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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1月2日，九
龙坡区行政服务中心，重庆普隆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在一天之内领到了企业营
业执照，并办理完毕税务、公章、社保等全
套手续。这是我市全面实施开办企业“一

网、一窗、一次、一日”全流程办结后，颁发
的首张营业执照。这意味着，在渝开办企
业，从此只需一天。

企业开办时间，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指
标，国务院规定为8.5个工作日。2018
年，我市将时间缩短至5个工作日；2019
年，又缩短至3个工作日。此次对标国
际，缩短至一个工作日，使我市在企业开
办效率方面，达到发达省市水平。

据悉，一天办理完毕企业开办全部手
续，源自三个方面的机制设计。首先是材
料“一次提交”，将涉及开办企业需采集的
营业执照办理、刻制印章、发票申领、员工

社保登记等信息整合成一套采集表，实行
“一套材料、一次采集、多方复用”。申请
人一次填报，无需重复提交，即完成市场
监管、公安、税务、社保等部门的所有申
请。

其次是线上“一网通办”，即在重庆市
政务服务网（即重庆市网上办事大厅）上
搭建开办企业“一网通”（以下简称“一网
通”平台）平台，将企业设立登记、刻制印
章、申领发票、就业社保登记等开办事项，
全部集中到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上。
申请人只需登录一个网站，进行一次填
报，点击一次提交，完成企业设立电子化

登记后，即可同步申请印章刻制、发票申
领和就业社保登记，各部门后台同步受理
申请事项并进行审核。

第三是线下“一窗通办”，即在各区县
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开办企业综合窗口，实
现“一窗受理、一窗发件”。各区县行政服
务中心开办企业综合窗口按照“前台综合
受理、后台分类审批、同一窗口进出”的原
则设置，每个综合窗口均可受理开办企业
所有事项。综合窗口统一受理，后台同步
并联办理印章刻制、发票申领和就业社保
登记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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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次提交 线上一网通办 线下一窗受理

在重庆开办企业只需一天

□本报记者 王翔

“2019年，巴南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其中，产业发展功不可没。新的一年，我
们将把产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让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1
月2日，巴南区委书记辛国荣在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实体经济是立区之
本、富民之源，工业经济是实体经济的“主
引擎”和“压舱石”。

2020年，巴南区将以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引领，狠抓工业跃升，力促转型升级，
推动制造业整体迈向中高端，确保经济实
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目
标任务。

狠抓工业跃升，做优做强实体经济

重庆日报：新的一年，推动产业高质
量发展，巴南将在哪些领域重点发力？

辛国荣：在产业发展上，我们正在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依托国际生物城、
经济园区、重庆高职城、物流基地和大江
科创城，打造国家级平台，着力培育“五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智能制造、军民融合等高端产业发展
壮大，汽摩制造、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等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现代物流、电子商务、
现代金融等服务业加快集聚。

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不断健全“1+
3+N”产业体系，深化“五方合作”，加强校

企共建，力争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和产值分
别增长30%以上；在智能制造产业方面，
进一步运用智博会成果，聚焦“芯屏器核
网”全产业链和“云联数算用”要素集群，
推动智能产业补链成群，推进京东智能制
造等产业项目落地，加快腾龙5G产业园
建设，促进美利信5G滤波器项目投产放
量，实施智能制造和智能化改造项目20
个；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方面，着力引进
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项目，盘活长安铃
木闲置产能，加快大江科创城、创新研究
院建设，加快军民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完
成中小企业产业园规划布局，鼓励“专精
特新”企业入园和集聚发展。

下好创新先手棋，培育发展新动能

重庆日报：各地都在大力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巴南如何用创新为产业发展
赋能？

辛国荣：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巴南将加速实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一是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启动重庆国
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实施一
批重大创新示范产业项目，加快环理工大
双创生态圈建设，启动建设奶姆山智慧公
园，吸引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深化校地

合作，举办产学研交流活动，加快产业技术
研究院、重医药学院国际生物城分院建设。

二是推动创新主体发展。全面落实
“科创23条”，新培育科技型企业500家、
高成长科技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10
家，引导企业建成一批技术中心、工程研
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全社
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增至
2.1%以上。

三是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新培育国
家级众创空间1个、市级科技产业孵化器
1个、创新创业团队20个。引进一批大
数据智能化培训机构。推进重庆大学城
市科技学院落地建设，华为ICT实训基地
建成投用。高效运用创业种子基金、天使
投资引导基金、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
偿基金，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
度，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150人以上。

