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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由
财政部、世界银行举办的对标世界
银行评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经验推
广会11月25日至27日在渝举行。
在为期三天的交流中，世行专家将
系统介绍开办企业、政府采购、纳
税、获得电力、执行合同、登记财产、
办理建筑许可、跨境贸易、办理破产
指标评估方法及国际先进做法，为
重庆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宝贵经验。

此次推广会是为深入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不断完善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
署，加快国内相关城市对标国际先
进经验优化营商环境搭建的交流
平台。推广会邀请了全国人大、国
务院办公厅、中央有关部委和北
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杭州、
重庆有关负责人近200人参会，除
了介绍全球营商环境评估总体情
况之外，还进行办理建筑许可等9
场专题对接会。

世界银行高级私营部门资深
专家马钦在致辞中表示，就像人们

不断锻炼，身体会更健康，寿命也
会更长一样，如果不断改善营商环
境，企业也会更加健康。在他看
来，中国城市可以成为营商环境的
全球领导者。世界银行有两个团
队，一个就像照X光一样，告诉人
们营商环境的“体检”结果是怎
样。另外一个团队则像大夫，通过
跟大家合作，探索如何借鉴基于全
球的成功经验，通过改革创造一个
营商环境不亚于新加坡等地的全
球领先的城市。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市财
政局副局长吴辉表示，重庆近些年
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出台了大量优
化营商环境政策，但仍然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世行在重庆推广优化营
商环境改革经验恰逢其时。财政
将与发展改革等部门协作，在纳
税、政府采购等方面对标先进经
验，以企业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在
制度完善上加强同国际通行规则
的对接，以更好的营商环境激发更
有活力的重庆经济。

对标世界银行评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经验推广会在渝开幕

□本报记者 白麟

11月25日，对标世界银行评
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经验推广会
在渝召开。同期，世界银行专家在
渝就营商环境情况进行初步考察
了解。在世界银行的地区营商环
境评价指标体系中，“获得电力”是
10个一级指标之一。何谓“获得
电力”？简单地说，就是企业获得
电力供应的难易程度。

围绕“获得电力”的几个核心
指标——获得电力供应的环节、时
间、成本、供电可靠性及电费透明
度等，重庆近期推出了针对小微企
业的“三零”（“零上门”“零审批”

“零投资”）服务。此举被业内解读
为重庆围绕世界银行评价体系、对
标北京和上海做法，提升营商环境
的重大改革措施之一。

零上门：办电轻松不用跑

“以前做生意如果要扩大用电
容量、办理接电，除了要花不少钱，
也免不了跑很多趟营业厅。现在，
直接通过手机App就能办理，也
不花钱！”11月25日，渝中区嘉滨
道茶餐厅负责人张渝秀高兴地说，

“现在企业办理接电手续，方便、快
捷，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所谓“零上门”，是指用户申请
电力接入由电网企业“一口受

理”。用户可通过“掌上电力”
App等互联网渠道全程网上办
电。电网企业在申请环节即签订
供用电合同，取得用户许可后，自
动线上获取身份证、营业执照等必
要信息，仅凭有效主体资格证明即
可用电业务全渝“一证通办”，无需
客户到营业厅现场办理。

张渝秀对此深有体会，她的嘉
滨道茶餐厅位于大溪沟河街游
园。今年10月，因为原有50千瓦
用电容量不能满足经营需求，茶餐
厅计划增加用电设备。她在父母
平时缴费的“掌上电力”App上看
到了网上办电的信息，抱着试一试
的想法在线申请增容到 140 千
瓦。没想到，仅用了10天，她就接
电成功了，“整个过程，我也就动了
动手指。”

零审批：手续办理不用管

江北区美赛汽车修理厂也搭
上了“三零”服务的便车。10月29
日，该修理厂负责人刘先生向国网
重庆江北供电公司新牌坊营业厅
提出申请：为企业用电增容到140
千伏安。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进行查勘、
分析后，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该
方案需要铺设140余米电缆，涉及
到110米的管线掘路，需办理相关
审批手续才能进行施工。

过去，这些审批环节自然是由
企业主自己去各政府部门办理，但
如今已变成由供电单位替客户办
手续——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帮助
刘先生完成从规划许可、占道施工
审批、物资运送、道路挖掘到电缆
施放的一系列审批手续，手续完备
后火速组织开展各项施工安装工
作，11月12日工程实施完毕，成
功送电。

