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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月24
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大创谷建设启动
会暨大创谷·梦花园开园仪式在大学城
举行。据悉，科学城大创谷旨在集聚政
府优质资源、高校创新力量和社会资
源，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自主创业，打
造高校创新创业高地。

据介绍，大创谷主要包含“一核、
六园、两区、多点”四个部分。“一核”即
大创谷·梦花园，是大创谷的核心区、
双创指挥中枢，重点承担产教融合统
筹、科技企业孵化、高校创新发展交流
合作、高校成果转化创投窗口等职
能。“六园”即依托重庆大学、重庆医科
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建设6个特色园。“两区”即周边科
技园区和产业园区，可以接纳大创谷
推介输送的对应产业项目入园发展，
加速大创谷科技成果转化、创新项目
产业化。“多点”即在万州、涪陵、永川、
合川等高校集中地区设立辐射点，形
成高校卫星园，与大创谷整体联动，形
成强大矩阵合力。

为有序推进大创谷建设，市教委、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联合制定了《西部
（重庆）科学城“大创谷”建设实施方
案》，计划用3-5年，把大创谷打造成
高校创新创业活力区、西部产学研用融
合发展示范区、国内外高端人才创新创
业汇聚地。到今年底，大创谷核心区平
台全面完成改造升级并投入使用，初步
实现政策资源整合集聚、创新创业要素
集中、全链条式创新创业服务。到
2022年，6个高校特色园全部完成改造

建设并投入使用，创新创业主体培育地
逐步形成。到2025年，以周边重点产
业园区、科技园区为主要辐射地的科技
成果转化带基本形成，同时，积极发挥
区域性高校卫星园的支点作用，基本形
成“一核六园、两区多点”双创孵化体
系，使高校推动创新发展作用得到充分
释放。

“高校是科学城创新智核，科学城
是高校创新沃土，两者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推进高校智力优势转化为科学城高
质量发展优势，加快建设大创谷，重庆
高新区设立了规模5000万元的种子

基金，可以对初创期的项目给予40万
—80万元支持，此外还有天使基金和
成果转化基金，助力优秀项目和团队
成长。与此同时，重庆高新区也将积
极支持高校利用自有场地建设孵化
器，引进高水平孵化运营团队，引导高
校创新创业项目入园孵化培育等；协
调对接地方产业园区、社会市场资源，
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成果转化；对接反
馈地方主导产业需求，促进校地协同
育人。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市教委将积极组织推动高校融入大创
谷建设，并联动国内外高校资源，通过

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吸引国内外先
进高校创新创业项目入驻大创谷，促进
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合作，鼓励引导
高校科研技术成果与产业进行有效对
接应用。

在当天的活动中，重庆工商大学吕
煊博士的“地理测绘信息及大数据信息
共享平台”项目、重庆交通大学杨红运
博士的“隧道与地下工程不良地质实时
智能检测及临灾预警”项目等首批入驻
大创谷的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来自西
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文理学院
等高校的创新创业项目及教育实践成
果还进行了现场展示与交流。

打造高校创新创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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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11月24日，
由四川省、重庆市共同举办的海外川渝
籍社团会长联席会第一次年会在重庆
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外川渝籍社
团会长联席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主席团成员、监事会成员、秘书长，并
选举新加坡天府会会长杜志强为第一
届轮值主席。共有170余位来自全球
各地的海外川渝籍社团负责人，通过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会议。

海外川渝籍社团会长联席会是由

全球海外川渝籍社团会长、负责人、杰
出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自愿联合发起
的社会组织，是在四川省侨务办公室、
四川省海外联谊会、重庆市政府侨务办
公室和重庆海外联谊会支持下成立的

非营利性机构。联席会的业务范围包
括：引领号召川渝籍侨胞；积极参与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积极充当促进川渝地
区与世界各国人文互鉴、民心相通的桥
梁纽带；积极鼓励海外川渝籍侨胞参与

家乡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维护海外川
渝籍侨胞的合法权益等。

目前，已有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6个侨社侨团会长加入海外川渝籍
社团会长联席会。

海外川渝籍社团会长联席会第一次年会在渝召开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主席团成员、监事会成员

□本报记者 崔曜

11月21日，首届“重庆市杰出英
才奖”名单公布。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
团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副经理张杰
是29名获奖者之一。

作为重庆单轨道岔技术的领军人
才，张杰和他的团队经历了国内单轨道
岔技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发展历
程，并成为该领域的技术先锋。经过他
和团队16年的科研攻关，目前重庆单
轨国产化率已达到90%以上，基本实
现了单轨“重庆造”。

编制我国首个《单轨道
岔设备维护维修规程》

跨座式单轨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
小，非常适合重庆崎岖的地形。不过，
最初的跨座式单轨交通技术和设备大
都引进自日本，车辆、轨道梁、道岔等核
心技术也都遵循着日本的标准和规范。

2004年，张杰进入重庆交通开投
轨道集团，从事单轨岔道的检修维护和
技术革新工作。面对国外的技术壁垒，
张杰和同事们没有退缩。在轨道集团
的支持下，张杰同道岔专业的老专家一
道开展研究。“那个时候真的是什么都
没有，厂家资料没有，解决规程没有，我
们只能从零开始做研究。”张杰说。

