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健身行业竞争日趋
激烈。但在重庆，重庆海派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海
派健身”）却在健身市场“红海”中
闯出了一片天地。自2007年至
今，重庆海派健身已经在渝开设
了近30家门店，员工达到近1000
名，客户数量超过15万，发展成
为了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运动健
身品牌。

“江北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是我们的重要推动力。”重庆
海派健身相关负责人表示，尤其
是2018年以来，江北区多名区领
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到重
庆海派健身走访调研，为公司“送
温暖”，解决了不少经营难题。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江北区
统战部有关负责人，作为工商联
青委会的主管领导，直接挂钩服
务重庆海派健身，多次组织青委
会的专题座谈活动。并多次走
进重庆海派健身，讲解政策、详
细了解该公司困难，关心支持其
发展。

江北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到
重庆海派健身召开现场办公会，
解决公司税务上面临的难点问
题。同时，该局还为江北区青委
会的年轻企业家们开设了税务小

课堂，专门讲解税收优惠政策及
普及税务知识信息。从中，重庆
海派健身相关人员学到了不少税
务知识，了解了不少政策，办理税
务业务更加得心应手。

在江北区税务部门的大力指
导和支持下，重庆海派健身江北
洋河店被评为2018年A级纳税
企业。

此外，江北区体育局、卫健
委、应急管理局、人社局和退役军
人事务管理局等多个部门，也对
重庆海派健身给予了大力支持。

其中，江北区体育局多次安
排工作人员走访重庆海派健身，
讲解体育产业相关政策，引导该
公司倡导全民健身理念；江北区
卫健委安排专人指导公司场馆
经营期间的卫生及游泳池水质
的处理规范；江北区应急管理局
有关领导到重庆海派健身组织
召开座谈会，了解、分析公司经
营现状，并有针对性地组织该公
司等企业进行消防、安全和应急
管理培训；江北区人社局就重庆
海派健身的社保问题召开专题
会议，帮助其找准原因，并结合
优惠政策提出改进建议，帮助该
公司大大降低了用工风险和用
工成本。

近日，国内第一家在创业板
上市的民营疫苗企业——重庆智
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智飞生物”）发布了2019年第三
季度报告。数据显示，该公司发
展势头迅猛——今年前三季度实
现营收超过76.66亿元，同比增长
119.35%；实现净利润 17.63 亿
元，同比增长62.25%。

智飞生物为何能够取得如此
好的经营业绩？

公司负责人给出的答案是：
除了与自身努力有关外，也得益
于江北区委、区政府长期以来给
予智飞生物的大力支持，以卓有
实效的举措和细致周到的服务为
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尤其是，2018年8月以来，江
北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多次带
领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实
地走访调研智飞生物，帮助该公
司解决了不少生产经营中遇到的
难题。

譬如，智飞生物的疫苗产品
需要专用的大型冷藏车进行运
送，但受限于交通管理规定，冷藏
车进出城区只能在规定时间内才

能通行，这给该公司产品运输带
来了一定的困难。江北区委有关
领导前往该公司实地调研时，公
司负责人现场汇报了这个问题。
调研人员知悉后，现场安排区委
办公室及区交管局等相关部门，
派出专人协调市交通管理部门处
理，解决了这道难题。

智飞生物仓储基地地处江北
区港城工业园区。这里虽然交通
方便，但受限于企业自身的安保
措施不足，存在安全隐患。江北
区区领导调研时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立即协调公安部门，安排人员
加强当地的安保巡逻，为智飞生
物提供了财产安全保障。

再如，作为高科技企业，智飞
生物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专
业高级人才。为了留住人才，保
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将高
管、专业人才的子女教育问题向
江北区委、区政府做了专题报告，
请求予以支持。江北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协调教育主管部门
等机构，积极帮助智飞生物解决
高管和专业人才的子女教育问
题，助力该公司留住人才。

近段时间，重庆润际远东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润
际远东”）自主研发的高浓度合金
元素添加剂产销两旺，赢得了大量
国外客户订单。这件喜事，让全公
司上下倍感振奋，干劲儿更足。

“如果不是江北区区领导现
场办公帮我们解决了仓库不够的
难题，销售情况不会有这么好。”
润际远东相关负责人说。

润际远东是一家主要从事合
金元素添加剂研发生产的民营企
业。其自主研发的高浓度合金元
素添加剂，可将高熔点金属在低
温下5分钟完全熔化，且收得率
达到100%。相比国内外同行产
品 30 分钟的熔化时间和不到
90%的收得率，该产品具有明显
优势，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凭此，润际远东近年来实现
了快速发展，产品远销国内各地
及欧美发达国家。其客户基本上
都是世界500强企业。

