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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唐中
明）即日起至 10月 25日，市科委将开展
2018年重庆市高成长性科技企业申报工
作。科技企业分为牛羚企业和瞪羚企业两
类，申报成功将可享受科技创新券支持。

据了解，牛羚企业和瞪羚企业必须分别
满足以下条件：牛羚企业应当连续两年主营
业务收入增长20%以上，且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200万元以上。瞪羚
企业应当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连续三年主营

业务收入增长30%以上，且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1000万元以上或利润
总额达到200万元以上。

据悉，申报成功的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将
可享受科技创新券支持。科技创新券是由
市科委和市财政局利用市级财政科技发展
资金设立和发放，无偿资助科技型企业开展
研发活动或购买科技服务的一种凭证。科
技创新券包括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券、双
高企业培育创新券、挂牌成长创新券三类。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券券面总额为2万
元；双高企业培育创新券券面总额分别为
10万元、20万元；挂牌成长创新券券面总额
分别为10万元、30万元。

快来申报2018年重庆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申报成功即可获得科技创新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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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工商银行不断创新服务理念，
延伸服务触角，近期又有了新举措。以前，
企业设立之初相关的证照、手续的批复，让
不少创业者摸不着门道。现在，工行重庆
市分行辖内首批40余家网点推出了“工商
企业通”，并设立工商注册免费辅助办理中
心（下称工商注册办理中心），可免费为新
落户重庆的企业提供注册登记代办营业执
照、对公账户开户、金融产品配套等“一站
式”综合服务。

能帮创业者办什么？
“我是在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了解到可以来

银行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不用专门去工商
窗口排队，3天左右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大大节
约了办理的时间！在这之前，我有朋友还专门
找中介服务机构代办注册业务，现在看来，完
全没必要额外花这个钱。”通过工商银行相关
网点代理并顺利拿到营业执照的某孕婴用品
公司负责人周女士介绍说。

周女士提到的正是工行重庆市分行推出
的“工商企业通”服务。据了解，“工商企业
通”，是工商银行利用营业网点、业务人员、科
技系统、金融产品等优势，与重庆市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进行紧密合作，免费为新设企业提供
代办名称预核准、注册登记并申领营业执照。
此项民生服务创新改革，旨在通过政银合作，
既方便企业就近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又贴身为
企业提供结算、融资等综合金融服务，真正实
现“政银企”三赢。

据工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重庆市主城及各区县首批已有40余家营业网
点开通受理此项业务。今后，重庆市创业者申
办企业，可就近选择工行相关网点，按规定提
交工商登记申请资料，只要资料齐全、符合规
范，最快3个工作日即可拿到营业执照。

创业者怎么申请办理？
创业者初次申请注册公司，如果没有专人

指导，对业务流程、资料填写这些细节问题往
往把握得不到位。正因为如此，不少创业者在
网上申请注册公司时，会感到较为费力。

那么，客户如何在工行办理“工商企业通”
业务呢？据了解，工行网点设立的工商注册办
理中心设有专门的办公场地，并配备了专业服
务团队。此前，他们分别前往网点所在地的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相关的业务学习，熟练
掌握了前期资料收集、资料录入、资料审核等
公司注册申请的业务流程，能够为创业者提供
专业的业务指导。

在这里，创业者只需将相关资料一次性提
交至银行，就会有专人免费指导其通过网上系
统申办企业。所有的资料在网上填好后，将通
过专属的“绿色通道”提交给工商部门审核人
员，从而实现快速审核、发放营业执照。一般
情况下，创业者从提出申请到拿到营业执照，
不超过3天时间，整个过程都可在工行完成。

此外，工行重庆市分行还充分利用自身的
资源和业务优势，为新设企业提供开户、融资
贷款等系列金融服务。工作人员事先与申请
人进行沟通对接，在代理登记业务的同时，为
每名客户量身定制一套特色金融服务。据透
露，下一步，工行重庆市分行还将积极推送“工
商企业通”在更多网点落地，为全市“双创”企
业带去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网点
解放碑支行
和平路支行
朝天门支行营业部
大坪支行
两路口支行营业部
北城天城支行
江北建新东路支行
观音桥支行
渝北空港支行
龙溪支行
南岸支行营业部
弹子石支行
凤天路支行
大渡口钢花路支行
高科技支行营业部
高科技科园支行

网点
九龙坡九龙园支行
白市驿支行
杨家坪支行
巴南支行营业部
北碚三溪口支行
长寿支行营业部
璧山支行营业部
江津双福支行
合川龙城支行
潼南营业室
永川东城支行
永川昌州支行
双桥营业室
永川营业室
开州支行营业部
梁平支行营业部

网点
忠县支行营业室
万州太白支行
万州天城支行
酉阳支行营业室
黔江分行营业部
涪陵枳城支行
涪陵南门山支行
涪陵李渡支行
涪陵实验路支行
丰都支行营业室
涪陵城东支行
涪陵中山支行
垫江桂南支行
武隆支行营业室
南川支行营业室

联系电话
63812190
63656681
63788175
68810094
63532094
13594615900
13883316818
15730799399
15683292827
13650598162
62918304
62512130
65231790
68833842
13896043000
13908365167