在老专家的指导下，张杰与10多
名道岔员工组成团队协作，艰苦攻关，
终于编制出我国首个《单轨道岔设备维
护维修规程》。这一研究成果为单轨道
岔维护维修标准化作业提供了指南，重
庆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拥有跨座式单
轨标准的城市。

重庆单轨国产化率已达到90%

张杰和同事们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们下班后还常常泡在车间里，在维护
中学习，在抢修中分析和总结。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逐渐掌握了道岔设备的特
性、技术重点和难点，积累了丰富的维
修经验，拥有了改造道岔设备缺陷的能
力。

16年来，他带领团队实施了日立
锁定装置改造，有效延长了设备的使用
寿命，节约维修资金600余万元；完成

了国产道岔行程开关防水密封改造，每
6年节约采购经费340万元；实施了道
岔指形板整改，使车轮更换周期延长了
50%……

在新技术的支持下，道岔驱动装置
完成部件国产化，寿命在原有基础上延
长了3倍。“目前重庆单轨国产化率已
达到90%以上。”张杰称。

成立专家工作室培养后备人才

2012年，在轨道集团的支持下，市
级“张杰技能专家工作室”成立。该工
作室每年实施3至5个项目，包括研发
新设备以及设备出现突发情况后的调
试和改造。作为工作室的负责人，张杰
毫无保留地带徒传艺，发挥技术骨干

“传帮带”作用。
“张杰技能大师工作室”采取有针

对性的教学模式，传授道岔维护、维修
技能以及各种故障处理和应急抢修技
能。此外，张杰还开发了道岔设备模拟
实训操作柜，让技术人员通过操作实
物，提高道岔设备故障处置能力。他还
鼓励老师傅们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带
头在各基层班组传授各种道岔故障应
急抢险经验，并且开展“传绝技、练绝
活”等技能比赛活动。

近年来，“张杰技能专家工作室”已
完成20余项科技创新和设备改造升
级，拥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7项；“张杰
技能大师工作室”也由市级升为国家
级。

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副经理张杰

重庆单轨道岔技术的领军人才

张杰。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11月20
日，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
重庆营业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
行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成渝地区
推行税收跨省电子缴库的通知》，在川
渝两地实行税款跨省电子缴库（简称

“跨省缴库”）。这意味着川渝两地纳税
人跨省缴库可以“一键直达”，大大提升
缴税便利度。

据介绍，在“跨省缴库”功能推出
前，纳税人在川渝地区跨省纳税时，需
要通过将税款汇入指定的异地中间专
户等方式实现缴库，存在入库环节多、
链条长、耗时长等不足。而“跨省缴库”
功能推出后，信息“跑路”代替了人员

“跑腿”，纳税人足不出户，通过电子税
务局，以电子方式将税款跨省直接缴入
国库。

以中石油西南油气田物资分公司
为例。该公司是一家注册在成都市青

羊区的国有企业，但在重庆高新区拥有
房产并用于出租，每个月都要办理一次
跨省缴库业务，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等。据办税人员韩红伟介绍，以前要先
在电子税务局进行申报，再通过成都的
开户银行汇款到重庆国库的“待缴库账
户”；重庆国库确认款项到账后，联系税
务部门开具纸质税收缴款书；税务部门
工作人员将纸质缴款书传递到当地国
库进行入库处理；入库后，国库再将相
关凭证传递给税务部门，最后由税务部
门将税收缴款书返还给他作为入账凭
证。

“前后大概有5、6个环节，反复电

话沟通，有时需要一个星期，特殊情况
还要到重庆的办税服务厅去办理。”韩
红伟表示，“跨省缴库”功能省去了每个
月的电话沟通和人员奔波，现在坐在办
公室在电子税务局上申报，就能直接扣
款、下载完税凭证，不到半小时就完成
了。

据悉，目前共有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
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重庆银行等9家银行在川渝
地区的机构正式推行“跨省缴库”，其
他商业银行也将在测试后陆续上
线。

川渝推行税收跨省电子缴库

纳税人异地缴税“一键直达”

跨部门 跨地域 跨业务 跨系统

协同办公云平台“渝快政”12月上线运行
今年12月，可以在全市党政机关、

村社区组织、企事业单位实现“跨层
级、跨部门、跨地域、跨业务、跨系统”
协同工作的重庆市协同办公云平台

“渝快政”将上线运行。
这套云平台是如何建设的？它具

备哪些政务协同功能？建设单位数字
重庆大数据应用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数字重庆”）日前给出解读。

“渝快政”是什么？
市级数字化政务工作台

“渝快政”是全市统筹统建的一体
化、智能化、数字化政务工作平台，具
备全市政务通讯录，融合通讯、音视频
会议、全市公文交换等基础政务协同
功能，以及会议管理、会议协同、公文
流转、督查督办、事务管理等40多项通
用办公功能。

“从去年以来，我市出台的多个
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推进智能机关建
设和政务服务数字化，‘渝快政’由此