2018年下半年，随着生意日
渐兴隆，润际远东决定扩大生产规
模。由于工厂占地面积只有60
亩，没有多余土地，公司只得把原

来的仓库改建成车间。并在厂区
内腾出一块空地，搭建了一个临时
雨棚，作为码放产品的仓库。

不久后，江北区有关部门找
上门来，要求润际远东拆除雨棚。

雨棚如果拆了，大量新产品
将无处堆放，会严重影响公司生
产经营。为此，润际远东领导层
伤透了脑筋。

2018年11月，正当润际远东
负责人一筹莫展之际，江北区委
有关领导带队来到公司调研。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润际远东领导
层反映了雨棚仓库的情况。没想
到，调研人员本着倾力支持民企
发展的理念，协调处理此事，当即
提出了现场办公的意见，润际远
东结合相关意见及时整改，保住
了雨棚。

“过去，民营企业遇到难题，
不知道该找谁才能解决。而如
今，政府通过走访调研等措施，主
动上门了解企业实际情况，及时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让我们感到
党和政府与民企真是一家人！”
润际远东相关负责人由衷地感
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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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两办一访三送两办一访””助企业克难制胜大发展助企业克难制胜大发展

据悉，“三送两办一访”是江北区全面
推动区级领导干部联系服务重点企业制
度落地，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落实政策、
优化服务，推动民营经济提档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目的是：
确保做到摸清民营企业实情，精准服务，
解决难题。

所谓“三送”是指为企业送思想、送政
策、送服务，面对面为企业家鼓劲打气，稳
定预期、提振信心，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活
力；“两办”，是指虚心听取改善企业营商
环境的意见建议，对民营企业的事既要当
天办，又要当天大的事办；“一访”，是指坚
持全体区级领导干部定期深入重点企业，
把工作重心落在一线、把办公场所“搬进”
企业，全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近期
动向和发展难题。

自2018年8月启动“三送两办一访”
以来，江北区36位区级领导身体力行、真

抓实干，深入企业调研走访，联系服务了
113家重点民营企业。

在区级领导调研走访企业的基础上，
江北区各部门强化责任担当、加强沟通配
合，常态化联系走访民营企业。

譬如，2019年，江北区公安分局走访
了民营企业4500余家，江北区文旅委、市
场监管局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专题调研，走访民营企业。江北区
经信委深入开展“三服务”专项行动，100
余人次参与了调研走访联系重点工业和
信息化企业。

此外，走访调研过程中，江北区区级
领导和相关部门还积极给企业送思想、送
政策、送服务。2019年，就印制并发放《江
北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汇编》20000
余册，并举办了“法律案例大讲堂”“检察
护航民企”“新形势下金融培训”等多场专
题讲座。

对于区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走访调
研情况，江北区工商联及时进行整理，并
实行台账化管理。凡是民营企业提出的
问题及建议，都明确了责任单位、完成时
限，建立了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办理、跟踪
的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江北区民营经济领导小组
办公室还发挥日常协调作用，定期召开专
题会议集中梳理、研判企业反映的新情
况、新问题及重点问题，协调解决复杂问
题。重大问题，由该办公室向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及时汇报，创新问题解决机
制，找准问题解决方法，形成推动民营经
济发展的合力。

江北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
多来，江北区依托“三送两办一访”机制，
办结问题89个。区级领导主要通过实地
走访、座谈调研、电话回访等形式，着重了
解企业反映问题的落实情况，以及当前生
产经营状况和需要协调支持的新问题。
从部门来看，今年以来，江北区各部门通
过走访调研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的情况都
不错。其中，江北区公安分局解决涉企问
题63起；江北区文旅委帮助企业解决审
批办证问题，以及多个场租、投资等方面
的问题；江北区市场监管局梳理企业实际
困难14类，并制定了4个方面的措施加
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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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两办一访’是精准服务企业的重
要举措，重点在于全面、客观、精准地掌握和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统筹协调解决企业当前面
临的困难，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江北区工商联
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从4个方面发力，为
更多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增强“三送两办一访”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具体计划是：定期梳理民营企业问题清
单。江北区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将收
集到的问题进行逐一梳理、分解责任，加强对问
题的跟踪与落实，及时掌握进展，形成走访落实
清单，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问题的解决；定期对
走访企业的动态进行调整，以便更好精准服务重
点企业，切实提升服务民营企业效果和质量。

其二，健全督办协调机制。“两办”督查室加大
统筹协调力度，定期对走访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对
牵头责任部门的问题办理情况进行跟踪督促。

其三，切实完善政策执行方式。继续减轻企

业税费负担，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税费减免
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用电用气成本，推动企业
生产经营成本进一步下降。譬如，加大政策讲解
和宣传力度，统筹梳理全区有行政执法、审批权
限或直接服务民营经济部门的有关政策或措施，
让民营企业知晓政策、掌握政策、用好政策，确保
政策执行公平规范

其四，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营商环境。优化
行政审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同时，畅通沟
通桥梁，倾听企业心声，关心企业成长，帮助企业
排忧解难，传达区委、区政府支持民情企业良好
发展的坚定决心，依法维护各企业市场主体地位
的坚定信心，切实解决各企业关心问题的坚定恒
心，切实创优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用心用情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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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周到服务为企业增添发展动力
智飞生物2019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62%

区委、区政府上门“送温暖”解难题
重庆海派健身“红海”中闯出一片天智飞生物产品研发试验室智飞生物产品研发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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