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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建设川藏铁路是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一项
重大举措，对维护国家统一、促
进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对
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
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川藏铁路沿线
地形地质和气候条件复杂、生态
环境脆弱，修建难度之大世所罕

见，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完成好。国铁集团要落实主体
责任，有关单位和川藏两省区要
加强协调配合，精心组织实施，
广大铁路建设者要发扬“两路”
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科学施
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
推进工程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建

设川藏铁路是党中央、国务院立
足全局、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新发
展理念，按照安全可靠优先、时
间服从质量的原则，优化完善工
程方案，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科
学安排施工组织，狠抓安全生产
责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
好疫情防控、群众民生等工作，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川藏

铁路工程建设，为增进藏区群众
福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
新贡献！

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
开工动员大会11月8日在北京
和川藏铁路控制性工程色季拉
山隧道、大渡河特大桥三地，以
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时进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鹤在大会上传达习近平重
要指示，为川藏铁路工程建设指
挥部揭牌，宣布川藏铁路（雅安

至林芝段）开工建设。
川藏铁路成都至雅安段已

于2018年12月开通运营，拉萨
至林芝段于2015年 6月开工建
设，目前工程进展顺利，此次开
工的雅安至林芝段位于四川省、
西藏自治区境内。线路起自四
川雅安，终至西藏林芝，为国家
Ⅰ级双线铁路，新建正线长度
1011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至
200公里。项目由国铁集团负责
组织实施。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上海奥净贸易有
限公司负责人徐姝珺感慨地
说：“本来我们预期办证需要一
到两个月的时间，但是没有想
到这个中国速度实在是太有效
率了，就是当天可以直接出证
的这个让我们太震惊了！”11
月5日上午，第三届进博会食品
及农产品展区发出了进博会开
幕以来的首张营业执照和食品
经营许可证。上海奥净贸易有
限公司从递交资料，到拿到第
三届进博会参展商首张证照，
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所谓台
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青浦
之所以在此次进博会上展示了
青浦速度、上海速度乃至中国
速度，这与其背后持续创新的
营商服务理念分不开。

效率与创新并存
进博会展商“点赞”

据悉，此次获得证照的上
海奥净贸易有限公司以新西兰
为源点，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
亲试，并挑选来自世界各地天
然安全的产品，是一个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一站式综合购物平
台。此次落户“四叶草”对面的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拿到了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意味着该公司在“四叶草”内展
示的商品，可以同步在绿地全
球贸易港销售。

其实，早在第三届进博会
开始前，青浦区市场监管局已
跨前一步，主动收集进博会参
展商的注册许可需求，并安排
专人提供“一对一”咨询指导服
务，为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打开绿色通道。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张梅
说：“这家上海奥净贸易有限公

司，我们提前提供了咨询服务
并辅导他们前期的材料准备工
作。通过前期的调研掌握了该
企业注册在上海西虹桥的意愿
以后，我们在四叶草现场办
公。在他们提交材料的当天，
通过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告知承
诺和‘证照联办’的方式，以最
快的速度颁发了营业执照和食
品经营许可证。”

除了办证的青浦速度外，
青浦服务在进博会上又出新举
措。11月7日上午，青浦区委
书记赵惠琴在青浦区市场监
管局服务保障进博会办公室
向上海芮居科技有限公司颁
发了营业执照。这是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成立以来，青浦
首次颁发示范区“一址多照”

“一照多址”营业执照，也是示
范区市场准入制度创新的又一
突破，将大大简化办理流程，有
效释放场地资源。

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我们
计划在一体化示范区内开办2
家企业。在提出申办需求时，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主动告诉我
们，可以通过‘一址多照’的形
式为我们办理执照，这样就为
我们节省了租房等运营成本。
我们还想开办一家分公司，没
想到市场监管局又办理了‘一
照多址’的手续，免去了开办分
支机构的麻烦，两件事情一起
办，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
服务非常好。”

赵惠琴对青浦区市场监管
局在市场准入上的创新表示充
分肯定，希望在加快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上
再接再厉。

打通服务企业
“最后一公里”

