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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将于2017年 11月 24日上午09：00在钢城大厦
1719会议室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7年11月24日（星期五）上午09:00
二、会议地点：钢城大厦1719会议室（大渡口区钢花路8号钢

城大厦17F）
三、会议召集人：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变动的议案》。
六、出席大会人员
1.截至2017年11月14日转让结束后，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17年11月16日－17日上午9：00-11：00，下

午2:30-4:30
2.登记地点：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3.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①自然人股东持
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②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
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③由法定代表人代表
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单位
印章的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④法人股东委托非
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单
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股东账户卡。

自然人股东采用上门方式登记；法人股东可以信函、传真及上
门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请见附件。
八、会议联系人：
李敏、黄红玉
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 8 号钢城大厦 19F（邮编：

400080）
联系电话：（023）68842351、68846215
传真：（023）68842351
九、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3）本次会议预计需时一个小时，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

理。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重庆
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法人股东提供营业执照登记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权证号（股东账户号）：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人股东填写此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_____同志，在我单位任_________职务，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半岛逸景公租房项目约2万平方米商业即将公开招商

半岛逸景公租房项目位于重庆市
大渡口区八桥镇，项目总建筑面积69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46.6
万平方米，共23栋，总户数约1万户；
商业用房建筑面积约12.37万平方米，
其中集中商业约11.34万平方米，社区
商业约1.03万平方米。本次拟将推出
1组团7号楼约2万平方米商业用房

（含3层裙楼及1栋塔楼，均为清水房）
以及配套的90个地下停车位，该楼栋
业态定位为医院或医养类，现诚招运
营商，招商方式为公开招标。有意者
请关注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信息网的招
标信息，或拨打电话详细咨询。

咨询人：杨老师 王老师
咨询电话：63672586

声 明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遗失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东和春天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编号：6530-00210212。声明作废。

“别看我这个种植场现在有这么大的
规模，其实起点非常低，启动资金总共只有
10万元出头，可能还没有你们现在的起点
高！”11月6日，在江津区慈云镇举行的新
兴职业农民培训班上，在台上授课的阙东
禹不仅给学员讲授了蔬菜种植技术，还与
他们一起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阙东禹是慈云镇一水村雷丽种植场的
微企业主、企业党支部书记，是全镇有名的

“菜司令”。他说，他从返乡农民工变成“菜
司令”，靠的不仅是种菜技术，还有非公党
建为他搭建的创业平台。

现年42岁的阙东禹18岁就到广东打
工，因进不了工厂，就到农村帮人种菜，之
后又先后到北京、石家庄等地帮人种菜，学
了一身的种菜技术。2008年，33岁的阙东
禹返回江津，到该区吴滩镇蔬菜基地打工，
帮助创立了“聂家菜”品牌。

2010年，阙东禹拿出所有的积蓄，在
老家一水村流转了210亩耕地、110亩林
地、70 亩河沟，分别种菜、养鸡、养鱼。
2011年，阙东禹在江津区工商局注册微
企，获得3.2万补贴，并从银行获得10万元
贴息贷款。

在给予政策扶持的同时，江津区工商
局还将阙东禹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并指导
成立了雷丽种植场党支部，这也是慈云镇
迄今惟一的微企党支部。

“党建工作为我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
创业平台！”阙东禹说，开始创业的几年，他
种出的菜、养出的鸡和鱼，只能卖给菜贩
子，除去人工工资、土地租金等成本，几乎
年年亏损。成立党支部后，他作为党支部
书记，经常参加区里、镇里的各种会议和活
动，结识了不少企业里的党员负责人。“我
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先进的经营理念，他
们也乐意助我做大微企。”阙东禹由此开始
向一些企业食堂、宾馆饭店直接配送农产
品。因减少了中间销售环节，利润大幅提

高，企业迅速扭亏为盈。
随着客户的不断积累和市场需求量的

不断增长，阙东禹开始动员、指导本村村民
发展蔬菜种植、畜牧水产养殖基地。在
2015年以前，一水村只有雷丽种植场一家
微企，现在已有14家微企和家庭农场，总
计蔬菜种植规模近2000亩。

2016年，阙东禹被选举为江津区家庭
农场协会会长、慈云商会会长。

尝到甜头的阙东禹也格外重视企业党
建工作，已在员工中累计发展了 7名党
员。目前，这些党员均已成为企业的生产
骨干和销售骨干。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等

‘小个专’非公党建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最为
薄弱的环节！”江津区非公工委副书记、区工
商局副局长邱志刚说，近年来他们以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为契机，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一企一
策”推进“小个专”非公党建工作，至今已指
导成立了27个“小个专”非公党组织。

