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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数据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
式创新——今年以来，全市网上行政审批改革
指挥中心充分发挥全市网上行政审批平台的
数据优势，以“全渝通办”为目标，构建起了市、
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四级纵向贯通，横
向全面联通”的政务服务网络，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努力实现在重庆全域“能办事、
好办事、办成事”。

根据全市网上行政审批改革总体部署，奉
节县以“互联网+”为改革抓手，加速推进行政
审批服务类、预约类项目“一网通办”。

窗口通达：群众办事不出村

“真是快，一个星期就办好了，这可是以前
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办不下来的事情！”近日，
甲高镇寨沟村谭善友从村委会拿到房屋改造
审批手续，非常高兴。

今年66岁谭善友一直计划把老房子改造
一下，可村里距镇政府10多公里，想到来回跑
手续太麻烦，就迟迟未动。前不久他听说村里
就可以办手续，谭善友将信将疑地来到村委
会，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登记，然后就
等着拿手续了。

“有了全市网上办事大厅，相当于把镇头
甚至县上的服务窗口前移到村，能够很方便很
快捷地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真是太方便了。”
寨沟村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

办事不出村。给予谭善友方便的，就是全
市、区县、乡镇、村四级纵向贯通的全市一体化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这一“关键载体”。

根据全市网上行政审批改革“四级纵向贯
通，横向全面联通”总体构架，奉节县依托全市
网上办事大厅建立起以县行政服务中心为“指
挥中枢”，以部门窗口和乡镇公共服务中心为

“阵营前哨”，以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为“一
线战场”的便民服务网络，将18个部门的76项
便民服务事项前移至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实现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一网通
办”。

让网络终端延伸覆盖到“最后一公里”，基
本实现把政府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目
前，全市所有乡镇公共服务中心“网上办事大
厅”覆盖率超过96%。全市11080个村（社区）
当中，已有11072个设置了村级便民服务中
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网上办事大厅的全覆盖
工作。

数据通用：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办事真的像网购一样方便！近日，奉节一
家农业开发公司的负责人唐勇在办理营业执
照时，经过了这样一次惊喜体验。

2017年12月25日中午，唐勇在家里通过
全市网上办事大厅申请办理营业执照。中午，
他就接到电话：“你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已通
过审核，请在网审系统打印申请材料后，到县
行政审批大厅工商窗口领取执照。”

“中午提交的申请，下午就拿到了执照。”
唐勇领到执照后连连点赞。他说，领证之前，
全程是在网上操作，不用再去审批大厅排队，

“改革太给力了”！
一张执照到手，多个部门合力。
早在2016年10月8日早上9时，奉节县

工商局审批窗口就发出了全县首张“多证合
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这是因为，奉节县以
推广使用全市网上办事大厅为抓手推进商事

制度登记改革——工商、质监、税务、人社、统
计等部门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实现数据共享。

以“部门共享数据”为突破口，奉节县全面
推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
模式，企业只需向工商部门提交一套材料，从
申办到拿照，最短不足半小时，最长不超过5
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执照。

数据通用，还得“业务通识”。目前，全市
网上行政审批改革指挥中心在加强“互联网+
政务服务”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队伍
体系建设的同时，正通过不同渠道在不同层级
对全市政务服务工作人员进行轮训，并将实现
培训常态化。

渠道通畅：“面对面”变为“点对点”

近日，兴隆镇六垭村的粟兴月老人前往村
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养老保险。仅用几分钟完成
登记后，他就不用再操心了。“等手续办好了，我
们就会通知他。”村委会主任助理黄莉说。

“以前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又住在高山的
老年人，办个手续要走上几十里路甚至上县
城，这里盖了章还要在那里盖章，太麻烦了。”
粟兴月说，很多需要老年人亲自办理的证件往
往很难办得下来，现在有了这个全市网上办事
大厅，感觉一下轻松了好多！

