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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0月15日，
记者从铜梁区获悉，近年来铜梁区持续
深化行政审批流程再造集成创新，打破
部门界限推行“共享互认”，推进“一窗
通办”综合窗口和“点菜式”服务。目
前，该区已定制出首批23件“完整的一
件事”菜单。

“从管理思维向服务思维转变，打
破部门界限，明晰权力清单、责任清

单。”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该区
全面梳理了涉企审批事项，取消重复环
节，推行“共享互认”，将55个环节优化
到21个，再将21个环节集中打包，实
行并联审批、联审联批，变部门之间“接
力跑”“他先跑”为“齐步跑”。

通过流程再造集成创新，铜梁区涉
企审批时限压减到15个工作日以内，
大幅减少了企业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
去、部门推来推去的现象。去年签约落
户的重庆安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
15个工作日内完成了所有手续办理，
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8个月。企业负
责人表示，铜梁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坚定了企业在当地
发展的信心。

铜梁区还大力推行承诺制信任审
批。去年以来，该区将商事登记、市场
准营等涉及12家部门单位的51个事
项，纳入承诺制信任审批范围。企业在
遵守“底线”的前提下，只要承诺签字就
给予审批。东城街道红苹果幼儿园负
责人在办理装饰装修项目施工许可时，
因缺少施工图纸等材料，担心不能按期
完成装修而影响开学。工作人员告知
其该事项已纳入承诺制信任审批范围，
只要承诺10个工作日内补交就可予办
理，申请人当即填写承诺书，第二天便
拿到了项目施工许可证。

同时，铜梁区集中设立了无差别
综合服务窗口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建“傻瓜窗口”、智能窗口，实现“一
窗通办、一网通联、限时办结”。铜梁

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中心设立
了19个综合窗口，将18家单位、311
项事项整合进驻。在此基础上，该区
又推行了“点菜式”服务，从群众办事
需求出发，受理“完整的一件事”服务
模式。目前，铜梁已推出首批23件完
整事项审批“菜单”，涉及服装销售、美
容护肤、农机销售、个人诊所等领域，
实现了一次提交申请、一套材料整合、
一次叫号受理、后台集成审批、综合窗
口出件。

铜梁区通过深化审批流程再造集
成创新，构建起了高效便捷的政务营商
环境，2018年度全市营商环境考核列
区县第一。目前，铜梁区所有事项网上
可办率已接近100%，今年上半年，月
平均办件达2700件。

铜梁区深化行政审批流程再造推行“点菜式”服务

首批23件完整事项审批上菜单

“走走走，去村委会，村里要给我们
贫困户分红了！”10月15日上午9点
过，合川区太和镇晒经村，贫困户们喜
笑颜开、奔走相告，三三两两打着雨伞
往村委会赶去。

此时，细雨中的村委会院坝已一派
沸腾。拉横幅、挂气球、敲锣鼓……村
干部早已精心布置了喜庆的分红大会
现场，准备与96户301名贫困户同庆
丰收。

晒经村地处合川与铜梁、潼南的交
界处，距离合川城区47公里，因交通闭
塞、产业落后，村民收入偏低，2014年
被列为市级贫困村。近年来，在“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三变”改革中，晒经村成功摘掉了贫困
村的帽子。

去年初，晒经村成立了幸福农业股
份合作社，将村民的3400多亩土地集
约起来，并将其中的1700余亩土地转
包出去，交由7名业主发展起花椒、小
龙虾等产业。其中1500多亩花椒产业
今年迎来了初挂果，产量25万斤、产值
300万元。此次发放给贫困户的分红
资金来源，正是合作社的土地溢价收
益。

“分红喽！从一社开始，叫到谁的
名字，就请上台领钱。”10点整，晒经
村2019年产业扶贫分红大会正式开
始，村干部们招呼96户贫困户按社依

次排列，轮流登台认领各自的分红资
金。

从太和镇党委书记秦云兵手里接
过了750元分红时，贫困村民王成云乐
得合不拢嘴：“今天真是非常高兴！要
不是政府帮我们引进企业搞产业，这些
荒山荒土哪里能租得出去，我们哪里有
机会打工、分红哟！”

王成云家有5亩土地，以往都是种
玉米、红苕、土豆等，很难变成现钱。自
从“三变”改革后，他家的5亩地全部流
转给了合作社，每年可享受租金与分
红。同时，他和妻子还就近在村里企业
的花椒基地务工，每年的务工收入有2
万多元。

73岁的村民胡正英更是激动不

已，领到600元分红后眼噙泪花。胡正
英和儿媳妇常年患病，没有劳动能力，
孙子也还未成家，以前一家人全靠儿子
王佳国外出打零工苦苦支撑。王佳国
告诉记者，“现在我家的3亩地流转给
了合作社，有土地流转费和分红。村里
给我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责村道打
扫，每月工资1800元。平时，我也抽空
去花椒基地上班，一个月还可挣1000
元左右。这日子，不愁了！”

