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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23日，
全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我市将持续深化简政放权，不断推
进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审批、工程新建设
项目审批和不动产登记时间压缩等10
大目标任务，更好为企业和群众服务。

据了解，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部

署，2019年是“渝快办”优化提升年，我
市将对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标先进省市、
对接企业群众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平
台功能、创新服务供给、优化服务方式，
促进政务服务向精准供给转变，不断改
善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群众
生活增便利，助力全市社会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持续深化简政放权

重庆“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2019年将实现10大目标任务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
生 李宁）“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
将于下周开幕，5月22日早上，塞尔
维亚参赛队一行 19人率先抵达重
庆，成为本次大赛首支抵渝的外国参
赛队。当天下午，他们前往重庆铁路
运输技师学院访问交流，参观了44
届、45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
中国集训基地，并与即将参加“一带
一路”国际技能大赛的补位选手进行
了短暂交流。

塞尔维亚9名选手角逐
9大项目

塞尔维亚参赛队是“一带一路”
国际技能大赛首支抵渝的外国代表
队。这支队伍19人，其中9名选手、9
名教练、1名联络员。据悉，9名选手
将代表塞尔维亚出战美容、美发、烹
饪、花艺、餐厅服务、精细木工、电子
技术、水处理技术及健康与社会照护
9大项目的比赛。

“我是第一次来中国，觉得中国
这个国家非常强大，两国人民非常友
好，来参加这次大赛非常高兴。我们
将组织好自己的选手，积极备战。”塞
尔维亚参赛领队萨里克·米兰告诉记
者。

据本次大赛组委会介绍，随着参
赛选手陆续到来，接下来几天即将迎
来外国选手抵渝高峰。“本次大赛是
一次国际级的比赛，由于外国参赛选
手较多，我们邀请了多名志愿者，希

望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世赛全国选拔赛冠军梁攀
将出战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22日下午，塞尔维亚参赛队来到
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参观了落户
该学院的44届、45届世界技能大赛
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校长肖
贵斌介绍，该基地于2016年成立，是

国家队选手集训之地，也是国家之间
相互交流训练之地。基地专家、教
练、翻译和选手先后在这里与俄罗
斯、韩国，牙买加、芬兰，塞尔维亚等
国家进行了交流沟通。

基地训练诞生出来的选手均非
常出色，100%入选国家集训队。肖
贵斌说，在45届世赛全国选拔赛上
荣获第一名的青年教师梁攀，是他眼
中的技能天才，经过了10选5、5选

2、2选1非常严格的进制淘汰赛，今
年获得选拔赛冠军非常不容易。

他说，梁攀的成就得益于他的勤
奋刻苦，在电子技术这一行，是非常
难得的。他还透露，目前梁攀正在芬
兰交流学习，今年8月将代表中国参
加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

塞尔维亚参赛选手与重庆
技能高手“面对面”

塞尔维亚参赛队在基地参观了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与组装，并与该学
院技工进行了简单交流。

年仅17岁的小伙子郭鹏程告诉
记者，他将作为补位选手参与5月28
日、29日两天的比赛。记者了解到，
来自塞尔维亚的博班·米伦科维奇也
将参加本次大赛电子技术项目的比
赛，这意味着，这位塞尔维亚的代表
队员很可能会与郭鹏程正面开战。

郭鹏程表示很轻松，平时实验做
了很多次，比赛按正常水平发挥就
行。他拿起一块印制电路板介绍说，

“我们先在电脑上进行设计、画图，然
后按图焊接到电路板上，后面还要检
查电路故障，排除故障。”

谈到对塞尔维亚参赛队的第一
印象，“他们好高呀！又很帅，气质
好。”郭鹏程停了一下又突然做出奋
斗的手势，“但我还是有信心！”这位
年轻小伙子笑着告诉记者，气势不能
输。

