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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 实习
生 廖雨寒）这几天，南岸区非公经
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刘麟的电话响
个不停，大多是区级职能部门、相关
企业来打探营商环境分数排名情
况。在南岸，营商环境好不好，最
终都要落实到分数上。企业和政
府部门之间相互打分，得出年度排
名，排名位次直接影响着部门的年
终考核成绩，也影响着企业之间的
评比——这项南岸首创的“双向评
价”制度，已实施了 7年有余，累计
推动解决了 470 多个重点问题，为
该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立下了汗
马功劳。

对于这些电话询问，刘麟当然是

什么都不会透露，尤其是有些部门还
想打听哪些企业给他们打了低分，更
是被他严词拒绝。

“不能违背了我们实施这个制度
的初心。”他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区
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
政策措施，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
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
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依然存
在，直接影响发展环境。

因此，南岸设计了“双向评价”制
度，即让民营企业和政府部门互相打
分——在“民营企业评价政府部门”
环节，全区所有涉及为民营经济发展
服务的65个部门、镇街、板块都是评
价对象；“政府职能部门评价民营企

业”部分，则是每年从全区规模以上
民营企业数据库中抽取出200家作为
参评对象。

企业对政府的打分，主要考量
服务态度、办事效率、依法监管及落
实政策 4个方面；政府对企业的打
分，主要针对企业发展、守法经营、
社会诚信、党群建设、社会责任等。
根据“双向评价”结果，南岸区每年
对优秀单位进行专项表彰，对不合
格的单位要求限期整改，综合排名
靠前的企业，在各类评比中也享有
优先权。

该制度实施以来，南岸区累计解
决了470多个影响营商环境的重点问
题，其中2019年就解决了172个。

重庆超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去
年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较为严
重的资金问题。南岸区政府在“双向
评价”制度下的行业季度座谈会上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协调相关部门通过
政府平台公司向其贷款5000万元，
助他们度过了危机。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双向评价”
制度像“紧箍咒”。例如，该区某街道
办事处因连续2年在企业评价环节排
名最后，街道主要领导被该区纪检部
门诫勉谈话。随后该街道积极整改，
排名逐年攀升。“每次年度打分都让
我们如坐针毡，也让我们反思哪里做
得不好。”该街道负责人表示。

据悉，“双向评价”制度在推动
作风改进、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该区各职能部门积
极思考、努力作为，主动破解民企发
展难题，优化民企发展环境，“脸难
看、门难进、事难办”现象得到极大
改善。

营商环境好不好 看看企业打分就知道
南岸实施“双向评价”制度7年，推动解决470余个影响营商环境问题

□本报记者 李珩

滚滚浓烟中，几名刚被救出火海
的女子惊魂未定，救她们的是两名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们的脸被大火
熏黑，头发多处烧焦，衣服上还冒着
烟……其中一名战士就是吕玉久。

此时是1953年 4月 21日上午
10时，大火在朝鲜黄海道平泉郡金
刚山一个小山沟里蔓延。为抢救被
大火困住的朝鲜妇女，吕玉久最后献
出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2岁。

“吕玉久来自重庆荣昌，为完成
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他慷慨地奉
献出自己的一切，他对党和革命事业
无限忠诚，其英勇事迹值得世人学
习。”1月10日，荣昌区荣隆镇吕玉
久烈士纪念广场上，荣隆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罗双琪给记者讲述
了吕玉久的故事。

乐于助人的“四川小子”

1931年 9月，吕玉久出生在四
川省荣昌县油菜乡凉风村（现重庆市
荣昌区荣隆镇玉久村）一个贫苦家
庭。1950年，吕玉久参加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成为志愿军第63军187
师担架营3连战士。

在朝鲜战场上，吕玉久常常不顾
个人安危抢救受伤的战友。这个贫
苦家庭出身的战士，仿佛浑身有使不
完的劲，几乎不给自己空闲的时间，
一有空就和搭档张明禄练速度，随时
准备以最快速度将受伤的战友抬下
火线接受救治。

在连队，他工作积极，每有紧急
任务，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他还是
个乐于助人、性格乐观的人，常常将
自己在老家捡煤、挑煤的一些趣事讲
给战友们听，战友们特别喜欢这个

“四川小子”。

奋不顾身扑进火海救人

1953年4月21日上午10时左
右，美军飞机向朝鲜黄海道平泉郡金
刚山投下大量燃烧弹，山上顿时陷入
一片火海，50 多名当地老百姓和
400多名志愿军战士赶去救火。吕
玉久和张明禄所在的班夜里奉命执
行任务，到起火时才睡了三四个钟
头，但一听说起火，他们马上拿起灭
火工具，径直朝山上跑去。

“我们快上山打火，不然朝鲜人
民的仓库就要受损失了！”张明禄边
跑边喊道。在救火的队伍中，吕玉久
和张明禄最勇敢，哪里火大，他们就
到哪里去扑火。脸被熏黑，头发被烤
焦，他们也不管。

