短

重庆日报：作为一个新机构，市公共资源
交易监管局怎样发挥重要作用？

彭志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的成立，
结束了以往招投标分散监管的局面，随着统一
制度规则、统一平台交易、统一服务标准、统一
信息管理的实现，招标人、招标代理报审招标
文件变得较为便利，从不同项目需跑不同部
门，变为所有项目只跑一个部门，投标人投诉
质疑渠道也更加畅通，监管工作程序大大简
化，招投标周期明显缩短。这种集中统一的监
管体制将大大提速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采用
大数据、智能化手段，使招投标更加规范、便

捷、高效。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制定规则、规范程序、

加强监管、严格执法，使工程招投标、政府采
购、国有产权交易、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
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一步规范，围标串标等
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公共资源交易将
更加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公共资源配置的
效率和公平性将进一步提高。

监督管理取得一系列成效

重庆日报：目前，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

各项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何？
彭志辉：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全

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行统筹指导，对市级招
投标活动实行统一监管，对市级项目的招标范
围、招标方式等事项进行统一审核把关，对招
标人、招标代理、评标专家、投标人、交易中心
等市场主体进行监督管理，对招投标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查处。

目前，我们在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
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主要是牵头起草了
《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

见》等14个规范性文件，目前已通过市政府常
务会审议，正按程序报市委常委会审定。

此外，我们在脱贫攻坚巡视整改工作方面
也取得重大进展。一是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扶贫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
的通知》《重庆市扶贫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试行）》《重庆市扶贫项目
违规招标投标整改办法（试行）》。二是在中央
专项巡视交办的招投标扶贫问题项目基础上，
举一反三，督促各贫困区县自查整改，目前整
改率已达61%。

依法开展各项审批服务

重庆日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面向
群众的主要审批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有哪
些？

彭志辉：一是办理市级审批、核准的依法
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方案审批、核准事项，根
据《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规定，这一事项与市
发展改革委在办理项目审批、核准手续时一并
办理。二是统筹指导协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
活动，直接负责市级审批、核准的依法必须招
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和执法，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协调政
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出让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三是指导协调全市招标投标工作，负责市综合
评标专家库组建和评标专家管理，负责全市统
一的招标投标信用管理工作，负责对招标代理
机构的监督管理。

监管体制集中统一 招投标更规范高效
——访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彭志辉

本报记者 白麟

更多详细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上半年市级项目招投标成交额达645.6亿元

第一 贯彻落实国家公共资源交易有关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规章。组织拟定我市公共资源交易有关地方性法
规、规章草案，以及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政策规定。

第二 统筹指导协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推动全
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指导协调区县（自治县）公共资
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和市、区县（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业务工作。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化工作，推进全流程

电子化，统计分析数据信息。指导协调政府采购、国有产权
交易、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监
督管理工作。

第三 指导协调全市招标投标工作，拟订招标投标政
策规定。依法办理市级审批、核准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
招标方案审批、核准事项。指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
招标公告发布媒介。负责市综合评标专家库组建和评标专

家管理。负责全市统一的招标投标信用管理工作。负责招
标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指导招标投标行业协会工作。

第四 对市级审批、核准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受理投诉，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组织检查全市招标投标活动监督
工作等。

第五 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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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主要职责

（资料来源：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

◀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装近 700 个
高清摄像头、300 个高清拾音器，实现交易场地智
能管控。

本组图片均为记者罗斌摄

▲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一张硕大
的电子屏幕，实时显示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