这得益于市经信委、国网市电
力公司、市发改委、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能源
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实施的“零审
批”服务，将低压小微企业全程办
电环节由5个压减为2个，大幅压
缩办电时限；0.4千伏接电工程不
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如涉
及道路开挖等审批事项办结时限
由16天以上压减至2天以内。

零投资：用电接入不花钱

像张渝秀、刘先生这样的用电
容量在160千伏安/千瓦及以下的
小微企业低压接入，如今由电网企
业负责实施电能表（含计量表箱）
及表前接电工程，并将电能表安装
在用电地址处，对这些小微企业来
说，用电接入属于“零投资”。仅这
一项，就为张渝秀、刘先生这样的
用户节约投资十几万元。

市电力公司相关人士介绍，目

前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已实施
“三零”服务项目1678个，共为客
户节约投资1352万元。

除了小微企业，随着我市营商
环境不断深入推进、优化完善，重
庆在“获得电力”方面接连推出了
一系列重磅举措——

针对10千伏非居民用户，重
庆通过实施“省力”“省时”“省钱”
服务，将办电环节压缩至4个环节，
平均接电时间60天以内，其中电
网企业办理总时长不超过20天。

为提高供电可靠性，重庆接下
来将加强配电网标准化建设、精益
化运维、智能化管控，推行不停电
作业和主动抢修，确保2019年市
中心及市区范围户均停电时间不
超过2小时，2020年户均停电时
间不超过1小时。

市发改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做
好电价政策公布有关工作的通知》
明确，至少提前1个月制定和调整
电力用户销售电价等有关政策信
息，并以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布。用
户可通过手机App等渠道快捷查
询用电量。

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也表
示，各市级相关部门和企业将按
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
境的要求，合力推动各项措施落
实，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电力
营商环境。

作为提升营商环境的重大改革措施之一

“获得电力”给重庆小微企业带来了什么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
生 苏畅）位于重庆高新区的中国中
药（重庆）产业园近日正式投产，产业
园从开工到最后建成投产，前后只用
了一年时间。

中国中药（重庆）产业园是中国中
药控股有限公司在全国部署的二十余
个中药生产园区之一，也是重庆第一
家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园区，填补了重
庆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的空白。

一个颇具规模的中药产业园区，从
无到有，再到正式投产，通常需要多长时
间？中国中药（重庆）产业园总经理陈淑
锐表示，要建成一个中药产业园，除了一
般的基础建设外，还涉及到程序复杂的
报批报建流程。通常情况下，一个项目
要破土动工，仅报批报建流程就需要
380余天，在国内打造一个颇具规模的
中药生产基地花费2-3年时间很正常。

日前，中国中药（重庆）产业园中
药饮片生产中心获得了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这意
味着公司已经具备良好的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可以正式投产，进入市场。

“从开工到投产，前后只用了一年
时间，这次真切感受到了重庆高新区
的‘高新速度’和‘高新效率’。”陈淑锐
所说的“高新速度”，正是他们可以快
速修建厂房厂区、调试设备试生产、正

式生产的最大秘诀。
为了助推企业迅速扎根发展，重

庆高新区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细化责
任分工，成立了拆迁、平场整治、建设、
基础设施配套、手续办理5个工作组，
安排专人对接各项工作推进情况，从
国土审批、施工许可、质量监督备案、
消防环保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开
启“绿色通道”。

完善工商登记手续，通常需要7
个工作日左右，企业1天就领取了工
商营业执照；在厂区厂房建设时，相关
部门协助企业快速办理施工许可、质
量监督备案等，大大缩短开工前的备
案审批时间；在各项审批工作上，高开
投集团积极对接国土、消防、环保等部
门，配合企业高效完成各项审批工作；
在生产保障上，相关部门及单位积极
协调相关水、电、气配套单位，确保项
目顺利投产。

目前，该园区正与重庆多家大型
医院洽谈合作“共享中药智能配送中
心”项目。该项目投用后，医生为患者
开出药物处方后，患者无需在医院等
待拿药，处方单会通过系统发送至中
国中药（重庆）产业园共享中药智能配
送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中药饮片调配
和熬制工作后，直接将煎好的中药配
送至患者家中。

