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想到楼下的烧烤店这么快就规
范了，小区又恢复了安宁，真是太好
了！”11月 15日，说起南川区开通的

“码上提、马上办”，西城街道西大街社
区居民王建一个劲说“满意、感谢”，并
伸出大拇指点赞。

群众“码上提”
部门“马上办”

今年9月，南川区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创新推出“码上
提、马上办”，开门纳谏。

“码上提”就是群众可通过扫码，在
手机上输入姓名、手机号，就可给所有
部门和单位提意见建议。相关部门收
到后，必须马上办理，7个工作日内回
复办理结果，实现群众“码上提”，乡镇
部门“马上办”。

王建家孩子进入高三，学习紧张，需

要安静的学习环境。可小区楼下有家烧
烤店，一到晚上就把桌子摆在门店外，夜
半时分食客仍觥筹交杯，大声喧闹。

前不久，王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扫码将意见提交。没想到4天后，楼下
烧烤店就撤除了占道物品，归店经营，
噪音也管住了。

“我还以为这个‘码上提’只是做做
形式，没想到政府很重视，不到一个星
期就解决了问题。”王建说。

“码上提、马上办”因为快速反馈办
理，赢得无数群众点赞。群众“码上提”
十分踊跃，1个多月就收到185件意见
建议，平均每天4件。

“我们就是想通过‘码上提、马上
办’平台增加群众参与度，也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倾听群众意见，实实在在办
理一批好事实事。”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霄霄说。

五步工作流程
确保件件有回音

拿出手机，扫一扫“码上提、马上
办”二维码，马上跳出一个界面，输入姓
名、手机号码，即可上传意见建议和相
关图片。这边刚点下提交键，那边负责

接件的南川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基
层科科长张亚的手机“叮”地一声，显示
已经收到。

“我们收到意见和建议后，第一时
间通过接件、转件、办件、反馈、通报‘五
步工作流程’，将事项转到相关单位限
时办理，7个工作日回复办理结果，有
专人随时跟踪办理进度。”南川区政务
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姚涛介绍说，政务
服务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和交办
跟踪。

与此同时，“码上提、马上办”平台
上会显示提意见人姓名、时间、内容、受
理时间及用时、办理状态、办理人员、办
理时限、办理意见或结果等，一目了然，
这样能确保每个环节公开透明，能够及
时解决的决不拖延，不能及时解决的也
要给群众一个说法，让群众理解和支
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互联网+督导
形成长效机制

在“码上提、马上办”平台收到的
185件意见建议中，既有反映城市道路
规划不合理、银行服务“搭便车”、宴席
管理须加强等事关民生民情的大事，也

有呼吁规范小区物业费、规范行人横穿
公路等事关个人言行的小事。如果有
部门不办、慢办，或者群众对意见建议
办理结果不满意怎么办？

“对群众提出的每条意见建议，区
委巡回指导组同步迅速跟进，并对相关
单位办理情况进行督促督办和动态跟
踪，确保群众反馈的意见建议有人听、
有回音。”张霄霄说，每条意见办理结
果，都要跟踪回访提意见本人，如果不
满意，还要重新办理，直到群众满意为
止。

“这个平台对政府部门来说，可以
倒逼各级政府主动转变工作作风，有效
解决政府不作为、慢作为问题，提升服
务效能，树立各级政府执政为民的良好
形象。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马上办让群
众享受到了不出门、不跑路、不花钱、不
求人的快捷政务服务，增强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姚涛说。

下一步，南川区将通过召开座谈
会、面对面评议等方式进一步推动群众
意见“码上提、马上办”工作开展，用好
用活“互联网+督导”这种方式，使之成
为听民声、聚民智、解民忧的新平台。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刘敏

“码上提、马上办”听民声解民忧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群众点赞不断

在日前举办的2019年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现场，来自重庆江
津的威马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威马
农机）展位前人潮涌动，各种类型的农
机产品吸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驻
足了解。威马农机最后成功签下总价
值超1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2017年、2018年，威马农机微耕
机出口量全国领先，产品远销70余个
国家和地区。威马农机为何能频频拿
下大额订单？