塞尔维亚参赛队首站访问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
与即将参赛的重庆技能高手交流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
生 李宁）“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
赛不仅可以看到激烈的技能比拼，
现场还能一饱口福。5月23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大赛组委会获悉，在5月
28-29日比赛期间，将同步开展第二
届“巴渝工匠”绝技绝活技能展示活
动。在国博中心S2馆“巴渝工匠”展
区设置了火锅、小面等技能体验项
目，观众可在欣赏美食技能的同时，
现场感受技能大师的精湛技艺，还可
免费品尝。

重庆小面、火锅现场制作

记者了解到，大赛期间，在小面
及小面技能项目体验区，将展示重庆
小面传统制法，包括小面油辣子制
作、打料演示等过程。疯狂掌门人重
庆小面的“五大掌门”师傅还将在现
场制作小面、酸辣粉，市民可免费品
尝。

“疯狂掌门人”小面曾在首届全
国重庆小面大赛中获得“重庆小面10
强”，成为受重庆市民喜爱的小面之
一。而董大师团队所做的酸辣粉曾
代表重庆酸辣粉，获得全国首届中国
金牌旅游小吃称号。大赛开幕式当
天，73岁高龄的重庆小面泰斗董渝生
老人将亲临展馆现场，与小面爱好者

交流心得。

市民可现场品尝重庆本地
火锅

重庆火锅麻辣鲜香，好吃。鲜有
人知的是，火锅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
非常讲究。底料炒料、汤锅兑制、蘸
碟制作、菜品制作……每家火锅店都
有不同的规范。

记者获悉，本次大赛比赛期间，
在火锅及火锅技能体验区，设置有煮
火锅的区域，现场也会有一些火锅底
料产品展示和新鲜菜品展示，市民可
在现场亲自煮火锅、吃火锅，感受重
庆本地火锅的魅力。

重庆小面在30多个国家开
店，重庆火锅在国外开店200余家

火锅、小面是重庆的两张特色名
片。据悉，目前重庆市火锅企业568
家、门店29951个，年产值278亿元，
占整个餐饮业的比重为38%，创造税
收近50亿元，全国加盟店更是超过

14万家，年产值近8000亿元，创造税
收1300亿元；重庆小面全市门店达
到6.4万家，年产值近150亿元，全国
门店接近20万家，年产值超过400
亿元。

目前，重庆火锅在美国、英国、新
加坡、日本、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开
店200余家，重庆小面已经在澳大利
亚、加拿大、英国、南非等30多个国
家开设门店，每年来重庆学习制作重
庆小面的都超过了3万人，来联系
加盟的企业超过5000家，学习重庆
小面外国人累计超过1000人。重
庆火锅、重庆小面已走出重庆、风靡
世界。

重庆火锅、小面申请参加世
界技能大赛

去年11月，重庆举办了2018年
中国技能大赛——第七届全国饭店
业职业技能竞赛火锅、面条专项决赛
暨“巴渝工匠”杯全国首届小面职业
技能，全球1455名选手参加小面比

赛。重庆小面首次以职业标准规范
制作，让技能人才得到社会尊崇的同
时，也让喜爱重庆小面的食客吃得放
心满意。

包括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比利
时和阿富汗4个海外国家在内的283
名选手参加火锅比赛，通过底料炒
制、汤锅兑制、蘸碟制作、菜品制作、
装盘呈现、宴席摆台等环节，全景呈
现了火锅制作过程。比赛期间，火锅
和小面现场观众参与人次都突破万
人。愚小面、花市豌杂面等“重庆小
面10强”出炉。

据透露，重庆目前正在申请在
2019年第45届俄罗斯喀山世界技
能大赛上展示火锅、小面，并在
2021年第46届中国上海世界技能
大赛中列入正式项目。同时申请重
庆作为全国火锅、面条和重庆小面
大赛的永久举办地，两年一届，第一
年举办全国预选赛，第二年举办全
国总决赛，打造巴渝品牌赛事、示范
赛事。