事实上，能在进博会上展
示高效的服务水平，这与青浦
区长期以来注重营商环境有着
密切的关系。

“公司就在边上，走路过来
交材料就几分钟的事，太方便
了！”今年5月11日下午，位于
清河湾路1150 号的工业园区

企业登记服务站正式对外开
启，前来办理业务的陶女士大
力点赞方便快捷的办理流程。

翻开优化营商环境的记事
本，数字“1”是高频词。工业园
区企业登记服务站实行“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的工作模式，
实现“一站式”办公、“一条龙”
服务，全程无纸化材料“一日审
批”，践行“一次办成”，打通服
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以前园区的经济小区办事
经常要来回跑、多头跑，因为不
方便，往往隔几天才到行政服
务中心取送一次材料，造成审
批久、反馈慢的情况。现在有
了登记服务站，新材料随时提
交，问题材料当场反馈或线上
告知，从多跑路到少跑路，从少
跑路到不跑路。“早上提交，下
午就出执照了，没想到这么
快！”经济小区王先生拿着新出
的营业执照赞不绝口，登记服
务站的开设实打实提升了满意
度和获得感，为优化营商环境
奏响“更强音”。

帮进博会配套企业
解决了登记难题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
可科科长吴卫光介绍说，这些
年来，注册许可科持续从企业
角度考虑，解决它们的痛点和
难点。比如完善市场主体退出
机制，依托企业注销“一窗通”

网上服务平台，推进注销企业
网上办理，并将企业简易注销
登记公告时限由 45 日缩短为
20日，进一步提高企业“退出市
场”效率。又如青浦深化长三
角一体化专窗建设，统一示范
区企业登记标准。设立长三角
示范区企业登记服务站和服务
专窗，由专人负责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提供“跨区通办”“一窗
发放”“证照联办”等一站式服
务。同时，对企业登记标准、办
理流程、办理模式等内容进行
规范，实现市场准入一体化制
度创新。

此外，注册许可科还升级
了“青竹工作室”服务品质，增
加优质服务供给。一是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构建“有求必
应”工作机制，采取线上办理、
容缺办理、远程视频核查、免
费邮寄等服务方式，帮助本区
企业共渡难关、稳步发展。二
是在绿地全球贸易港、青浦工
业园区和朱家角镇设立三个企
业登记服务站，通过延伸服务
触角，实现就近一次办理。三
是通过跨前服务、证照通办等
机制，帮助上海绿地全球商品
贸易港有限公司、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等几十
家进博会重点配套企业解决登
记难题，并为韩国、意大利、北
欧等地区代表全程提供企业
入驻服务。

“上海特产”
在线买到手软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光明
乳品、三枪内衣、老庙黄金珠宝
饰品……这些“上海特产”可以
在网上买到手软！昨日下午，

“11直播月上海制造品牌在线
购”活动正式启动，一大波活动
向消费者“袭来”。

启动仪式上，上汽集团、达闼
机器人、豫园珠宝、光明乳业、冠
生园、三枪集团、上海家化、上美
化妆品、美加净、上海制皂等18
家知名上海本地制造企业分别发
布重点品牌在线活动。同时，拼
多多、京东、阿里、美团、苏宁、盒
马、叮咚、字节跳动、饿了么、途
虎、梦饷、哔哩哔哩、达达等13家
知名电商平台发布助力上海制造
的具体举措。其中，拼多多联合
众多上海制造企业，打造“上海制
造品牌线上购”活动专区；京东与
光明、冠生园、永久等上海制造品
牌深度合作，发放消费券，让利消
费者；阿里在天猫、淘宝将推出一
系列直播活动；苏宁通过百万个
社群、万场直播、万店齐售，赋能
上海传统制造业等。

在活动现场，诸多电商平台
与本地制造企业分别达成了合
作协议，阿里和上汽集团，苏宁
和含山瓷业，网购商会、市直播
电商联盟与市轻工业协会、市纺
织协会进行了现场合作签约，合
作共赢效应进一步凸显。

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委、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国资委主办，市
政府新闻办、长宁区政府支持，
充分发挥“11直播月”作用，围
绕汽车、个护美妆、纺织、服装、
食品、珠宝首饰、家具家居、智能
硬件、医疗健身、文化创意10个
领域，组织多场重点活动，设立

“上海制造”产品直播专场、线上
直播专区等，同时紧扣“双十一”

“双十二”、跨年迎新购物季等消
费热点，不断放大和延续活动效
应，开展“上”海制造品牌专区大
汇展、“海”派生活海上制造、上
海工业“品”直播交易、上海制造
佳品年终大“牌”档四大主题活
动，着力推动电商平台与上海制
造企业深化对接，促进本市生产
制造企业扩大销售，形成消费促
进生产的长效机制。

■ 广大铁路建设者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青浦这个部门，打造出“上海速度”

进博会开幕以来的首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发出。
受访者供图

首次颁发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一址多照”“一照多址”营业执照以及进博会首张证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