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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12月13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
1—11月，全市河流湖库211个断面达
到水域功能要求的比例达到93.4%，
同比提高7.6个百分点。其中，纳入国
家考核的42个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
的比例为97.6%，同比提高7.1个百分
点，首次高于95.2%的终期目标。梁
滩河、花溪河、桃花溪、太平河流域在
2018年为劣Ⅴ类的5个断面，今年全
部改善至Ⅴ类或Ⅳ类，重庆提前一年
达到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的“全面消
除劣Ⅴ类断面”的目标。

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处长
刘明君介绍，与2018年对比，我市有4
个断面水质类别提升，其中大溪河由
Ⅲ类提升至Ⅱ类，濑溪河、临江河、玉
滩水库3个“老大难”断面全部由Ⅳ类
改善为Ⅲ类。与2015年基准年对比，
全市共有18个断面水质类别提升，其

中綦江河等15个断面由Ⅲ类改善为
Ⅱ类，临江河、龙溪河2个断面由Ⅳ类
改善为Ⅲ类，大溪河1个断面由Ⅳ类
提升至Ⅱ类。105个纳入市级考核的
断面满足年度考核目标的比例为
93.3%，同比提高8.5个百分点。

我市水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与

我市在水污染防治中重点工作措施到
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方面，截至目前，全市今年已累
计完成2000多项工程措施，新建扩建
了7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和2400余公
里污水管网，完成了130座乡镇污水
处理设施工程技改，环保基础设施短

板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另一方面，在工作机制上也有很

好的突破和创新，建立了“月体检月调
度”机制，采取“服务到基层”“一竿子
插到底”的方式，在一线督战指导、一
线推动落实、一线解决难题，让“现场
督战”“约见”等成为推动解决流域水

污染问题的常态。
刘明君表示，根据市政府与生态

环境部签订的《水污染防治目标责
任书》，我市“水十条”2020年终期目
标为：42个国考断面满足或优于Ⅲ
类的比例达到95.2%，全面消除建成
区黑臭水体和劣V类断面，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为此，重庆各区县与市政府签订
了《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为确保
国考断面实现95.2%的目标，2020年
全市42个纳入国家考核的断面全部
按照Ⅲ类水质标准统一推进。

提前一年 重庆河流湖库消除劣Ⅴ类断面
截至11月底，全市211个断面93.4%达到水域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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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慢点，不要摔倒了。”12月14
日，北碚区天生街道斑竹村“邮票广
场”里，70来岁的彭能海，与2岁多的
小孙孙，在绿地间追逐游玩。

“我家就住在这旁边的小区里，每
天都要带着小孙孙，到这里来逛一逛，
坐一坐，玩一玩。”他说，“因为，这小游
园给我带来了好心情！”

边角零地变身“邮票广场”

“能给市民带来好心情的‘邮票广
场’是北碚区为了满足群众对城市品
质、生活质量需求，精心打造的一项民
生工程。”相关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介绍，北碚区委、区政府
对城市品质提升工作高度重视，对此专
门作出部署，有效利用边角地、零星空地
建设城市小游园，为群众办好这件民生
实事。相关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精
心设计、因地制宜进行建设，打造出了以
邮票广场为载体的城区“新绿地”。

这些“邮票广场”充分利用城市里
的边角绿地，结合地形，在绿地间巧妙
地设置了广场、观景台、休闲座椅等，
兼具“游憩、观赏、休闲、娱乐”等功能
为一体。这样打造的“绿色邮票”式的
小游园，很受市民欢迎。

“邮票广场”虽小却很精致

“‘邮票广场’虽小，却大有文章可

做，它不但满足了周边群众的需求，还
把整个城市绿地系统地连成一个整
体。”北碚区的这位负责人说，在具体
的规划中，北碚区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科学合理选址，通过部门、街道等联合

“马路办公”，以充分满足周围居民的
生活规律为重点，在城区道路交叉口、
老旧社区边角地等空地、荒地选址，截
至目前，北碚区已经建成了天生街道
斑竹村游园、西南大学1号门游园、西
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歇马