彭栋明1400元，方应华1400元，
龙建民1200元……96户贫困户共领
到48400元分红。

晒经村的2019年产业分红大会，
只是太和镇当日分红大会的一个会
场。该镇其他20个村，也同步开展了
分红大会。

为何要用这样特别的仪式感来给
村民分红？

太和镇党委书记秦云兵说：“‘三
变’改革，让荒地用了起来、资金动了起
来、贫困户富了起来。我们动员各村召
开分红大会，就是为了让贫困户共享改
革的丰收成果，晒出村民的幸福感与获
得感，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与
决心！”

合川晒经村别样晒丰收——

贫困村民喜领分红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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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娟）为凝聚政
协委员智慧，聚焦建言长江沿岸生态
保护修复，近日，市政协发出“征集
令”，邀请全市政协委员，以委员履职
管理服务平台为载体，开展网络议政
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的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市政协决定于9月-11月
开展“加强长江沿岸生态保护修复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网络议政及远
程协商工作。

此次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网络议政
和远程协商，分为“网络议政”和“远程
协商”两个阶段进行。其中，“请您来议
政”网络议政时间为9月下旬至10月

下旬，时间一个月，邀请参加对象为住
渝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以及38
个区县政协委员，围绕“加强长江沿岸
生态保护修复，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主题，以市政协网络信息平台（委
员履职管理服务平台App）为载体，开
展网络议政。市政协将收集整理委员
网络议政情况，形成网络议政综述报
告。

市政协希望全市各级政协委员，着
重从河长制、林长制实施情况，长江及
其次级河流排污口排查及污染排放治
理情况，沿长江工业园区特别是化工园
区污染治理情况，长江生态防护林建设
保护情况，主城“两江四岸”生态修复与
城市滨水景观提升情况，以及主城“四
山”生态治理修复情况等进行资政建
言、履职尽责。

聚焦长江沿岸生态保护修复

市政协邀请委员开展网络议政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月
15日，记者从市文联获悉，第八届重
庆艺术奖及首届重庆市中青年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申报已于即日
启动。

据了解，作为我市文艺界的重要奖
项，每两年评选一次的重庆艺术奖自设
立以来，极大地激励了我市广大文艺工
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
应运而生，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今
年的重庆艺术奖的评奖范围涵盖美术、

音乐、书法、摄影、戏剧、舞蹈、曲艺、电
视艺术、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电
影等12个艺术门类的作品；获奖总数
不超过60件。”市文联有关负责人表
示，凡是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创作并首次展览、演
出、播映、发表、出版的文艺作品均可参

与评选。
据了解，此次首次设立的重庆市中

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则主要针对
重庆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该奖项拟
三到五年评选一次，凡是年龄不超过
55周岁，并为重庆文艺事业发展做出
杰出贡献的艺术工作者均可参与评

选。”这位负责人表示，获奖总人数为
15人。

据悉，从即日起到11月20日，符
合奖项要求的单位或个人均可登录重
庆市文联网站（www.cqwl.org）查询具
体申报要求，按要求下载填写申报表并
提交材料。

第八届重庆艺术奖评选启动

10月15日，奉节县夔门街道，郑万
高铁梅溪河双线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
正在吊装主桥钢拱肋。作为郑万高铁全
线控制性工程之一，梅溪河双线特大桥
全长 687.8 米，桥梁钢拱跨径 340 米，是
目前郑万高铁重庆段单跨最大的桥梁，
目前已完成施工总任务量的80%。据了
解，郑万高铁作为我国铁路“十二五规
划”中快速铁路网的组成部分，是重庆与
郑州间最便捷的快速客运通道。

记者 崔力 摄

郑万高铁梅溪河双线特大桥
吊装主桥钢拱肋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
员 甘晓非 刘洪滔）10月15日，记
者从北碚区获悉，“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10月14
日应邀担任北碚区人民政府顾问。

今年89岁的袁隆平，是杂交水稻
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被誉为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今年9月，国家
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袁隆平

“共和国勋章”。10月14日，北碚区委
书记周旭，西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旭锋一
行，前往湖南长沙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拜访了袁隆平，并希望他继
续关注和支持北碚区经济社会发展，北
碚也将依托环西南大学创新创业生态

圈等平台，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人才
优势，继续深化与西南大学在创新创
业、乡村振兴、基础教育等领域合作。