应运而生。”数字重庆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文件包括《重庆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加快线上业态线上服务
线上管理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部署
协同办公云平台、《重庆市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方案(2019—2022年)》提出
搭建市级办公自动化云平台和云视
频会议平台、《重庆市全面推行“云长
制”实施方案》提出着力推进全市统
一协同办公云平台和云视频会议系
统建设等。

即将在下个月上线运行的“渝快
政”。具备四大特点：集约便捷，集约
化的政务工作台，可便捷处理各类政
务工作；协同高效，实现全市范围内跨
层级、跨部门、跨地域的便捷沟通，助
力实现部门间办公办事“只跑一次”；
融合开放，可为打通不同政府部门系
统之间的数据和流程提供能力支撑，
为实现政务工作协同办理赋能；安全
合规，基于电子政务外网部署，是我市
首个实现“端到端”加密的政务协同平
台。

“渝快政”如何建成？
启动到运行仅用一年半

细数“渝快政”平台的建设过程，
该项目从启动到上线运行仅用时一年
半。

2019年5月，市大数据发展局启
动“渝快政”项目设计编制工作。

2019年10月，由数字重庆作为项
目业主单位，对“渝快政”建设资金、运
营模式、运维保障等按照公司化、市场
化模式运行。

2019年 12月 11日，在市大数据
发展局统筹管理下，数字重庆全面推
进“渝快政”项目评审、招标采购、平台
建设等工作。

2020年3月，在疫情防控期间，数
字重庆克服疫情影响，加快项目部署，
提前1个月实现“渝快政”混合云版本
上线，并同步启动“渝快政”本地化部
署迭代升级。

2020年7月，完成公文交换中心、
档案中心、短信中心等共性支撑能力

的开发上线。
2020年10月，“渝快政”通用办公

应用完成升级，正式上线。目前正有
序快速推动协同基础平台本地化部署
版本升级，预计12月正式上线。

数字重庆表示，目前“渝快政”平
台已在10个市级部门和区县开展试点
运用，使用反馈良好。

“渝快政”能干什么？
五项核心功能赋能办公智能化

“全市党政机关、村社区组织和企
事业单位都可以是‘渝快政’的用户。”
数字重庆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平台上
线后，重庆市“数字政府”建设将加快
推进以“渝快政”为办公核心、以“渝快
办”为办事核心以及以“渝快融”为企
业服务核心的三位一体架构。“渝快
政”五项核心功能将为办公智能化赋
能。

一是掌上办公，一个就成。“渝快
政”提供了强大的开放平台，通过统一

的对接标准、应用接口和丰富、智能的
共性支持能力，支持全市政务信息系
统对接到“渝快政”，实现统一账号、统
一入口、统一消息、统一流程。为全市
公职人员打造集约智能的数字化政务
工作台，无需再安装繁多的客户端，使
用“渝快政”一个就够。

二是业务协同，一点就通。“渝快
政”具有全市统一政务通讯录功能和
即时通讯功能。公职人员能够在全市
范围内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便捷地
找到工作对接人，并可以通过文字、语
音、视频、文件等多种类型消息进行沟
通，消息未读/已读一目了然。平台还
提供了安全、稳定、智能的线上音视频
会议功能，实现移动办公和智能消息
推送，实现全市市级部门、区县、企事
业单位扁平化连接，一点就通。

三是公文收发，一键即达。“渝快
政”具有高效的公文交换中心，可实现
全市范围内公文收发无障碍。用户动
动手指就可完成公文发送、查验、签
收，快速转到通用办公功能内部流转，

简单方便，一键即达。
四是办文办事，一网流转。“渝快

政”提供了个人办公、公文管理、会议
管理等40多项办公应用，实现日常办
公全流程在线流转，提升用户单位办
文、办会、办事效能，并支持全市党政
机关、村社区组织、企事业单位现有办
公系统进行接入。

五是信息安全，一体保障。“渝快
政”是重庆市内首个实现端到端加密
的政务协同平台。数字重庆按照国家
规范建设了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并
为全市用户单位提供统一的组织信息
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等服务端安
全保障，确保用户单位政务工作更安
全、协同办公更放心。

陆丰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市
民政局发布了《关于加强民政事业单
位社会工作岗位开发设置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加强社会工作专
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其中要
求，福利机构社工岗不低于专技岗总
量的30%。

社工主要做哪些工作？《通知》明
确，他们应提供帮困扶弱、情绪疏导、心
理抚慰、精神关爱、行为矫治、社会康

复、权益维护、危机干预、关系调适、矛
盾化解、能力建设、资源链接、社会融入
等方面服务；协助做好志愿者注册、招
募、培训与考核，引导和组织志愿者提
供服务。

在岗位设置比例上，《通知》要求，
主要以社会工作专业技术提供公益性
社会服务的单位，如老年人福利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收养服务机构等单位，
社会工作岗位一般不低于单位现有专
业技术岗位总量的30%。以社会工作
服务为辅助服务的民政事业单位，如殡
葬管理服务机构、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
等单位，社会工作岗位一般不低于单位
现有专业技术岗位总量的20%。

重庆市民政局出台新政

福利机构社工岗
不低于专技岗总量的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