红岩机械厂旁广场、火车站三岔路口
小广场、歇马门户景观工程、双柏游园
广场、蔡家老街小游园、东风花苑等
14个“邮票广场”，并全部向市民开
放。

这些“邮票广场”由北碚区城管局
牵头建设，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面积最
大的有6000多平方米，最小的也有
3000余平方米。

这“邮票”虽小，却建设的非常精
致。

面积5000多平方米的斑竹村小
游园，是在一处边沟上建起来的。根
据周边市民的需求，进行了充分科学
的论证，然后才动工建设。

暖暖冬日，这张“邮票”犹如一幅
绚丽的油彩画。小广场上，形状各异
的小平台和休闲步道，市民悠闲地散
步其间；配置在其中的红枫、桂花树、
蓝花楹等树木、花草，五彩纷呈；在广
场的旁边，还建有一座小的观景台，站
在观景台上，正好能眺望远处的风景。

“以前这边沟坡里，到处都堆着杂
物，现在建成了一张精致的‘邮票’，每
天都想来这里走走瞧瞧。”市民彭能海
说，这就是他来这里游玩能够有好心
情的原因。

群众与多部门共管这张“邮票”

“享受这‘邮票广场’的，是周边
的群众，因而，这张‘邮票’自建起后，
就建立起建设单位、管理部门、社区

居民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大家共
‘画’这张精致的‘邮票’。”北碚区相
关负责人说。据介绍，“邮票广场”的
管护机制，是采取“谁建设、谁管护”
的原则，实行建设单位直接管理、行
业管理部门指导管理、社区居民直接
参与管护的“三管”机制，使建设、管
理实现有机衔接，避免了重建轻管的
问题发生。

在西南大学1号门的对面，新建
起的一座小游园有4000余平方米。
这是在一座斜坡上建起来的游园，园
内盛开的菊花，绿色的小草，在这个冬
天里显出一派生机。

天生路居民胡忠明，家就住在这
张“邮票”的旁边。12月10日上午，他
见到区城管局绿化科的工作人员来到
小游园巡查时，忙上前提议：“这园内
的植物能不能再栽种丰富一点？我在
这里住了一辈子了，现在建起了这个
小游园，让我们有了好的休闲环境，我
们自己得爱护。所以，我只要看见有
小孩子折花草树枝，有人踩踏园内的
草坪，我都要上前制止。”他说，这是区
委、区政府为我们办的好事，我有责任
维护好这游园。

由于有了“三管”机制，目前，对北
碚区已“画”好的14张“邮票”，周边的
居民都能自觉的维护，使得其保持了
艳丽的“色彩”，成为城市里靓丽的风
景线。

王彩艳 肖亚平

街头“小邮票”幸福“大民生”
北碚新增14个社区游园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北碚区天生街道斑竹村“邮票广场” 摄\秦廷富 西南大学1号门游园 摄\秦廷富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波

企业开办时间再缩短
全流程“一日办结”

今年1月，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
步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的通知》（渝
府办发〔2019〕5号），在全市各区县行
政服务大厅设立开办企业综合受理
窗口，统一受理企业设立登记、刻制
公章、申领发票和银行开户申请，实
现“进一家门、办多家事”的“一窗受
理”。

同时，企业开办涉及的设立登
记、刻制公章、申领发票的时间压缩
至3个工作日以内。

方案实施后，企业开办时间将再
缩短。方案提出“四减两增”：减环

节、减材料、减时间、减成本、增效率、
增便利。持续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
全面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进一步增强
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根据方案要求，企业开办全流程
将实现“一日办结”。

推广企业开办“一网通”平台
设立登记“零见面”

今年4月1日，重庆上线企业开
办网上服务平台，开办企业实现“一
网通办”。

接下来，“一网通办”将全面升
级。方案提出，重庆将推行所有开办
事项“一网通办”，将企业设立登记、
刻制印章、申领发票和就业社保登记
等开办事项全部集中到重庆市企业
开办“一网通”平台（以下简称“一网

通”平台），申请人只需登录一个网
站，进行一次填报，点击一次提交，即
可完成企业开办申请，各相关部门后
台办理，办理结果实时反馈。

同时，重庆将全面推行企业设立
登记电子化、无纸化和智能化。依托
电子签名，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拓展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完善电子档
案管理，实现企业设立登记全流程

