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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欧云霄 通讯员 杨
再福）连日来，区林业局以“有站位、有领
导、有落实、有重点”“四有”举措，把日常工
作融入到服务经济建设发展大局中，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渝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站位，深刻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意义。区林业局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及时传达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确保
全局干部职工把相关精神吃透吃准。

有领导，全面部署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该局制定《渝北区林业局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方案》，成立“林业局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领导小组”，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顺
利推进。

有落实，全面自查营商环境工作情
况。该局制定自查自纠责任分解表，在规
定时间内对“十三五”期间营商环境进行了
摸底排查，重点对项目申报、工程验收、资

金拨付、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反
馈、巡察反馈、群众反映、窗口服务、干部作
风等方面进行了自查自纠。

有重点，压实优化营商环境关键环
节。区林业局切实做到项目管理阳光透
明、公开公正，主动压缩权力空间，用制度
堵塞权力寻租漏洞；行政审批程序精简，
服务优化，仅保留 26 项行政许可事项、6
项公共服务事项，压缩审批环节 5 个，优

化审批事项3项，由法定20天优化为当天
办结，设置“渝快办”PC端申报区域，部分
业务实现跑0次的目标；行政执法宽严相
济，涉林企业及群众的法律法规意识大幅
度提升，国家森林督查交办案件大幅下
降，由 2018 年的 123 件下降至 2021 年的
19件；全市率先提出公益性育苗理念，培
育出公益性育苗 500 万株，免费发放，再
掀造林热潮，公益性育苗造林成活率达到
95%以上；森林氧吧提档升级，先后投资2
亿余元，对玉峰山公园林相、道路、农房等
进行升级改造，为企业入驻提供良好平
台，成功打造自行车赛道、临崖步道等网
红景点，森林公园好评率较五年前提高了
近40个百分点。

宝圣湖街道宝石路社区：
大力开展安全宣传
增强居民安全意识

本报讯（记者 杨荟琳）近日，宝圣湖街道宝石路
社区组织开展了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
主题的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居民的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

活动中，宝石路社区在辖区悠彩郡小区中庭悬
挂宣传横幅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宣传氛
围。同时，组织志愿者、网格员、社区干部在人员密
集场所发放安全用电用气告知书、消防安全常识等
资料 100 余份，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教会居民掌
握和了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和逃生、自救的技能；
组织志愿者、网格员、社区干部开展入户走访，将出
门“三关”（关火、关气、关电）温馨提示发放、张贴到
每家每户门上，提醒居民注意安全；安排志愿者、网
格员、社区干部上门关心老年病残群体，向其宣传
（消防）安全知识并检查家里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排
除安全隐患。

本次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安全意识，在
辖区营造了人人关注安全、时刻注意安全，处处关心
安全的良好氛围。

区科协：

支部共建聚合力
服务创新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蒋婧 通讯员 曾江红）近日，区
科协党支部联合市科协机关三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共
同前往我区部分科技公司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深入了
解我区企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情况。

当天，党员干部们首先来到重庆蓝岸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在产品展示厅，大家参观了主要出口印度等
国的手机、对讲机、电脑等产品，查看了专利展示墙上
优秀科技人才的120余份专利证书，了解了实验室运
行情况。在再升科技公司，讲解员介绍了产品展示
厅、纤维研究院和研究实验室，以及院士在企业发展
战略布局、技术支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
用。在金山科技集团，大家参观了展示厅，了解了金
山科技发展历程、技术创新情况及发展规划，并对金
山科技在建设健康医疗大数据示范推广、产业化平台
的相关规划，以及依托健康云平台数据资源、医疗机
构专家资源、人工智能领域技术资源，挖掘健康医疗
数据价值，打造大数据健康医疗新模式的工作思路等
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就如何扎实推
进非公党建工作引领企业创新发展进行了深入交
流。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通过实地参观，深受教育
与激励，接下来，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工作，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进一步加强科协与科
技企业联系，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好服务，为科协助
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什么是“炸街车”？
所谓“炸街车”，就是非法对车辆排气

管、轮胎、悬挂、进气口等进行不同程度的改
装，使车辆外观闪耀，油门轰鸣刺耳。有一
部分人喜欢驾驶这样“未见其身，已闻其声”
的车辆“炸街”上路，拉风炫酷，引人关注。
然而，“拉风”“炫酷”的背后还存在着诸多安
全隐患和扰民行为。

“炸街车”的危害
1.擅自改变车辆外廓尺寸原有的技术参

数，其突出部位易刮擦其他车辆及行人。
2.更换、加亮氙气大灯可能会对交会的

对向车辆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驾驶人
视觉造成短暂失明，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3.改变转向灯颜色、改装刹车灯为闪烁
形式、灯罩贴膜等，容易导致其他交通参与
者误解车辆发出的信号，从而引发不必要的
交通事故。

4.改变车辆发动机输出功率，不仅产生
强烈的噪声污染，还容易导致车体发生自燃。

5.改装排气系统的消音器，不仅噪音大、
污染重，还干扰其他驾驶人及行人注意力，

易发生危险。
6.改装车辆制动系统，极易导致制动不

足或失效；改装悬架则将影响车身稳定性、
平衡性及通过性。

7.私自改造、改装车辆不但危害重重，而
且汽车销售厂家对于因改装造成的车辆损
坏不予保修。同时，保险公司视情况会对事
故损害赔付加扣或拒赔。

渝北交巡警提醒
非法改装车辆不仅对正常社会秩序造

成影响，还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交通出行
安全。渝北交巡警呼吁广大摩托车驾驶员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在行驶过程中，戴头盔、
不超速、不闯红灯、逆行，做到文明出行，安
全驾驶。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组织应急运力
助力一线抗疫