群众办事无需与审批人员见面——在奉节
县，行政审批服务正由传统的“在大厅面对面”向

“在网上点对点”转变。为更有效地减少“中间环
节”，奉节县发挥网上办事大厅数据跑腿的优势，
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网上办事，数据跑腿，对于群众和村干部来
说，都是好事情。”黄莉告诉记者，以前办理有些
事项，不仅群众麻烦，办事人员自己也折腾。全
市网上办事大厅开通后，原先村民要花上一两天
往返城区才能办理的各类证件，现在在村便民服
务中心只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能办好。

像六垭村村民拥有的这样的便利，目前我
市正在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向基层延伸，在
全市城乡基层广为“派送”。为加快推进公共
服务事项梳理规范工作，我市率先发布了87
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市、区县两级网上公共
服务事项清单、办事指南及标准化工作正加紧
推进，力争2018年6月底前实现所用公共服务
事项标准化上线运行，最终建成覆盖全市的市
级统筹、分级负责、整体联动、部门协同、一网
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奉节发挥“网上办事，数据跑腿”优势

“互联网+”成“一网通办”关键抓手
通讯员 许会玲

壮士断腕般的绿色转型

重庆日报：和许多地方一样，奉节曾走过资
源型发展的路子，也曾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吃过一
些亏。那么，在生态保护愈发重要的当下，奉节
是如何转变发展思路的？

杨树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煤，的确曾给奉
节经济提供了不小的支撑。但伴随全国煤炭行
业的下滑及其带来的生态后患，“一煤独大”的经
济结构让我们身陷囹圄：该不该整顿这个支撑了
奉节经济近10年的产业？不发展煤炭，奉节的经
济又该依靠什么产业？

后来，我们梳理“家底”发现，生态和人文才
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必须以大保护推动大发展，
以大传承推动大繁荣，着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区位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人文优势转化为动力优
势。为此，就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弃“煤”
重“绿”。

截至2017年12月，我们关闭了37家煤矿，
去产能185万吨，引导13家煤企成功转型转产；
我们坚持“放下斧头、管住山头、守好源头”，以

“绿满夔州、花漾奉节”为主题，实施补植补绿、造
林绿化、低效林改造52.6万亩；开展环保五大行
动，全面推行河长制，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26座、
二三级污水管网136公里；开展“零容忍、出重拳”
利剑执法等专项行动，行政处罚环境违法行为28
件，解决群众身边的、关注的环境问题400余个。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着力站好保护中华民族
母亲河的“奉节岗哨”，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奉
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点。

绿色引领的生态产业

重庆日报：我们可以感受到，通过这些行动，奉节
已经摈弃了“先发展、后保护”的老路，但发展是第一
要务，奉节如何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杨树海：去煤化后的奉节，生态优势凸显，森
林覆盖率高达5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有
余；“一江五河”水质稳定，实现100%达标；负氧
离子含量充沛，空气质量年均达标320天以上。
同时，奉节全县有2000米的海拔落差，立体气候
明显。这些天赋的生态自然资源，为我们实现一
二三产的全面生态化提供了基础。

在农业方面，我们对低山脐橙实行提质增
效，对中山油橄榄、小水果实行增量提质，推动高
山中药材、烟叶、蔬菜和生态旅游融合发展，讲好
生态故事，唱响绿色品牌；在工业方面，我们重点
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和眼镜两大主导产业，加快
培育生物制药和纳米材料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力争“十三五”末工业年产值达到250亿元左右；
在服务业方面，我们将旅游业作为统领性产业，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竭力开发旅
游新产品，不断提升景区品质内涵，促进旅游与
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此外，我们还将广泛弘扬以
诗歌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度挖掘夔州文化

“忠、义、情、节”四大精髓，以文载道、以文聚力、
以文化人，用文化增添奉节旅游的内涵和底蕴，
唱响“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核心品牌。

更有“里子”的乡村振兴

重庆日报：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人民。那
么，在这场绿色发展的大潮中，奉节的老百姓得