“我们在加大创新力度、提高产品
品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借力‘一带一
路’，大步‘走出去’，实现了新增长。”威
马农机副总经理詹英士说。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用好
用活相关优惠政策，威马农机深耕东
南亚、非洲、中欧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市场。据统计，2018年威马农机
出口额占总营业额的 70%左右。其
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出口额

占总出口额 70%左右。今年前三季
度，“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出口额较去
年同期增长5%左右，“一带一路”沿
线市场成为威马农机产品销售的增
长极之一。

加快“走出去”的同时，威马农机也
没有忘记苦练“内功”。企业自主研发
建立了国内最先进的小型农机装配线，
实现了在线装配、在线测试、调试自动
完成。威马农机与重庆理工大学合作，
建立了全国第一家校企合作的山地农
机研究所，致力于遥控智能技术在山地
农机上的运用。70余人的研发团队，
每年都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
察当地实情，针对性提升老款产品的适

用性、便利性，让“江津造”小农机更具
竞争力。

这不是“江津造”最近唯一的高光
时刻。9月25日，被中外媒体誉为“新
世界奇迹”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
运，机场电气设备的电缆中，有100公
里也是“江津造”。

“凭的就是硬实力。”位于珞璜工业
园的重庆三峡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人对于产品底气十足。今年4月，三
峡电缆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电缆采购
招标中，以强大的综合实力、良好的企
业信誉、丰富的行业经验、合理的报价
赢得了招标单位的肯定，顺利中标。之
后，企业迅速按照要求供货，满足了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需求。
三峡电缆还参与了重庆地标建

筑——来福士广场的建设。该项目是
新加坡在我国最大的投资项目，三峡电
缆从2015年开始为其供应电缆，为“朝
天扬帆”的顺利落成添砖加瓦。

今年前10个月，江津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呈稳定增长态势，汽摩产业、装
备产业、材料产业、消费品产业累计产
值较好。其中，汽摩产业累计产值领
先，达371.8亿元；电子产业累计增速
最快，达22.4%；消费品产业、材料产业
累计增速分别达16.4%、14.5%。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廖洋 廖秋平
陆海银 陈元洪

小农机斩获亿元订单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今年前10月稳定增长

江津

据成都铁路局集团公司兴隆场车
站近日公布的数据，位于沙坪坝区的
兴隆场编组站自投用以来，目前编组
列车总数已突破20万列大关，有力推
动了重庆铁路货运市场发展和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

兴隆场编组站2013年下半年投
用，从2014年1月至今年11月11日，
已编组列车200881列。

铁路货运中，把一个平板车或者
一个敞车称为1辆，而1列火车则由
40-50个不等的车辆组成。在现场
工作区域，不停有车辆进行解体、溜放
和编组作业。兴隆场车站运转车间副
主任陈林介绍：“以前这个地方每天运
行时间15-16个小时，现在日均接近
20个小时。”

兴隆场编组站值班站长蔡明说，
随着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向前推
进，建材、汽车、石材等货物运输量不
断增加，促进了兴隆场编组站办理列
数不断上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
速中欧班列（重庆）、陆海新通道班列
的运输组织，为重庆的经济建设提供
更好的服务。”

图为兴隆场编组站。
沙坪坝区融媒体中心 喻庆

兴隆场编组列车突破20万列

“电梯装好了，我们也搬回来了，终
于不用租房住了！”这几天，家住鲤鱼池
87号2单元6楼的82岁的周德坤，提
起电梯增设工程便感慨不已。

18 中老校区教师家属楼建于
2001年。“这里住的大多是70多岁的
退休教师，因为没有电梯，很多人不得
不住到儿女家里或养老院。”因为上下
楼的问题，周德坤和老伴从2014年夏
天开始便在杨家坪租房子生活。

2017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出台
了《重庆市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让
教师家属楼的居民们看到了希望。