袁隆平当场欣然应邀担任北碚区
人民政府顾问，还特地为北碚区、西南
大学题字“校地合作，共进共荣”。袁
隆平说，自己大部分求学时间都是在
重庆市北碚区度过，当年畅游嘉陵江
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和北碚
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他希望母校西
南大学越办越好，希望校地双方充分
发挥优势，继续深化合作，共同谱写校
地合作共赢发展新篇章，共同为重庆
农业发展、中国的粮食安全作出更多
更好的贡献。

袁隆平应邀担任北碚区人民政府顾问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15
日，来自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
第一支队消息称，将针对辖区内涉嫌超
限超载违法行为的货车持续展开整治，
做到发现一辆过磅一辆，严厉打击类似
违法行为。

高速公路第一支队称，在10月13日
检查中，发现一货车驾驶人太贪婪：根
据相关规定，四轴货车车货物总重达到

31吨即为超限运输，可他所载货物显示
总重达到了97吨，车货总重超限高达
66吨。目前，执法人员已对该车进行了
暂扣，等待调查完毕后作进一步处理。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货车驾驶员，运
输货物请勿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超限超
载危害大，请尊重生命、尊重规则、尊重
职责，否则可能因超限超载危及其他车
辆和驾驶人员的安全。

整治高速路超限超载货车
一辆超限66吨的违法货车被查处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
生 黎胜铭）10月15日，2019中国城
市规划年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
发布会上获悉，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
会（下称“年会”）将于10月19日至21
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召开。参会院
士专家将围绕“重庆2035发展战略与
国土空间规划”等多个议题进行探讨和
调研，为重庆城乡规划建设建言献策。

据悉，本届年会由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承办，以“活力城
乡 美好人居”为主题。

本次年会议题包括“重庆2035发
展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国家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重庆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
与重庆示范建设”、“面向2035的重庆
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背景下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建设”
等，并将集中展示规划领域最新的研
究成果。

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19日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0月15日，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巴渝工匠”
杯第六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开幕
式将于10月18日在沙坪坝区国富沙磁
巷文化广场举行，2000余名选手将在包
括移动机器人、智能制造应用技术、重庆
小面等20个技能项目上一决高下。

据介绍，10月18日上午9:00，大

赛举行开幕式，小面专项赛随后拉开战
幕，其余19个项目将分项举行，月底前
全部结束比赛。目前，共有2000余名
选手参赛，包括重庆市内以及贵州、安
徽、四川、北京、广东等市外选手，还有
来自新加坡、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等
国家的专家、教练、选手前来观摩大赛，
比拼技能。

“巴渝工匠”杯第六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18日开幕

2000 多名选手来渝比拼技能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酉阳的苦
荞茶、石柱的莼菜、云阳的红糖，这些来
自重庆贫困山区的土特产，都有望在空
中航班上进行销售。作为我市2019年
扶贫日系列活动之一，10月15日，由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新闻社重
庆分社共同主办的“空中扶贫 逐梦小
康”公益扶贫活动正式启动。

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
当前，我市正着力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
销售渠道，助力扶贫产品走出大山。

西部航空，作为以重庆为总部迅速
发展成长的航空企业，目前已开通国内
外航线92条，2018年承运旅客达850
万人次。即将到来的2019年冬航季，

西部航空还将开通十余条新航线，包括
重庆—大阪、郑州—大阪、乌鲁木齐—
重庆—普吉等国际航线。

能不能让重庆的扶贫产品借助航
班这一平台，在万米高空销售呢？在市
扶贫办的指导下，西部航空开始与我市
相关的区县农产品企业积极对接，并在
昨日的启动仪式上，与酉阳县荞丰农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巫溪县环宇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签订首批意
向采购协议。

西部航空市场副总裁王磊介绍，接
下来，他们将请四川美术学院专业团队
对产品包装进行设计。未来一年里，西
部航空还将联合中新社重庆分社，在每
期航空杂志上对重庆优质扶贫产品进
行宣传推广。王磊表示，这是一个长期
的公益扶贫活动，今后，西部航空还将

与更多重庆的农产品企业对接，帮助更
多的扶贫产品登上西部航空的航班。

“让优质扶贫产品在航班上进行销
售，是重庆消费扶贫在航空领域的一次
探索与实践。”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称，
这不仅有助于重庆扶贫产品的品牌培
育，帮助重庆扶贫产品走向中高端消费
市场，更是为“重庆造”优质扶贫产品走
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渠道。

重庆打通“空中扶贫”新路线
让优质扶贫产品在航班上销售

10月9日，酉阳官清乡官清坝村，村
民晾晒南瓜和玉米。金秋时节，当地玉
米丰收，农家小院里的屋檐下、吊脚楼上
等到处挂满了金黄色的玉米，呈现出一
片丰收的美景。

通讯员 陈碧生 摄

农家丰收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