但燃烧弹造成的火势特别大，这
里扑灭，那里又燃烧起来。星星点点
的火苗经风一吹，又窜起来。吉时

子、李贞淑、郑景南、申善花4名朝鲜
妇女被大火围困，伏在地上痛苦地哭
叫着。吕玉久和张明禄奋不顾身地
扑进火海，一人背一个分两趟把她们
全救了出来。

下午两点多钟，好不容易扑灭的
南山头北面小山沟里又冒起了黑
烟。吕玉久率先发现情况，他来不及
招呼更多战友就飞跑过去。张明禄
随后看见，也紧跟了上去。那山沟满
是野草和枯树，大风一吹，火势更加
凶猛。朝鲜妇女李浩世、崔春凤、金
善玉和郑玉男正迎着火头、忍着呛鼻
的浓烟在地上割草，以免火势蔓延到
志愿军堆放物资的防空洞。一阵大
风吹来，火焰飘来卷去，瞬间将4名
女子包围。她们昏昏沉沉地找不到
逃生的路，又站立不稳，紧紧抱在一
起，惊恐地哭喊。

情况万分危急！吕玉久和张明
禄先后赶到，两人一前一后冲进去，
一人背一个再拉一个，一边用朝鲜话
喊“火太大，快跑啊”，一口气跑出二
十多米，把她们安置到防空洞里面。

再次返回火势蔓延的山沟时，吕
玉久和张明禄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但
依然奋勇冲进火里，搜救被困人员。

这一次，他们没能再出来。

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同年8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某部和朝鲜黄海道平泉郡人民政
府为吕玉久和张明禄举行了隆重的
追悼大会，并在金刚山树碑纪念，碑
上用朝、中两国文字铭刻下伟大的
国际主义战士吕玉久、张明禄的英
雄事迹。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授予吕
玉久“特等功臣”“二级爱民模范”称
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此
同时，吕玉久的出生地凉风村被改名
为“玉久村”。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出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其中就包含为
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
际主义精神。”罗双琪说，吕玉久对党
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助人为乐、
舍己救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后人
永远缅怀和学习。

吕玉久：火海救人的志愿军战士

吕玉久塑像（荣隆镇政府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1月14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

“两不愁三保障”是今年我市财政保障
的重中之重，投入目标是实现“两个增
长”。

所谓“两个增长”，一是财政安排
的专项扶贫资金。今年市级安排的专
项扶贫资金增幅，将高于中央下达我
市的专项扶贫资金增幅。一是统筹整
合的财政涉农资金。市级在分配纳入

整合范围的中央和市级资金时，安排
给城口、巫溪、酉阳、彭水4个贫困县
的资金，总体增幅不得低于该项资金
的全市平均增幅。

与此同时，市财政还将对18个深
度贫困乡镇每个补助2000万元。对
整合资金比例较高的区县，在分配市
级专项扶贫资金时给予奖励。对专项
扶贫资金绩效考核排名靠前的区县实
施奖励。

今年重庆财政“两个增长”的钱将
用在哪些地方？市财政局人士介绍，
为确保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财政
资金投入的重点是支持深入实施产业
扶贫、资产收益扶贫、转移就业、开发
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推动部门单位优
先采购、预留份额采购贫困地区农副
产品和物业服务，提高农村低保等社
会救助补助标准。

保障义务教育方面，则将提高建

档立卡贫困户子女资助政策精准性，
确保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不
失学辍学。保障基本医疗方面，将完
善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个人缴费补贴政策，以确保贫困人口
应保尽保，确保年度救助限额内农村
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住院
医疗费用救助比例不低于70%。保
障住房安全方面，聚焦建档立卡贫困
户危房改造，今年将动态消除农村危
房，同时完善易地扶贫搬迁配套的基
础设施。

此外，今年我市将继续实施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健全财政支
持的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
制，保障农村人口长期喝上放心水。

“两不愁三保障”：今年重庆财政保障重中之重
投入目标将实现“两个增长”

近年来，为贯彻落实中央、市委

市政府和农行总行党委消费扶贫工

作部署，农行重庆市分行紧紧围绕帮

助贫困地区扩大农产品销售这一条

主线，搭建起涵盖“产品、渠道、客户”

的消费扶贫全链条服务体系，建立渠

道、提升品质、树立品牌，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扶贫，有效推动了贫困地区产

业发展。

提供优质产品

品质是获得消费者青睐的最基础、
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贫困地区农产品

的最大短板。为从根源上打消消费者
对贫困地区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顾虑，农
行重庆市分行主动联系重庆市农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重庆农投良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投良品”），共同
帮助贫困地区构建“产业孵化、品牌塑
造、市场营销”三大体系，并依托“新华
社民族品牌工程·良品行动”，不断扩大
贫困地区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据介绍，农投良品通过为全市14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区县农产品提
供产品质量标准化、食品安全规范化、
仓储物流一体化等全流程服务，为产品
的安全和品质保驾护航，组织扶贫企
业、合作社在农行重庆市分行金穗慧生
活微信公众号扶贫专区、农行重庆市分
行京东购等平台上线了近200款贫困

