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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芸）11月11
日，河北雄安新区、四川武侯区、陕西
雁塔区与我市沙坪坝区、江津区和大
足区共同签订“跨省通办”政务服务协
议，6区异地办理营业执照等行政审
批最快可缩短至2小时内完成，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营造更
为贴心的营商环境。

当天下午，沙坪坝区政务服务大
厅，来自成都市武侯区的张伟在自助
机上打印出公司的营业执照。这是6
区签订协议后正式办理的首个“跨省通
办”业务。一年多以前，开办物流仓储
公司的张伟办理过同样的手续。当时，
他为材料中的数据调整等问题曾在成
渝间坐动车往返3趟，前后花了7天。

“这次我又准备按老方法到武侯

区申请办理，没想到我所在的玉林街
道工作人员说，在沙坪坝就能拿到营
业执照，根本不用回成都。”张伟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他将相关材料传给了
沙坪坝区政务服务大厅，由该区市场
监管局对材料进行预审审核。预审通
过后，材料通过“跨省通办”系统提交，
由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对材料进行审
核、审批，随后张伟在沙坪坝区政务服
务大厅自助打印取证。

据了解，此次共同签订《“跨省通
办”政务服务战略合作协议》的4省市
6区县，将通过实现“审批同质化互
通、注册信息共享、受理标准互通、审
核结果互认”，以创业者最关心的“企
业开办”为突破口，推动相关服务事项
实际落地。

川渝冀陕4省市6区签订“跨省通办”政务服务协议

异地办理行政审批最快2小时内完成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杰）为强化川渝检察机关之间的协
作，共同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11月11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与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在渝召开服务保障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推进会，
就两地检察机关联合开展跨区域生态
司法保护、协同参与长江流域十年禁
渔、推动两地队伍共建等8个方面的检
察协作事项达成共识。

据了解，在协同参与长江流域十年
禁渔工作方面，两地检察机关将合力打
击长江流域跨区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
重点打击使用“电毒炸”和“绝户网”等
禁用方法和禁用工具的行为。对重大
非法捕捞案涉及的捕捞、收购、运输、销
售等多环节实施跨区域全链条打击。
同时，对于使用快艇或者纠集多条船只
进行非法捕捞，对负有水产资源保护、
监管职责或者从事水产资源研究工作
的单位或个人参与、实施非法捕捞等情
形，依法从重打击。

在联合开展跨区域生态司法保护
方面，两地检察机关将建立跨区域生态
司法修复机制。围绕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探索在川渝毗邻地区的重
要跨界河流流域建立渔业生态司法修

复基地，在川渝毗邻地区水土流失位置
建立林业生态司法修复基地。

两地检察机关还将加强基地建设
经验共享，交流推广增殖放流、补植复
绿经验做法，协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探索建立专门的跨地区生态修复
基金，探索组织实施跨界异地生态修
复、第三方生态修复，并协同构建修复
结果监督评估机制，有效对接生态损害
赔偿。

两地检察机关还将建立跨区域“河
（湖）长+检察长”联合巡查机制。密切
联系毗邻地区河（湖）长办公室、水利、
林草等部门，互相通报涉江河湖库保护
领域方面的行政机关工作情况及公益
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常态化开展“河
（湖）长+检察长”制联合巡查，加强违法

信息、执法信息和检测数据共享。联合
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加强检察建议
落实、裁判执行跟踪监督。

在推动两地队伍共建、人才交流
方面，两地检察机关将共享刑事检察、
未成年人检察、民事行政检察、公益诉
讼等领域的专业团队，通过开展案件
研讨、培训授课、联合开展检察理论与
实务问题研究等方式，相互提供专业
化的团队支持，联合攻关重大业务难
题。

此外，工作推进会上，川渝两地检
察机关还就规范跨区域案件线索移送、
管辖衔接，加强跨区域司法办案协作，
服务保障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
强川渝铁路运输检察院的管理协调和
工作协作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川渝两地检察机关将开展8个方面检察协作
包括联合开展跨区域生态司法保护、协同参与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等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1月11
日，市政府网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重庆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明确将在主
城都市区开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
通过开展此项试点，我市力争到2023
年，服务贸易额突破1000亿元（商务部
统计口径），年均增长10%以上。

根据《重庆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下称《方案》），
我市将致力建成全国重要的服务贸易
基地，集聚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和
核心竞争力的服务贸易品牌企业。同
时，推动服务贸易向高技术、新业态方
向创新发展。到2023年，数字贸易、金
融、服务外包、技术贸易、专业服务、保

税维修等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
12%以上，在全市年服务贸易总额中的
占比达到65%。