本报讯（记者 欧云霄 通讯员 张颖）3月15日
上午11点，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接到紧急通知，要求
迅速安排一辆应急车前往区中医院，负责运送27名医
护人员到一线进行疫情排查。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闻令而动，紧急组织两江公交 619 线 83278 号车负
责承担本次运输任务，12:16 准时到达目的地。

运输任务完成后，公交工作人员立即开展车辆
消杀、通风等工作，同时协助医护人员维持现场秩
序，确保核酸检测工作顺利开展。

面对当前疫情，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迅速响应、
周密部署、精心安排，辖区各客运单位不畏艰险、迎难
而上，奋力坚守抗疫一线，以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和
民生保障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 通讯员 钟
荣）近年来，区商务委立足全区开放型经济
实际，着力从优化公共服务、搭建政企沟通
桥梁、规范行业发展上持续同向发力，以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为突破口，推动全委
干部职工尽职服务、遵规守纪、廉洁自律，
持续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全区
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数据显示，2017—2021 年，全区外贸
进出口额累计达到 7800 亿元，约占全市
25%；实际利用外资累计109.12亿美元，约
占全市总量的 20%；我区分别于 2020年、
2021年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消费
电子类）、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区商务委积极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增强主动服务意
识，优化公共服务，是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的着力点。2018年，区商务委从有
利于营造公平、开放、包容的外贸营商环境

出发，创新提出打造外贸综合服务园区
——临空国际贸易示范园。这是全市首个
集贸易、金融、结算、仓储、办公于一体的外
贸集聚园区，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进行试
点，以商招商、政策打包、效益对冲考核的
开放型经济示范项目。该园区成立三年
来，通过招商打包政策的灵活化运用，并提
供工商登记、财务税务等 68 项保姆式服
务，构建了轻资产企业“即签入驻”“拎包入
住”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迅速招商入驻
企业 381 家，年税收 2600 万元，就业 454
人，进出口额120亿元，各项招商指标均远
远超出项目初期的效益预测。

区商务委积极发展中介组织，着力发
挥政企沟通桥梁作用。中介服务组织在党
和政府联系企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
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能有效为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提供指导和咨询。区商务委高
度重视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先后于 2018

年、2020年指导成立了渝北区对外贸易企
业发展促进会和渝北区外商投资服务中心
两个重要的外向型中介服务组织，分别服
务于区内外贸企业和外资企业，该两类企
业为我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市场主
体，数量分别达到 600 余家和 900 余家。
外贸促进会致力于为我区各类商贸市场主
体搭建起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互联互通的桥
梁，提高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能力
和效率，通过形式多样的人才交流、会议培
训、考察活动以及宣传推广等传导政府涉
外经济、贸易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先
后组织了“渝北企业家非洲行”、“渝北企业
家赴广西考察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企业
财税培训等多场活动，实地走访重点外贸
企业100余次。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专门负
责开展我区外资企业全流程服务，为外商
投资者全程免费提供前期投资咨询、中期
审批代理、后期服务保障等专业服务，对外

资企业提供受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搭建
起外资企业与政府各部门沟通的桥梁，
2021年，实地走访重点外资企业52家次，
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反应的问题40余个，外
资企业认可度较高。

此外，区商务委还加强企业诚信承诺，
着力规范行业诚信守法经营。遵纪守法办
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也是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区商务委在加
强廉政风险防控，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的
同时，进一步强化开放型市场主体诚信自
律意识，主动适应国际社会信用体系规则，
积极推进企业诚信承诺制。在项目开展过
程中，企业自愿签订《诚信承诺书》，对企业
信用状况、项目开展真实性、全过程中不实
施影响公平竞争的行为进行全面承诺，若
企业出现违背承诺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关
责任，并在规定时限内全额退回补助资金，
以强化对企业的信用监管。

区商务委：

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突破口
持续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营商环境

区林业局：

“四有”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改装摩托车“炸街”扰民 “多勤联动”执法队查处

区多勤联动执法工作队执法队员现场查获改装摩托车 本报记者 张泽美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泽美 通讯员 侯兆
丰）日前，区“多勤联动”执法工作队在龙塔街
道紫荆路，严肃查处了一名驾驶非法改装摩
托车“炸街”的违法驾驶员。

当日上午10时许，区“多勤联动”执法工
作队执法队员在龙塔街道紫荆路沿线开展综
合整治过程中，发现一名男子驾驶一台二轮
摩托车，在车流中频繁变道加塞。该摩托车
故意加大油门行驶，其阵阵轰鸣声引得周边
行人和驾驶员忍不住大声怒斥该驾驶员。执
法队员立即上前将该摩托车拦停，牵引到安
全地带进行检查。

经查，该驾驶员姓赵，是一名水电工。据赵
某称，他看见网络上有诸多驾驶改装摩托车“炸
街”的短视频，觉得这样很酷炫，还能宣泄自己
平时工作紧张的压力，便购买了一台摩托车，自
己动手拆卸了摩托车消音器进行改装。

当天早晨，赵某驾驶改装后的摩托车出
来试一试性能，刺耳的噪声，果然吸引了大家
注意，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不料，刚
行驶不久就被抓获。

执法队员对赵某非法改装摩托车及驾驶摩
托车“炸街”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制教育，说明了摩
托车非法改装及噪声扰民的危害性。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机动车登记规
定》第五十七条之规定，执法队员依法对刘某处
以罚款500元，责令其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记者了解到，近期，渝北交巡警在紫荆
路、新溉大道、两路城区等重点路段、重点区
域开展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专项整治，采取
蹲守布控、视频巡查、定点设卡检查和渝警骁
骑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摩托车驾驶员
及车辆进行逐一检查，做到“逢车必查，违法
必纠”“零容忍”排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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