重庆小面、重庆火锅让你一饱口福
现场不仅能观赏小面火锅制作过程，还能免费品尝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
生 李宁）5月 26日-31日，“一带
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将在渝举行，大
赛各部门都进入到紧张的最后准备
阶段。5月23日，备受期待的“巴渝
工匠”绝技绝活展示场馆也正式开
始了场馆搭建工作。

据大赛组委会介绍，“巴渝工匠”
每一项技艺的展台设计都别具一格，
充分将该项技艺的历史文化特色和
现代审美风格相结合。

5月28日和29日，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S2馆每天上午8点 30分到
下午6点，65项充满中国特色和巴
渝文化的“巴渝工匠”绝技绝活将在
独具特色的展厅里展示，市民可在
现场大饱眼福，亲身感受传统技艺
的魅力。

60名模特身穿传统服饰上
演T台秀

“巴渝工匠”项目负责人唐继红
透露，这次“巴渝工匠”们可是准备了

“大招”来的。“5月28日、29日两天，
现场将进行四场美轮美奂的T台秀，
饱受赞誉的2018年北京恭王府夏布
成衣、寄托苗家姑娘情思的苗绣服
饰、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旗袍，都将
轮番亮相。”唐继红介绍。

T台秀包含四个项目的展示，分

别是旗袍、彭水苗绣、荣昌夏布和功
夫茶艺。届时，将有60位模特分别
穿上这三种精美的服饰，在每天上午
和下午各进行两小时的走秀，生动展
示中国传统美学。此外，功夫茶艺表
演也将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半
小时。

除了不容错过的T台秀，这次大
赛组委会请来的部分项目传承人还
将在现场制作工艺品，展示一件件巧
夺天工的作品是如何从一双双巧手
上诞生的。比如，绣娘会在现场展现
高超刺绣技巧、美发大师会在现场给
模特烫染发型。另外，还有更多精彩

绝活儿，唐继红特意保留了神秘感：
“观众们亲自来现场就知道了！”

市民可在现场制作木梳带回家

据了解，参展项目中有部分项目
可以进行现场体验，让观众和大师近
距离互动。其中，万州谭木匠的技艺
传承人就将在展区现场教学如何制
作木梳，参与体验的观众还能将自己
亲手制作的木梳带回家。

唐继红告诉记者，这次在“一带
一路”国际技能大赛上展示的项目都
是经过层层筛选挑出来的精品，他们
有信心，这些具有时代文化内涵和当

代审美意趣的作品，能够充分体现中
国和重庆的历史文化，同时向世界展
示大国匠心。

唐继红还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国
际技能大赛上展示巴渝工匠的技
艺。“因为这二者是互通的，它们关
注的都是技能。各国技能专家比拼
的更多是现代技能，而对于巴渝工
匠来说，最重要的则是技能的传
承。”她说，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
国际技能大赛这个平台，把“巴渝工
匠”的绝技绝活展示给更多年轻人，
让他们愿意去了解传统技艺、传承
工匠精神。

65项“巴渝工匠”绝技绝活齐聚一堂
26日-31日市民可去现场饱眼福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 23
日，市委副书记任学锋与来渝考察的英
国怡和、AEW、施罗德投资、博然思维，
美国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世邦魏理
仕、花旗集团、高盛、美国银行-美林证
券、海特曼投资、First Eagle、景顺投
资、富达、信安环球投资，日本大和资本，
新加坡星展银行，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
荷兰APG，香港汇丰银行、全亚达投资、
香港置地、中信里昂证券等20余家国际
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

市政府党组成员熊雪参加座谈。我
市有关部门和区负责同志参加。市金融
监管局作了我市金融发展情况的专题介
绍。

任学锋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金融
机构代表来渝表示欢迎。任学锋说，重
庆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
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聚焦发挥“三个作