为此，我市将以主城“一核”为载
体，建设国家级现代服务经济中心。重
点建设内环高端综合服务集聚区、两江
新区新兴服务集聚区、西部槽谷科技创
新服务走廊、沿江特色服务功能带，以
内环快速公路以内区域、两江新区和西
部槽谷为主打造若干高端服务业集聚
区。我市还将打造国家物流枢纽、内陆
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数字经济先行区、
内陆国际会展名城、国家（西部）科技创
新中心、国际旅游名城、区域文化中心
和医疗中心，在全市率先建立以服务经
济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同时，我市将围绕主城区都市圈

“环线”建设区域性现代服务经济中
心。沿三环高速公路、铁路环线重点布
局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基地，为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农业提供服务支撑。譬如，推
动长寿、江津、合川、璧山加快融入主城
发展，分担物流、贸易、金融后台、健康
养老服务功能；支持涪陵—长寿联动发
展，打造全市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
产业创新中心、金融商务中心；推动
永川—大足—荣昌一体化发展，加快发
展科技信息、工业设计、服务外包、健康
养老、职业教育服务，打造全市重要的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支持长寿、合川、綦
江、铜梁、潼南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区加
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向产
业链上下游两端延伸等。

除了上述区域布局，《方案》也明

确了此项试点的主要任务及重点领
域。其中，主要任务是：围绕提升政府
效能，完善适应高水平开放的管理体
制；发挥比较优势，扩大重点领域对外
开放；围绕减少“边境上”和“边境后”
壁垒，探索提升便利化水平；聚焦产业
优势，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模式；激发市
场活力，探索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
围绕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完善优化
政策体系；围绕监管效能提升，完善监
管模式；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全面探
索健全统计体系。重点领域包括：金
融、国际物流、科技研发与设计、文化
旅游等特色鲜明、配套完善、带动性强
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研发设计、检
验检测、专业服务、医疗大健康等新兴
服务贸易。

开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重庆力争2023年服务贸易额破千亿元

近日，大渡口区义渡古
镇，新建的大型停车楼投入使
用。这座停车楼依山而建，共
14层、645个停车位，极大方便
了工业博物馆、义渡古镇景点
的游客及周边市民停车。（摄
于10月30日）

近年来，我市针对“内畅
外联”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
公共停车场建设，有效缓解了
群众“停车难”。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建成停车楼
缓解停车难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杰）“我公司对重庆市检察院、重庆市
公安局以及成都市检察院，最大限度保
护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切实维护
企业品牌声誉和合法权益，表示最崇高
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日前，重庆市
检察院检察四部接到了成都某企业总
裁的感谢信。信中，该总裁感慨地说：

“案件的办理，让我们感受到了成渝地
区良好的法治环境，增强了我们投资兴
业的信心。”

从一度考虑彻底退出重庆市场，到
坚定投资兴业的信心，该企业到底经历
了什么？

原来，去年8月，该企业遭遇了一
场“售假”风波：其销售给重庆某地产项
目的414樘防盗门，被检验认定为不合
格产品。

今年6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该
案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由移
送重庆市公安局打假总队。7月，重庆
市公安局打假总队商请重庆市检察院

检察四部派员提前介入该案的立案审
查。公安机关对该案是否应当刑事立
案，商请检察机关提供法律意见。

“这是一起有意的制假售假案件，
还是一起偶发性的生产事故？涉案公
司是一家知名企业，属于全国防盗门领
军企业之一。一旦处理不当，会给企业
带来严重影响。”市检察院检察四部主
任刘伟说，为此，重庆市检察院检察四
部主动延伸检察职能，首次在刑事案件
立案审查阶段介入，审慎办理涉企案
件。

刘伟告诉记者，因涉案企业地处成
都，属于跨成渝两地案件，重庆市检察
院检察四部提前介入后，函接成都市检
察院检察四部，通报案件情况，商请协
同办案，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的检察协作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实地查看生产流水线、调取设计图

纸、询问主管人员……今年7月27日-
28日，两地检察官们一同查找、分析该
企业防盗门质量不合格的原因。同时，
走访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等单
位，向检验人员咨询，并听取行政主管
部门对该案的处理意见。

7月30日，重庆市检察院检察四部
和重庆市公安局打假总队对该案达成
共识，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有犯罪
事实发生，本次事件属于偶发性的生产
事故，性质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专门
制假售假的犯罪行为有本质不同，不宜
上升到刑事层面打击。