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重庆日报：要实现产业的集聚发展，
良好的环境必不可少，巴南在“筑巢引凤”
方面将采取哪些举措？

辛国荣：我们将不断强化改革推动、开
放带动理念，通过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首先是推进开放平台建设。升级完
善重庆国际分拨（公路）海关监管中心功
能，打造东盟商品集采城、华南城东盟
馆。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打造国际
分销中心，发展保税展示交易等新业态，
入驻企业增至30家。打造重庆国际跨境
快运枢纽，与南向通道重要节点城市加强
深度合作，东盟班车增设海外分拨仓，力
争年开行2000班次、吞吐量4000个标准
集装箱以上。

与此同时，继续对标国际评估标准和
国家评价体系，对表市场主体期待和诉
求，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切实减轻
市场主体负担，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一张
网”建设，推动“网上办、一窗办、集中批、
联合审、代办制”，全面推进个人事项“不
见面审批”，涉企事项“最多跑一次”。纵
深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构建
科学、便捷、高效的审批和管理体系，实现
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最多90天”。全
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完成部门
联合抽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一企一策”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持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
成本和合规性成本，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
创造力。

如何推动巴南制造业整体迈向中高端——

狠抓工业 激活实体经济主引擎

□本报记者 匡丽娜
通讯员 宗华月

电影《东进序曲》中，新四
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
只身入虎穴的场景，给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面对国民党地方
势力和顽固派，黄秉光胸有韬
略，从容镇定，与顽固派斗智斗
勇，为新四军东进抗日开辟了
通道。

影片中黄秉光的原型人
物，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重
庆医学院首任院长的陈同生。2019年12月31日，重庆医科大
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杨现洲向记者讲述了陈同生的故事。

经刘愿庵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同生，原名张翰君，190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陈同生刚
满周岁，一家人从常德迁往四川省营山县。从12岁起，陈同生
先后在营山县立高等学堂、县立中学读书。营山县立中学创办
人和时任校长张澜，是辛亥革命时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之
一。在新式学堂的科学知识和进步人士的民主思想熏陶下，陈
同生心中也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1924年，因参加反抗军阀暴政的“抗捐运动”，18岁的陈同
生被川北军阀何光烈通缉，逃往成都避难，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在
四川的早期领导人刘愿庵等，并经刘愿庵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后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秋，经组织安排，陈同生到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
挥张发奎的警卫团当指导员，参加了张太雷、叶挺等人领导的广
州起义并在巷战中负伤。次年5月，陈同生在部队反攻海丰城
的战斗中再次负伤。根据组织安排，陈同生回到四川成都疗养
身体。这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日邮新闻》《成都快报》《新蜀报》
的记者、编辑、总编等职务，在记者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1934年10月，因叛徒出卖，陈同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
狱。

帮助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1935年9月，陈同生被转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1937
年8月，日寇飞机轰炸南京，炸弹刚好落在中央军人监狱附近，
陈同生等狱中进步人士借此机会要求出狱抗日，并开展绝食斗
争。后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出面具保，国民党当局才无条
件释放了陈同生等人。

出狱后的陈同生受命担任《金陵日报》代理社长、总编辑，他
通过《金陵日报》积极宣传抗日，直到南京沦陷后停刊。

1939年9月，组织安排陈同生到江南抗日游击区苏州、太
湖一带参加武装斗争，后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6月，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副司令员叶飞刚率部挫
败日伪军“扫荡”撤至郭村休整，遭到驻泰州地区的国民党军李
明扬、李长江部围攻。陈同生与周山根据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指
示，前往泰州与地方军阀谈判。到泰州的第四天，两人遭软禁。
陈同生沉着冷静，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摇，与国民党顽固派斗智
斗勇，最终顺利完成任务，帮助新四军东进黄桥，开辟了苏北抗
日根据地。

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陈同生主动要求到高校任职。1955年
6月，中央决定他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为
了支援内地建设，上医当时面临着整体迁往重庆的重大任
务。

陈同生从实际出发，想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来支援内地
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建设——将全校的学科带头人、教师、科研
设备等一分为二，由上医在重庆建设一所新的医学院。最终，中
央同意了陈同生的方案，并任命他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
通过精心筹备，重庆医学院于1956年开学，招生434人，附属医
院设有150张病床，为内地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疗卫生事业作
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革命公墓为陈同生举
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赵朴初在《临江仙·悼念陈同生同
志》中写道：“红旗终不倒，烈烈舞民魂！”