联系电话
68061012
65360525
68435187
13320281592
60301182
40896519
41422363
13500381133
13883729156
44551458
13983174747、43722792
13068380518、46749801
15826133008、43382534
13709400890、49280555
8576203、18512337162
13609443404

联系电话
54232602、18323602232
13272507818
13709458678
13896800569
13677666772
72233054、13308258666
72234001、15320869954
72183262、13996856377
72145940、13996833071
70708793、15095853009
72234115、13618294906
72251827、13983303013
74503081、13637959310
77725778、15095894341
71424067、13896546011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何
浩）昨天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重庆市公共汽车
客运条例（草案）》（以下简称三审稿）迎
来第三次审议。三审稿保留了设置公共
汽车专用车道的规定，并新增主城区划
设全天候公共汽车专用道需召开听证会

的规定。
在备受关注的公共汽车专用车道问

题上，市人大法制委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后
认为，公共汽车是大多数市民便捷出行的
重要选择，设置公共汽车专用车道可以为
公共汽车高效运行提供基础，从而实现公
共交通优先，提高城市公共客运车辆的通
行效率，因此有必要在有条件的道路设置
公共汽车专用车道。同时，考虑到重庆道
路普遍狭窄，合道、并道路段多，为避免划

设全天候公共汽车专用车道造成道路资
源闲置、浪费，应当严格限定划设全天候
公共汽车专用车道的程序。三审稿提出，
公共汽车专用车道包括全天候和高峰时
段专用车道，正向行驶和逆向行驶专用车
道。并增加规定，“主城区划设全天候公
共汽车专用车道应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会同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划设方案，
召开听证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
会公布。”三审稿还提出了在规定时段内、

规定方向上，校车也可以使用公共汽车专
用道。

记者了解到，《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条
例（草案）》或将在明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进行表决。

主城区划设全天候公共汽车专用道需听证
《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草案）》迎来第三次审议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何浩）
在昨天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今年我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205天，同比增加4天。今
年1至8月，全市发出环境违法行政处罚决
定书3973件，罚款2.68亿元，

报告显示，全市设立四级河长、三级
双总河长，分级分段共设立河长1.7万余
名。累计建成城乡污水处理设施1600余

座；44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提高
至一级A排放标准，39座城市污水处理
厂完成改扩建。此外，深化船舶码头污染
治理，淘汰老旧运输船舶1300余艘；涪陵
区、长寿区、云阳县、忠县船舶废弃物接收
处置工作全部开工；取缔非法码头 108
个、餐饮船舶109艘。全面完成主城区城
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24个船舶、码
头整治工作。

今年1至8月

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205天

昨天上午，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举行，会上听取了市旅发委主任刘旗
作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旅游产业发
展情况的报告》，为打造重庆旅游业升级版，
报告提出，我市下一步将做大做强四大项目
集群。

全市A级景区达到236个
报告显示，今年1~8月，重庆接待境内

外游客 3.65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610.26亿元。

据介绍，我市成功打造推出了金佛山、
桃花源、黑山谷等一批精品景区。目前，我
市有市级以上旅游度假区15个，其中仙女
山度假区获批全国首批17个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之一；金佛山成功入列世界自然遗产，
全市世界自然遗产达到3个。

全市A级景区达到236个，5A级景区
增加到8个。全市旅行社达到622家，出境
游旅行社95家，全市星级饭店达到210家，
建成温泉旅游景区36个。

我市坚持依法兴旅治旅，强化全区域管
理。今年上半年，市旅游投诉中心受理各类
旅游投诉案件176件。撤销A级旅游景区
资质8家，延期复核星级饭店8家，取消星

级饭店资质21家。

主城观光巴士年内全覆盖
刘旗透露，我市着力构建都市旅游观光

巴士网络，目前主城区开行观光巴士线路
11条，投入运营车辆34台，累计运送游客
约24.49万人次；大力发展旅游集散中心，
建成市级旅游集散中心7个，开发旅游产品
78个，旅游线路143条。在智慧旅游方面，
成立重庆市旅游数据中心，顺利完成所有
4A以上旅游景区视频接入，在35个景区景
点试点推行客流实时监测与分析。

我市下一步将打造公交专用道、骑行专
用道、登山步道等慢行系统，年内实现主城
区观光巴士线路全覆盖。

四大项目集群做大做强
为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努力把

重庆建设成为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报告
提出，我市将做大做强四大项目集群。（详见
图表） 都市传媒记者 何浩

做大做强四大项目集群打造重庆旅游业升级版

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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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温泉谷项目集群。高标准拓展温泉景区休闲度假、康体养生等
功能，做强“五方十泉”、做优“一圈百泉”并形成项目集群，使“世界温泉之都”
成为全球知名品牌。

二是长江三峡国际旅游集散中心项目集群。以打造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
游带为目标，着眼加速推进我市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长江游轮旅游国际化进程，
全力打造以万州为中心的“水、公、铁、空”国际旅游集散中心。

三是重庆都市旅游项目集群。着眼“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目标定位，打
造都市旅游品牌。以地铁、轻轨、索道、游轮、有轨无轨公交以及直升机等立体
旅游交通为依托，串联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街区，形成精品旅游线路和产品集
群。

四是立体气候四季康养项
目集群。实现由单一的“避暑
旅游”向“气候养生”“四季康
养”全面转型升级。

重报集团都市传媒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