8月4日，公安机关向案件移送单
位发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开展释法

说理、企业帮扶、情况通报等工作。
“该案是重庆市检察院首次提前介

入刑事案件立案审查，也是成渝两地检
察机关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共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次成功
实践。”刘伟说，检察机关通过深入实地
调查，开展经济影响评估，准确把握案
件性质，有效防止了生产事故被贴上

“刑事”标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刑事立
案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切
实为企业减少了诉累。

“不予刑事立案的决定，体现了川
渝两地检察机关对企业的关怀。”该企
业负责人说：“两地检查机关切实保护
企业合法权益，落实‘六稳’‘六保’政策
措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营商环境
一定会越来越好。”

成渝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立案审查

防止一起生产事故被贴上“刑事”标签

新闻链接>>>

两江水土国际数据港，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 （腾讯供图）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向菊梅

这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人们每
天工作、刷微信、玩游戏，企业每天的
生产和经营，都将产生大量数据，也需
要从网上、“云端”调用大量数据。

成千上万个人、成千上万家企业
时时刻刻产生的数据，就构成了大数
据。再强大的手机或电脑，都不能满
足大数据的存储、处理和调用需求。
那么，这些大数据“住”在哪里呢？

它们“住”在一个对普通人来说颇
为神秘的地方——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是什么样子的？大数据
的“居住环境”如何？日前，重庆日报
记者来到两江水土国际数据港，走进
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进行打探。

大数据“住”得很舒服

在经过数道智能门禁后，记者获
准进入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一期
项目现场。

当日，天空飘着小雨，气温在
16℃左右。但记者刚一进入“大数据
住所”的外围区域，就感觉到一阵阵热
风袭来——“这里有上万台服务器在
高速运行，会产生大量热量，所以‘大
数据住所’外的热通道温度在30℃以
上。”腾讯IDC平台部西南数据中心经
理刘垚解释道。

但进入“大数据住所”内部就非常
舒服了：室内温度由智能空调系统自
动调节，严格控制在22℃左右。

整个数据中心都是模块化的，也
就是说，大数据“住”的地方跟一个个
小房间一样。记者看到，“大数据住
所”室内闪烁着幽幽的蓝光，科技感十
足。每个“房间”里18个机柜，排列得
整整齐齐，单个机柜可容纳20台服务
器。

每个“房间”还装备了智能供电系
统，因为服务器是24小时不间断运行
的，所以绝不能断电。为此，腾讯数据
中心专门装备了柴油发电机组，作为
这些服务器的备用电源。

“环境纤尘不染、24小时享受空
调、永不断电，大数据的‘居住环境’是
非常舒服的。”刘垚笑着说。

10万台服务器提供强大算力

这个数据中心，其实非常强大。
据介绍，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

心是腾讯在西南地区的第一个大型自
建数据中心。该项目可为整个西南地
区乃至全国提供“一体化”的大数据、
云计算服务。

2018年，该数据中心一期建成投
用，可容纳10万台服务器，为西南地
区的个人、企业和其他单位提供大数
据运算、存储、容灾、备份、恢复、安全
等全套解决方案。

据了解，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
心一期自投用以来，已为百余家国内
外知名企业提供云服务，通过提供高
性能计算力和互联网科技能力，为企
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这样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如何
维护？

“数据中心很‘聪明’。除了空调
系统、供电系统等实现智能化运维以
外，设备的故障预警、诊断、分析及处
理等，也都是智维平台在掌控。”刘垚
说，至于人工，日常只要几名运行维护
工程师就管得过来。

2022年建成西部最大的
单体数据中心

如今，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
二期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多栋
大楼已具雏形。

腾讯西南总部总经理胡旭骏介
绍，该数据中心二期工程建筑面积达
7.4 万平方米，预计 2022 年建成投
用。届时，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
将达到20万台服务器的存储和运算
能力，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单体数据
中心。

当前，国内不少城市都在加速布
局建设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不
仅是存储大数据的地方，更是大数据、
云计算产业的基石，也是当地发展数
字经济、智能化转型的底层基础。

今年6月，市政府发布《重庆市新
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行动方案
(2020-2022年)》，明确提出加速数据
存储体系建设，谋划建设数据中心，形
成布局合理、功能兼容、上下联动、平
滑扩展的数据存储基础设施体系。

为此，重庆加速布局数据中心：除
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外，9月16
日，全国首个运营商级“同城三活”高
端数据中心——重庆联通智·云“同
城三活”数据中心宣布竣工；9月25
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中的重大项目
之一——万国数据重庆数据中心在两
江新区开工建设……

胡旭骏表示，这些越来越“聪明”、
功能越来越强大的大数据中心，将为
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转型升级提供
动力，为重庆发展数字经济夯实基础。

探秘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

大数据的“住所”长啥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