陈同生同志历经艰辛，但心中始终竖立着一面不倒的红旗，
这面红旗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今天，我们要像陈同生同志
那样，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为党的
事业作出贡献。”杨现洲说。

陈同生：
心中有一面不倒的红旗

收 官 之 年 怎 么 干

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

特色金融服务让山城夜间经济更加璀璨靓丽
晚上9点，夜色渐深的观音桥迎来

了与白天不同的繁华热闹。站在好吃
街入口，霓虹闪烁的“惠聚建行·夜享
五折惠”的招牌下，人来人往，熙熙攘
攘，，60余家参加了建行“夜享五折惠”
活动的商户更是人气爆棚。

“无夜景，不重庆。”笼罩在美丽的
夜色下，夜游、夜娱、夜读、夜市、夜宵、
夜购……形形色色的夜间消费让山城

的夜生活多姿多彩，重庆夜间经济方
兴未艾。积极响应中央、重庆市及建
总行发展夜间经济的决策部署，建行

重庆市分行聚焦百姓生活场景，着力
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乐建其城”商
圈，推出“夜享五折惠”等特色活动，以
优质的金融服务为夜间经济发展增色
添彩。

发展夜间经济是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
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实现这
一转变的应有之义，而发展夜间经济
则是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促进
内需的有效路径。2019年8月，国务
院办公厅连续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关于
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
皆提出应大力发展夜间经济。

面对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行重庆市
分行积极履践大行责任担当，以总行

《活跃夜间经济综合服务方案》为指导，
通过加快发展支付结算业务、优化综合
金融服务、深化银政银商合作等具体方
式，为推动重庆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了新的金融力量。

携手来福士打造夜间经济
商圈样板间

为丰富大众生活，做出行业品牌，
打造夜间综合消费场景，建行重庆市分
行选取了重庆来福士项目作为第一个

“乐建其城”商圈样板间。据悉，来福士
购物中心建筑面积约23.5万平方米，拥
有近450个品牌店铺。建行积极向场
内该行、非该行商户宣传“惠聚建夜城·
夜享五折惠”活动，以支付先行、配套优
惠和普惠助力的方式，助力商户、引流
客户、聚焦夜间经济活跃。仅开业首
月，来福士购物中心在建行累计交易金
额达3855万元，交易笔数14万笔，成

为市民夜间生活的“新热点”。
“接下来，我行将继续做好重庆来

福士剩余商户夜间经济活动的营销及
签约等各项工作，认真做好活跃夜间
经济综合服务落地实施，致力于将其
打造成为集重庆主城核心商圈、网红
打卡胜地、夜景新地标、活跃夜间经济
商圈样板间；持续推进‘惠聚建夜城·
夜享五折惠’活动，营造消费促进、文
化体验、创意生活等文商旅产业联动
于一体的消费盛事。”建行重庆市分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托线上产品促进服务全
面提质增效

在推进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

程中，建行重庆市分行通过加强金融
科技应用，创新推出“龙支付”“赢商
宝”“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等多种线
上金融产品，全面提升夜间经济服务
质效。

自去年11月 12日全行启动《活
跃夜间经济综合服务方案》以来，截至
12月19日，建行“龙支付”微信公众
号粉丝已达759万人，比11月 12日
净增38万人，获客成效显著。其中，
重庆拥有粉丝 29万人，在粉丝数前
10名城市中位列第一。

建行重庆市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该行将在总行统一部署下，灵活运用
好“龙支付”等优质金融产品，在重庆
持续开展一系列夜间经济促销活动，
将结合重庆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的特
色，重点在主要商圈和特色商业街与
文化、旅游、休闲等区域发展商户，迅
速将促销活动落地，将“龙支付”打造
为夜间经济的“金字招牌”。

渝轩
图片由建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增强增强““三个能力三个能力”” 服务服务““三个作用三个作用””
建行重庆市分行扮靓山城夜间经济

在中国公学求学时的陈
同生，当时名叫张翰君。

（重庆医科大学供图）

1月1日，奉节县白帝城瞿塘峡，野生
猕猴在景区内玩耍。得益于奉节县近年
来护林、增绿、野保的众多举措，该处猴群
日益“壮大”，再现了“两岸猿声啼不住”的
诗意。

记者 崔力 摄

两岸又闻“猿声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