地区特色农产品。

打通线上渠道

为帮助贫困地区构建科学的产业
体系，农行重庆市分行通过打通线上
渠道，帮助贫困地区农产品实现了“产
品变商品”的转化。作为金融扶贫的

“国家队”“主力军”，农行重庆市分行
特别注重发挥电商作用帮助贫困地区
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彻
底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买难、卖难”
问题。

2019年4月，农行重庆市分行联
合农投良品、京东商城共同打造“电
商+贫困地区农产品”的电商扶贫平
台。通过京东商城线上销售平台打通

贫困地区农产品与农行内外部客户之
间的电商渠道，助推贫困地区农产品
真正融入全国大市场。

组织稳定客源

收成变收入，客户是关键。为帮
助贫困地区农产品卖得快、卖得好，农
行重庆市分行在“全市农行2019年金
融扶贫和服务‘三农’工作会议”上，对
全行消费扶贫工作作出了专题部署，
要求加快建立消费扶贫新型帮扶机
制，分行本部和各分支行食堂到贫困
区县采购农产品，并制定了《中国农业
银行重庆市分行关于开展消费扶贫工
作的实施方案》，指导辖内分支行组织
食堂、鼓励员工、动员客户通过农行重

庆市分行金穗慧生活微信公众号扶贫
专区、农行重庆市分行京东购等线上
平台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农行重庆
市分行还积极与东部沿海兄弟省分行
联系，宣传重庆分行的消费扶贫线上
平台，动员采购重庆贫困地区农产品。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行累
计通过农行重庆市分行金穗慧生活微
信公众号、农行重庆市分行京东购等
线上平台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产品
1210万元，有力助推了贫困地区“产品
变商品、收成变收入”。同时，农行重
庆市分行积极与市扶贫办对接，将农

行重庆市分行线上消费扶贫渠道纳入
了全市消费扶贫采购电商平台。下一
步，农行重庆市分行将进一步深化与
社会各方力量的合作，优选消费扶贫
运维公司为采购单位和个人客户做好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帮助打造贫困
区县特色农产品品牌，精选贫困区县
和深度贫困乡镇特色农产品，并上架
到农行重庆市分行消费扶贫专区，动
员市级扶贫集团、农行客户、员工进行
购买。

涂小刚 徐一琪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重庆农行在行动 ⑤

农行重庆市分行 探索创新消费扶贫全链条服务新模式

1月12日，重庆西站，由青年志愿
者扮演的卡通人物“小橙子”在与好奇
的小旅客互动，提醒小朋友安全乘车。

进入春运，返乡潮涌，连日来我市
各大站点搭乘列车的旅客人数明显增
加。重庆客运段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到重庆北站、重庆西站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受到旅客们的欢迎和点
赞。 记者 龙帆 摄

“小橙子”
温暖回家路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1月14日从市住房城乡建
委了解到，市住房城乡建委近日下发
通知，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管控水平。

通知要求，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
险建设项目，不再强制委托监理，取
消工程档案验收。

所谓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是
指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
的没有我国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直接

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且总建筑面积
不大于1万平方米、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项
目。其中，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
设施以及生产和存储易燃易爆危险
物品的厂房、仓库等项目除外。

与此同时，新规明确了符合条件
的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施工过程
中的质量安全监督检查频次——

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0 平方
米，结构高度不超过12米，且不含地

下室的商场、办公楼、宾馆、酒店、文
化、体育、旅游类公建工程工业项目、
仓储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实施一次监
督检查。

总建筑面积在5000-10000平方
米，结构高度在12米以上或含地下室
的商场、办公楼、宾馆、酒店、文化、体
育、旅游类公建工程，在施工过程中
实施两次监督检查。

住宅工程，教育、医疗类公建工
程，存在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的项目，建成投入
使用后非建设单位自己持有的项
目，施工过程中实施不少于两次监
督检查。

此外，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在
办理施工许可阶段，取消质量安全首
次工作交底会。各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应采取网上告知或书面告知
方式，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事项以及
要求告知建设单位，不再以首次工作
交底会形式开展相关工作。

重庆出台新规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境
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可取消工程档案验收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月
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已
封关运营半个月，实现进出口货物六
批次，进出口货值超650万元。

涪陵综合保税区于2018年10
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去年12
月27日，涪陵综合保税区（一期）通
过了海关总署等国家8部委联合验
收。在联合验收纪要签署3小时后，
涪陵综合保税区就实现了首批进口
货物通关，创造了目前综合保税区
封关运营的最快纪录。

涪陵综合保税区规划总面积2.7
平方公里，预计总投资32亿元，分两
期进行建设。按规划，涪陵综合保
税区将重点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
流和保税服务等业务，积极打造“一
口岸、两基地”，即建成长江上游重
要的开放口岸、重庆重要的食品医
药进出口加工基地、西部地区独具
特色的服务贸易示范基地。

涪陵综合保税区是继两路寸滩
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江津综
合保税区后，重庆第四个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

封关运营半个月

涪陵综保区进出口货值超65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