2017年10月，18中教师宿舍建立
了申请增设电梯的微信群，大家很快达
成共识，成立了由每个单元居民代表组
成的工作小组，随后向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提出了申请。

“接到申请之后，我们主动上门服
务，现场踏勘。区里还创设了多部门现
场会审机制，不让群众多跑路。”江北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年11月，工作小组进行了专
项考察，了解怎么安电梯、怎么招标、怎

么分摊费用、电梯如何管理等问题，并
将考察的结果进行了公示。2018年6
月，电梯增设工程正式动工。2018年
12月，电梯安装完成。

“听说电梯装好了，很多老邻居陆
续搬了回来，现在生活方便了，聚会聊
天也方便了。”老同事、老邻居们能重
聚，周德坤很开心。

电梯运行了将近1年，没有出现问
题。“3栋楼宇加装电梯的完成，共惠及
500户居民。”江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民生账”，受益
的70岁以上老人达100多位。

江北区制订了老旧住宅增设电梯
工作实施办法，还对老旧住宅增设电梯
提供资金补助。在电梯施工过程中，江
北区住建委加强了施工安全监管；电梯
建成并投入使用后，由江北区市场监管
局负责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监管。

截至目前，江北区已办理了10部
增设电梯的相关规划建设手续，包括
18中教师宿舍、大石坝山水家园小区
等在内的第一批增设电梯已投入使用，
还有3部正在加快审批。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王偲媞

第一批老旧住宅电梯加装完成

老邻居们搬回来开心重聚
江
北

11月 12日，海拔1000余米的巫
山县巫峡镇春泉村寒意逼人。按照惯
例，当日是给该村重度残障儿童小奎

“送教上门”的时间，巫山县特殊教育学
校的老师们，再次走进小奎家开展“送
教上门”活动。

专业康复教师艾雷和校医姜文明
给小奎进行了全面康复按摩，并手把手
地指导家长章裕发如何给孩子进行康
复训练，并叮嘱家长一定要天天坚持。

“1加1等于2……”康复训练结束
后，负责文化课教学的老师，从眼前的
铅笔、书本等实物入手，启发小奎认识
与书写基本的数字。

“这几天一定要好好地完成作业，
下次老师来时给你发奖状。”走出小奎
的家门时，老师们不忘鼓励孩子。

在脱贫攻坚“教育有保障”行动中，
巫山县教委对全县适龄少年儿童开展
入学及资助普查后，让重度残障儿童全
面享受“送教上门”及教育资助。

家住春泉村的小奎就是享受“送教
上门”的孩子之一。因早产导致脑瘫，
小奎四肢痉挛无法自主站立，无基本生
活自理能力，智力低下，已经8岁到了
上学的年龄，仍需要父母全面照顾。

2018年春季学期，小奎被列为特
殊学校送教上门对象，特殊教育学校在
县教委指导下入户督查并制定该生个
别教康计划。巫山县特殊教育学校每
两周开展一次“送教上门”活动，时间固
定在每周二（特殊情况除外)。

“现在孩子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和简
单的数字，能认出家里人，还能区分空
间和方位了。”小奎的变化让家长坚定
了培养孩子的信心。

巫山县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县
共为与小奎境遇类似的100多名重度
残障孩子开展“送教上门”活动，努力让
他们获得公平、平等、优质的教育，让每
一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 刘朝明

普查全县适龄少年儿童

为百多名重度残障孩子送教上门
巫
山

垫江县沙河乡麻柳村引导贫困户以土地、劳动力等方式入股成立了垫江柳红专业
合作社，发展榨菜产业脱贫致富。贫困群众每年平均每人打工可挣得薪金6000元，每
户每年获得股金收入800元，全村28户贫困户脱贫21户，2019年底将实现全面脱
贫。图为村民们正在种植榨菜（摄于10月31日）。 通讯员 向晓秋 摄

