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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重庆全面推行六十五项“一件事”套餐服务
重庆日报讯（记者 何春阳）近日，我
市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休闲娱乐、法律
援助等领域，向企业和群众推出了第二批
共 24 项重点事项“一件事”套餐主题式集
成服务（以下简称
“一件事”
套餐服务）。至
此，重庆已推出 65 项重点事项“一件事”套
餐服务，涵盖“出生一件事”
“结婚一件事”
“我要开办企业”
“职工退休”等多个方面，
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既不用再多头跑，而且
办事更方便、高效。
65 个重点事项实现
“一件事一次办”
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深入推进政务服
务创新，立足企业和群众实际需要，推出
“一件事”
套餐服务。
所谓“一件事”套餐服务，是指将企业
和群众需要到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办理的事
项，特别是需到多个部门、需经多个环节办
理的事项，经过环节整合、流程优化，成为
企业和群众眼中的
“一件事”
，实行
“一次告
知、一表申报、一窗受理、一次办成”，切实
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
来回跑等难题。
2021 年 8 月，合川区先行试点，围绕
自然人、法人全生命周期，探索推出 45 项
“一件事”套餐服务。自然人全生命周期，
指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包括出

生、上学、住房、婚姻、就业、创业、失业、退
休、后事等阶段。法人全生命周期，则指法
人从准入到退出的全过程，包括准入登记、
准营登记、投产建设、纳税服务、员工保障、
政策兑现、注销登记等阶段。
2021 年 10 月，我市在试点区县基础
上，选择涉及面广、办件量大的高频事项，
梳理确定了首批市级统筹
“一件事”
套餐服
务 41 项，包括“我要开店”
“ 我要办证”等。
同时，线下在市级部门政务服务大厅、区县
行政服务中心设置
“一件事一次办”
综合窗
口；
线上在
“渝快办”
平台设置
“一件事一次
办”专栏，方便企业和群众就近办理、网上
办。
市政府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线上
“一次登录、一网通办”
，线下
“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
“
，一件事”
套餐服务逐步实现
了政务服务机构从审批
“一个事项”
转变为
服务企业群众“一件事”全流程办理，从企
业和群众办事到每个政务服务机构“最多
跑一次”
转变为
“一件事最多跑一次”
。
“串联审批”
变
“线上审批”
“过去政府行政审批以职能型审批为
主，是
‘串联审批模式’
，现在我们通过破除
审批行政壁垒，将原有的‘串联审批’优化
升级为
‘线上并联审批’
，形成了
‘一件事一

次办’
闭环，并努力推动更多
‘一件事’
套餐
记者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看到，政
全程网办。
”
该负责人介绍说。
务服务专栏中有 65 项“一件事一次办”服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该负责人表示，
务事项，包括“结婚一件事”
“ 我要开办企
为达成“一件事一次办”目标，我市进一步
业”
“职工退休”
等。
强化部门协同，聚焦办事节点、办事场景、
以“职工退休”为例，市民办理职工退
办事渠道等办理过程，最大限度优化流程，
休，只需持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
全面打通数据共享通道，实行结果互认等，
份证，以及
“职工退休”
事项申报表等材料，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甚至一次都不
到办理现场一次，就可完成相关的关系转
跑，
就能把事办好。
移、欠费补缴、重复退费等手续，20 个工作
例如在推进
“出生一件事”
全程网办优
日内就能办结。与过去分次办理相比，
“职
化工作中，我市优化设计统一身份认证方
工退休”套餐服务可让办事人少跑 4 趟，减
式，用线上人脸识别代替现场身份核验；
将
少 4 个环节，减免 7 份材料，节约 26 天时
卫生、健康、公安、医保、社保等部门相关数
间。
据接入“渝快办”平台，用数据关联核验代
再如
“创业”
套餐，办事人只需跑一次，
替现场提交材料；通过“前端一体申报、后 “一条龙”服务即可将相关环节轻松搞定。
台并联处理、信息集成共享”方式，打通关
与过去的分次办理相比，
“ 一件事”套餐办
键堵点，推动服务模式优化升级，提高企业
理承诺时限缩减为 45 个工作日，可减少环
群众办事效率。
节 15 个，
减免材料 21 份。
“在对第一批试点情况进行整理分析
与此同时，我市鼓励各区县各部门积
后，我们作了进一步优化，并有序新增了第
极改革创新，让企业和群众能一次性办更
二批套餐项目，逐个制定操作规程标准。” 多事。目前，各区县也纷纷推出了
“我要开
该负责人说。
饭店”
“适龄儿童入学一件事”
“社保卡申领
一件事”
等多种
“一件事”
套餐服务。
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
据统计，我市推行“一件事”套餐服务
“一件事”套餐服务通过减环节、减材
来，企业和群众平均办理时间减少 40%、
料、减时间，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了高效的办
跑动次数减少 72%、办理环节减少 47%、
事体验。
办理材料减少 31%。