中国中药（重庆）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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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日前，
重庆日报记者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获
悉，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该县立足“为民服务
解难题”，通过创新服务方式、简化服
务程序、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
量，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群众
办事体验，让“门好进、脸好看、事好
办”成为常态。

石柱县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艳
辉介绍，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中心
认真开展了问题大排查，采取“面对
面”与“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问需于
民，与办事群众交流100余次，走访座
谈企业家23家次，并设置意见收集
箱，共收集到部分审批事项不够优化，
部分事项办理比较繁琐、审批耗时长，
个别窗口人员服务态度较差等百余条
意见建议。

“经过梳理，我们整理出有效建议
27条，并对此进行整改。”李艳辉表
示，针对窗口人员态度不够好等服务
意识不强问题，石柱县行政服务中心
开展了“三清三亮三比一满意”评比活
动，即咨询服务一口清、发放材料一手
清、受理审查一次清，亮身份、亮承诺、

亮标准，比服务、比效能、比业绩，最终
达到群众满意度提升。

为解决审批效率低、办事时间长
的问题，石柱县行政服务中心对审批
流程进行了优化，例如企业开办“一窗
办”服务，实现了企业开办3个工作日
内办结。

为解决部分事项办理繁琐、群众
多头跑的问题，该机构发布了“四办”
清单，将1057项政务服务分成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四类，并进
一步完善了并联审批制度，为企业提
供一对一并联审批服务。

为保证服务质量，石柱县行政服
务中心还在每层楼增设了一名值周党
员，对窗口服务人员的服务进行监督，
同时帮助办事有疑难的群众答疑解
惑。

目前，石柱县行政服务中心1057
项政务服务中已有161项实现了“一
次都不跑”，通过网上或电话即可办
理，另有171项实现了只跑一次。此
外，全县635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时
限总体提速53.4%。梳理出的群众意
见27条已全部整改完毕，群众满意度
提升至95%。

简化程序 优化流程

石柱创新方式提升办事体验

11月25日，长城汽车永川工厂
冲压车间一片忙碌。长城汽车永川
工厂自8月30日投产以来，已生产
长城炮高端皮卡 10437 辆，实现产
值 13 亿元，产品供不应求。同时，
基于永川优良的营商环境，除整车
外，长城汽车在永川区还注册成立
了销售、零部件等基地 13 家，2019
年 1-10 月，共计在永川实现销售
477.46亿元、实现税收10.14亿元。

记者 齐岚森 摄

看好优良营商环境

长城汽车
多家基地落户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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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1月26日12：00－2019年12月16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
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
进行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63628117。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53

19154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E分区E28-4-1/03、E28-4-2/03号宗地

渝北区人和组团B分区B19-2/05、B20-1/03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土地面积
（㎡）
77243.2

37550

总计容建筑面积
（㎡）

≤92691.9
≤72900

最大建筑密度

≤35%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30%
按规划要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52750

13699

备注

19155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56

G19057

G19058

G19059

渝北区两路组团F分区F61-2号宗地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礼嘉组团B分区B06-2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Aj标准分区Aj01-2/05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Aj标准分区Aj01-6-1/04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Aj标准分区Aj01-9/03号宗地

科研用地

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14656.3

产业类别

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
运输制造业的技术研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9312.6

土地面积
（㎡）
31264.7

131850

394182

122897

≤35%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1.5
0.7≤容积率≤1.5
0.7≤容积率≤1.5
0.7≤容积率≤1.5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12750
≥6750
≥6750
≥6750

7047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5000
≥12000
≥12000
≥12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4284

6197

18133

5678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关于两江新区黄茅坪组团B06-2
号地块环保意见的函》（渝环两江便函〔2019〕58号）。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西永组团Aj分区Aj01-6-1/04、
Aj01-2/05、Aj01-9/03、Aj01-16/03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西永组团Aj分区Aj01-6-1/04、
Aj01-2/05、Aj01-9/03、Aj01-16/03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西永组团Aj分区Aj01-6-1/04、
Aj01-2/05、Aj01-9/03、Aj01-16/03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

G19060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56-G19060五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Aj标准分区Aj01-16/03号宗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36080 0.7≤容积率≤1.5 ≥6750 ≥12000 6287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西永组团Aj分区Aj01-6-1/04、
Aj01-2/05、Aj01-9/03、Aj01-16/03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