挣薪金得股金 村民脱贫致富

沙坪坝

危房改造是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
房安全的民生项目,也是脱贫攻坚“两
不愁三保障”的重点任务之一。潼南区
提前完成今年农村CD级危房改造任
务，目前贫困户存量危房实现动态清
零，住上质量安全、设施齐全的“舒心
房”。

终于住上新房

唐玉容是田家镇老庙村二社村民，
手有残疾，两个孩子还在上学，被评定
为建卡贫困户。她家的旧瓦房年久失
修，被鉴定为D级危房，当地将其纳入
农村危房动态清零户。“多亏了国家的
好政策，今年修房补助了3.5万元，再
加上自已的一点积蓄，又借了点钱，终
于可以建新房。”

如今，唐玉容家已建成80多平方
米的小青瓦平房，客厅、卧室、厨房、洗
手间、沐浴室配套齐全，水、电、气也已
接通，正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粉饰
内墙。“再过几天，我们就能住进新房
了，一想起来就特别高兴。”正在新房忙
活的唐玉容很开心。

通过扶贫干部的帮扶，唐玉容的丈
夫在周边建筑工地上打工，自己也搞起
了养殖，一年能够出栏四五头大肥猪、
100多只鸡鸭。“我和老公努力挣钱，争
取早点把借的债还清。”唐玉容已制订
好偿还计划。

危房全部销号

在田家镇，唐玉容是最后一批危房
销号的农户。

在去年年底之前，当地就完成辖区
内贫困残疾人、低保户、建卡贫困户、特
困户等 4类重点人群的房屋安全鉴
定。“我们提前实施农村CD级危房改
造，从入户调查摸底、信息比对、对象公
示、建设指导等环节严格把关，做到每
户留一张照片、填一张表格、签一个字、
建一个档案，以确保应改尽改，危房全

部销号。”田家镇镇长廖欣说。
田家镇采取了自建、代建等方式，

加快建设进度。建好后,由帮扶干部负
责联系水、电、气进户,并安装到户。“我
们采取每周收集危房改造进度、10天
一督查、半月一小结的督查措施，紧盯
改造户、紧盯进度任务、紧盯质量安全，
及时发现和解决危房改造工作中的困
难和问题，切实把危房改造工作抓实抓
好，让群众满意。”田家镇党委书记刘红
光说。

逐户验收补助

田家镇是潼南区农村CD级危房
改造的缩影。

潼南区住房城乡建委坚持以“经济
最困难、住房最危险”的农村贫困户为
主要服务对象，以维修加固、拆除重建

为主要形式，全力保障农村贫困群众基
本居住安全。

2012—2018年，潼南区共实施农
村 CD 级危房改造 24963 户（C 级
18407户，D级6556户），落实危房改造
补助资金共计28760.45万元。今年，
农村CD级危房改造共1222户，其中
建卡贫困户239户、低保户931户；还
自筹资金对1000户CD级危房“临界
户”进行了改造。

“9月底，各镇街已全面完成今年
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全区建卡贫困户等
重点对象存量危房已实现动态清零，目
前正在开展危房改造逐户验收工作。
下一步将针对验收合格的危改对象，及
时兑付补助资金。”潼南区住房城乡建
委村镇建设科科长汤颖介绍。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陈晓航

贫困户存量危房实现动态清零

“要住进新房了，特别高兴”
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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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川支行

机构编码：B0335S350000012
许可证流水号：65936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南川区
金佛大道24号

邮编：408400 电话：023-71423626
成立日期：2008-06-27 发证日期：2019-10-2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涪陵监管分局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璧山支行

机构编码：B0206S350070005
许可证流水号：65836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
双星大道78号、80号、82号、84号、86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41780296
成立日期：2001-03-13 发证日期：2019-10-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津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巴南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35005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901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
龙德一支路49号

邮编：401320 电话：023-62560151
成立日期：2014-09-23 发证日期：2019-10-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江北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350040009
许可证流水号：65853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
北城天街9号附4号、附5号

邮编：400020 电话：023-67706828
成立日期：1997-11-21 发证日期：2019-11-1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