到了哪些实惠？
杨树海：当前最能看见成效的莫过于脐橙。

过去，奉节果农坐等别人上门收购，效益不高，而
今我们不仅扩大了种植面积，改进了种植技术，
还创新了利益联结机制，拓展了销售网络，通过
政府帮忙搭建的网络电商平台，把销路接到了果
农家门口。2017年，奉节脐橙产量30万吨，预计
综合产值达24亿元，每公斤产值达到了8元，真
正让绿色生态产生了经济效益。

当然，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要求，产业兴旺只是其中的一环。我们正在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探索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首先，进一步健全壮大村民自治组织、集体
经济组织和新型经营主体，重点解决社会事务有
人管、组织说话有人听、产业发展有人帮等问题。

其次，实施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产业
基础薄弱的地方，着眼“培育”，大力调整产业
结构；对产业基础好的地方则着眼“培优”，做
强做大优势产业。在产业发展上坚持走“精准
发展、精心管护、精深加工、精品营销”的“四
精”之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的融
合增值。

第三，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中心、流动养
老服务站、爱心饭堂等场所，让群众享受更加方
便快捷的公共服务，解决农村老人居住分散、出
行困难等问题。

最后，我们要保护性开发传统村落，塑造乡
村生态美景，把农村建设成为家园、花园、果园、
乐园，真正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区县负责人访谈·奉节县

前几天，在奉节脐橙全国
产销会暨开园仪式上，奉节脐
橙唯一的一棵母树果实被现场
拍卖，最终以12万元的竞拍价
格成交。和这棵母树一样，近
年来奉节脐橙的价格也如同芝
麻开花一般节节攀升，成为该
县数十万果农增收致富的一大
支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如何利
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人
文优势，打响山水、历史、诗文
三张靓丽名片？日前，奉节县
委书记杨树海接受了重庆日报
记者的专访。

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

发挥生态优势 打造“诗·橙奉节”
本报记者 颜安

本报讯 （记者 颜安）提起奉节，闻名遐迩的夔门是其形象代表，但这已是关
于奉节旅游的老记忆了。重庆日报记者近日在该县采访时获悉，奉节正全力创建

“白帝城瞿塘峡”国家5A级景区、“九天龙凤景区”世界地质公园、“白帝城大遗址”世
界文化遗产等，全力打造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长江三峡旅游目的地。

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在贯
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过程中，该县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具体而言，
就是将旅游业作为全县的统领性产业来打造。”

“旅游业具有绿色、附加值高、带动性强等特点，也能够与生态、农业、文化等元
素紧密联结合，从而实现融合发展。”该负责人说，近年来，奉节把“全域旅游统领”作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打造“三峡之巅”旅游品牌，着力实现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和长江三峡第一旅游目的地两大目标。

目前，奉节县拥有6个标志性符号：一座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国家首批4A级景区白帝城；一张钱——10元人民币背景为夔门；一个
坑——世界最大的天坑“小寨天坑”；一条缝——世界最长的地缝“天井峡地缝”；一
条河——世界最长的地下暗河“龙桥河”；一个字——汉字中奉节的专用字“夔”。

该县将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全域旅游。例如，以白帝城、瞿塘峡、夔门三大世界
级景点为背景，打造《归来三峡》大型山水实景演艺，再现浩荡长江、千年夔州的战火
与诗情；又如，县里将开发赤甲山、白盐山，复建瞿塘峡古栈道，穿越三峡腹地，览夔
门秋月，赏高峡平湖；而在天坑地缝片区，将利用好喀斯特地质奇观资源，打造兴隆
旅游环线冰雪世界、天井峡地缝景区等，形成集旅游、休闲、养生、科普、度假于一体
的大景区。

根据规划，奉节将力争在2019年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届时年旅游
综合收入预计达到60亿元，年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

利用标志性符号 发展全域旅游

奉节大力发展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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