2025年基本建成全国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
市发展改革委解读《重庆市大健康产业发展
“十四五”
规划（2021—2025年）》
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重庆市大健康产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2021-2025 年）》
（以下简称：
《规划》）
近日出炉。
《规划》指出了怎样的发展方向，
有哪些重点任务？1 月 12 日，市发展改革
委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该 负 责 人 介 绍 ，从 主 要 目 标 来 看 ，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覆盖
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特色
鲜明的大健康产业体系，优质健康资源
覆盖面有效扩大，健康创新技术和转化
能力大幅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更加健全，健康中国重庆行动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大健康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
要支柱产业，基本建成全国大健康产业
融合发展先行区。
到 2035 年，国家医学名城、西部医疗
高地、国家重要医药基地和国际知名康养

胜地国内外影响力更加凸显，成为面向世
界、服务全国的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高地。
在产业发展方面，
《规划》提出了 5 个
重点领域。
首先是优质化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业。
坚持扩增量与提质量并重，加快国家医学
中心、国家区域诊疗中心（中医）、国家中医
疫病防治基地、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基
地建设，大力发展智慧医疗服务，提升“重
庆医美”
知名度，打造国家医学名城和西部
医疗高地。
第二是集群化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统
筹中医、西医两大领域，加快生物药、化学
药、现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医药流通服
务升级发展，形成配套体系完整、规模效益
突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医药产业集
群，建设国家重要医药基地，打造国际医药

供应链枢纽城市。
第三是特色化发展养生养老产业。突
出产业融合、特色创新，推动养生养老服务
与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业态融合发展，
提档升级和新建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
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打造国际知名康养胜
地。
第四是专业化发展健身康体产业。围
绕以增强人民体质为核心，加快体育强市
建设，全面发展健身休闲、赛事活动、健身
用品等业态，推动健身康体产品和服务层
次更加多元优质，建设全国户外运动首选
目的地和体育健康休闲消费集聚地。
第五是精细化发展健康管理产业。坚
持以健康需求和健康问题为导向，不断提
升健康管理服务质效，逐步推广全生命周

期分级式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大力丰富
健康管理服务产品，推动向个性化、专业
化、智慧化发展。
相应地，
《规划》也提出了 5 项重点任
务。要求增强发展动能，构建科技成果从
研发、中试、市场化导入到产业化的创新链
条；
夯实发展载体，做强巴南重庆国际生物
城、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和水土生物
医药创新基地；
激发发展活力，努力形成龙
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
地”
的发展格局；
提升发展能级，让更多
“重
庆造”健康产品和服务享誉全国、走向世
界；
拓展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成渝地区大健康产业
协同发展，强化与沿海发达地区健康产业
互动。
（据《重庆日报》
）

重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升至 61%
重庆日报讯（记者 颜 安）记者 1 月 11
日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去年是“十四五”
开局第一年，我市将农业科技创新作为推
动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第一动
力，着力解决关键问题，构建从创新源头到
推广应用的完整链条，全市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预计提升至 61%。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农业科技进
步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在重
庆，山区丘陵占 98%，地块稀碎分散，导致
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
率相对较低。
“这决定了我们必须依靠科技
创新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农

业质量变革。”
市农业农村委科教处有关负
责人表示，去年以来我市坚持问题导向，疏
通卡点堵点，推动科技创新为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赋能。
人才资源不够聚集，一直是困扰农业
创新的一个问题。去年以来，我市围绕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组建粮油、蔬
菜、生猪、榨菜、柑橘、茶叶等 14 个产业技
术体系创新团队，集聚科研人才 564 人，累
计引进、选育新品种 82 个，研发集成新技
术 312 项，研制新设备 39 台套，研发新产
品 131 个。内部“挖潜”的同时，我市还借
助“外力”，与中国农科院开展农业科技创

新战略合作，聚焦产业发展技术瓶颈问题，
三是积极培育万州区三峡山地特色农业科
首批启动实施 14 个合作项目，汇聚专家
技创新中心、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256 人。
中心重庆分中心等特色平台。
“在创新载体方面，针对创新要素集聚
人才的聚集和平台的搭建，让农业科
不够、科研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我们着力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速：
“ 神 9 优 28”水稻
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
市农业农村
实现了重庆一级优质米零的突破；
“ 庆油
委科教处有关负责人介绍，一是成功争取
8 号”油菜含油量达到 51.54%，实现了从
到全国农业领域首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三碗菜籽榨一碗油”到“两碗菜籽榨一碗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在重庆布局，
油”的飞跃；
“ 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技
并组建了生猪遗传育种与繁殖、营养与饲
术”入选中国农业农村 9 大新技术；研发
料、疫病防控、养殖环境与工程、大数据五
完成的国内首台榨菜联合收割机试验成
个领域 14 个创新团队；二是实施成渝现代
功，填补了我国榨菜收获机械化装备空
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科技合作项目 7 个； 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