“零见面”。依托人脸识别提供远程
身份认证服务，申请人一次认证，认
证结果各部门认可。

升级改造企业开办综合窗口
实行同一窗口进出

企业线下办理开办手续也将更
加便捷。方案提出，各区县行政服
务中心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

类审批、同一窗口进出”的原则，设
置无差别的企业开办综合窗口，每
个综合窗口均可受理企业开办所有
事项，各相关审批部门人员全部转
入后台。

各区县根据业务量设置充足的
企业开办综合窗口，主城区和业务量
较大的区县一般不少于3个，其他区
县一般不少于2个。

另外，企业开办实行同一窗口进
出。企业开办综合窗口工作人员负
责受理、发件等全部对外服务工作。
对于现场提交申请材料的，综合窗口
工作人员应进行认真审查，符合条件
的立即流转至后台审批部门进行审
批并请申请人等候。审批完成后，由
同一综合窗口一次发放营业执照、印
章、发票和税控设备。不符合条件

的，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应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所需材料和办事程序，待申请
人补齐补正后另行受理。

对于通过“一网通”平台提交的
企业开办申请，后台审批部门审批通
过后，通过短信和“一网通”平台实时
通知申请人凭有效证件前往指定的
综合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印
章、发票和税控设备。实现网上申请
和窗口领取无缝衔接。

推行分时办理服务
实行材料共享复用

方案还提出要推行分时办理服
务。新开办企业因业务需要仅办理
营业执照，间隔一段时间后需办理首
次刻制印章、首次申领发票、首次就
业社保登记的，原则上全部通过“一
网通”平台办理，各部门独立网上办
事系统和线下窗口不再办理相关业
务。

在帮办引导服务方面，方案明
确，各区县行政服务中心在企业开办
综合窗口之外设置企业开办自助服
务区，配备不少于5套电脑、打印机等
相关设备。安排业务熟、素质高、态
度好的专职帮办人员做好引导辅助。

企业开办的发票申领环节也将
进一步优化。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
互认提升系统智能化水平，实现纳税
人身份自动绑定、登记信息自动确
认、票种自动核定，申领发票即时办
理。申领发票审批通过后，税务部门
应在1小时内准备好发票、完成税控
设备发行。

在就业社保登记方面，方案提出
将原用工登记和社保登记合并为就
业社保登记，在“一网通”平台设立登
记时进行数据采集，通过数据共享由
系统自动审核入库，人力社保部门自
动办结就业社保登记，无需企业其他
操作。

方案还要求，将企业开办各事项
所需材料归并整合为一套，实行“一
套材料、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切实
减少申请材料。凡是企业设立登记
时已收取并经认证的材料，后续开办
流程中应通过部门间共享获取，不得
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

一日办结!重庆企业开办时间拟再提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相关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反 馈 方 式
对于《重庆市企业开办“一网、一窗、一次、

一日”全流程办结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如
有意见，请于2019年12月17日前通过以下
方式反馈：

1.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
见寄至：重庆市渝北区龙山
大道 403 号市市场监管局
1311室（邮编401147）。

2.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将意见发送至：
cqgszcj@126.com。

3. 通过传真
方式将意见发送
至：63712983。

在重庆开办企业将
更快，更便捷。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网站发布《重庆市企
业开办“一网、一窗、一
次、一日”全流程办结工
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为优化营商环境，持
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效
率和便利化水平，实现全
市企业开办“一网、一窗、
一次、一日”全流程办结，
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
市级部门代市政府起草
了《重庆市企业开办“一
网、一窗、一次、一日”全
流程办结工作方案》（后
简称方案）。

方案确立了“一网、
一窗、一次、一日”“四个
一”工作目标。在 2019
年 12月 31日前，全面优
化企业设立登记、刻制印
章、申领发票和就业社保
登记等开办流程，实现

“一次提交”，线上“一网
通办”，线下“一窗通办”，
全流程“一日办结”。

一网
一窗
一次
一日

一
日
办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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