用”，立足区位、生态、产业、体制四大优
势，建好开放通道，拓展开放平台，发展
开放型经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全面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努力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
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重庆坚持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着
力防控金融风险，金融业保持健康发展
良好势头。欢迎国内外金融机构来渝
投资兴业，在大数据智能化、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产业和节能环保
产业发展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
利共赢。

各金融机构代表表示，重庆是“一带
一路”的重要节点，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产业基础好，市场潜力
大，金融生态良好。愿参与重庆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助力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任学锋与来渝考察的
国际金融机构投资者代表座谈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23日，
全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
荣指出，要持续深化简政放权，聚焦“渝
快办”政务服务品牌建设，推进“互联
网+政务服务”重点改革落地见效，不断
提升群众满意度。

吴存荣强调，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是民之所盼、大势所趋，是推动
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要加快推进行政权力和公共
服务事项清单梳理，把住源头关、需求
关、层级关、流程关，无法律依据的一
律取消。尤其是要根据机构改革后新

的“三定”规定，厘清审批服务职责。
要加强“渝快办”政务服务品牌建设，
打造全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网上总
平台、总门户、总枢纽，实现“一号申
请、一网受理、一窗综办、一次办成”。
要着力创新政务服务方式，简化网上办
事操作流程，消除数据“孤岛”，提升群
众办事体验感、满意度。要全力推动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证照分离”
全覆盖、创新“互联网+监管”等重点改
革落地见效，推进政府网站、公共服务
热线、政务新媒体整合，以便捷高效的
政务服务助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

吴存荣在全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
聚焦重点 提质增效

坚持不懈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5月23日，副市长、市文明委副主任潘毅琴出席重庆市第6个中国文艺志愿
者服务日主题活动。 （记者 张莎）

●5月23日，重庆市第二十九次全国助残日活动举行，副市长潘毅琴出席
活动。 （记者 杨铌紫）

●5月23日，我市召开全市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电视电话会，副市长屈谦
出席会议。 （记者 黄乔）

以“技能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
的“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将于 5
月26日—3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署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重庆
市人民政府承办。

据介绍，“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
赛是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重要成果，共设置电子技
术、水处理技术、汽车技术、货运代

理、砌筑、电气装置、精细木工、油漆
与装饰、管道与制暖、信息网络布线、
时装技术、花艺、烘焙、美容、烹饪（西
餐）、美发、健康与社会照护、餐厅服
务 18 个比赛项目，邀请 44 个国家和
地区参赛，其中“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33个。

本次大赛报名参赛人员698人，
18类比赛项目全覆盖，参赛子项179
个。大赛参赛国家和地区覆盖了六
大洲，其中亚洲24个，欧洲15个，非

洲 2 个，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各 1
个，吸引了德国、奥地利、英国、美国、
韩国、日本等世界技能发达国家参
赛，特别是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东
道主俄罗斯，将参加 17 个项目的比
赛，来渝参赛观摩人员50人。

大赛共6天，其中28日、29日两
天为比赛日，18个项目的比赛地点在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S1、S3、S4三个场
馆，共计4万余平米。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李宁）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5月26日-31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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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队员参观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 （市人社局供图）

推行“互联网+监管”改革，
实现行业监管事项清单梳
理完成率达100％，监管信
息归集率达100％，投诉举
报处理率达100％,协同监
管响应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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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一般登记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
日内，抵押登记压缩至2个工作日，抵
押注销登记、查封及解除查封登记、异
议及注销异议登记立等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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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
压缩至80个工作日以内

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
压缩至50个工作日以内

用电用水用气平均办理时间
再压缩一半

全面推广106项“证照分离”改革
事项，在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深入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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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群众办事所需
材料减少30％以上7

行政许可事项承诺时
限较法定时间平均减
少50％以上

50 个高频事项实现
“不见面审批”

8
100 个以上高频事项
实现“最多跑一次”

重庆市人民政府网、重庆政务移动端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