江津区工商局“一企一策”抓实“小个专”非公党建工作

返乡农民工成为“菜司令”
本报记者 周雨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双11”将至，当诸多市民为“买
买买”摩拳擦掌，我市跨境电商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前应对网购
高峰。记者11月7日在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水港功能区跨境电
商公共仓里看到，仓库里已挂起“决战双11”的红色条幅。工人
们在忙着装货、卸货，为“双11”精心准备。据估计，今年“双
11”期间，保税港区跨境电商订单有望突破50万单，交易额有
望突破亿元。

据跨境电商公共仓的运营方重庆港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徐思亮介绍，该仓库今年“双11”备货250万件，去
年只有120万件。存储货物有母婴系列、个人护理、化妆品、日
用品等8000多种，主要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日韩等地。“双
11”期间用户在天猫国际购物，只要显示重庆保税仓有货，在凌
晨或者一早下单，最快当日下班时货物就能送达，正常情况是
次日送达。为保障及时发货，公共仓里有300多名员工工作，
他们将采取24小时作业方式，预计11月11日到14日将完成
20万单。

港腾公司的忙碌是保税港区跨境电商积极备战“双11”的
缩影。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双11”，保税港区积极对
接阿里巴巴菜鸟、网易考拉、唯品会等保税港区龙头跨境电商
项目总部，力争扩大年底大促的规模。与此同时，保税港区还
会同相关部门优化了重庆跨境电商3.0平台，提高平台的处理
速度和承载能力。

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保税港区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
7.2亿元，同比增长89.47%。截至目前，保税港区从事跨境电
商相关业务的企业有177家，累计实现跨境交易额约17.29亿
元，约占重庆跨境电商交易总额48.98亿元的35%。保税港区
的跨境电商产业已初步形成以阿里菜鸟、网易考拉、唯品会

“三巨头”为主引擎，带动中小跨境电商企业集群协同发展的
产业生态。

“双11”保税港区
跨境电商交易额有望突破亿元
市民购买跨境电商货物最快可当天送达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7日，韩国—重庆经贸合作圆
桌会议在渝举行。会上，围绕自由贸易试验区、国税、环保、社
会保障、就业许可等方面的政策规定，重庆相关部门对参会韩
国企业及相关人士进行讲解，并就其提出的有关企业投资发展
等问题与建议进行回应。据介绍，下一步，重庆与韩国将根据
各自的比较优势，在渝共建新兴产业生态，深耕智能制造、大数
据应用、无人驾驶、无人机服务等领域。

韩国企业在渝能够享受哪些政策优惠？市商务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随着重庆自贸试验区挂牌，我市加快推广自
贸试验区外商投资政策，开展外商投资“单一窗口”等多项
创新试点，对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商，实施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和外商投资备案制，促进其投资便利化程度大
幅提升。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随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重庆口
岸将实现通关环节优化30%以上，通关时间将缩短10%以上，
企业成本将下降10%以上；“7×24小时”通关通检机制运行后，
外商企业可以通过提前申请和预约等方式在重庆自贸试验区
实行即通即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行不查验货物“7×24小
时”通关通检。

此外，我市还推出一系列财税政策、金融支持等优惠政策，
加快吸引外商来渝设立综合总部、地区总部和功能总部。如对
符合条件的总部贸易、转口贸易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15%企业
所得税优惠税率政策；自建区域集散分拨中心，优先给予用地
保障；鼓励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总部贸易、转口贸易企业
提供政策性贷款和个性化融资服务等。

市商务委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我市累计批准韩资企业
222家落户，SK海力士、现代汽车、浦项制铁、韩泰轮胎等韩企
相继落户重庆；今年1-9月，重庆与韩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
增长了30.61%。当前，在我市吸引外国投资额和对外贸易额两
个方面，韩国均处前三。

据悉，下一步，重庆与韩国将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重庆
共建新兴产业生态，开拓囊括规划、开发、生产、流通、销售全周
期的合作，并以全球市场为目标，争取在智能制造、大数据应
用、无人驾驶、无人机服务等方面实现商业创新。

222家韩企在渝“找商机”
瞄准智能制造、无人驾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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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在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水港功能区跨境电商公共
仓，印有“决战双11，我们拼了”的横幅十分显眼。

记者 张锦辉 摄

风力发电机的叶片，最大能做到多大？
重庆一家企业的答案，是140米。它

转起来，差不多能覆盖一个足球场。
9月22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装）自主
研发的3兆瓦风电机组产品，成功下线。

它是目前全球直径最大的3兆瓦陆上
风电机组，除了大，还有高智能化和高适应
性的特点，搭载了云端大数据分析组成的
单机及风场运行、监控、远程诊断和预测的
智慧系统，能适应海拔3000米及以下的各
类地理气候环境。

在新品研发上走在行业前列，中国海
装是如何做到的？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税收政策的扶
持。”该公司财务负责人张林说。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
企业，今年将增加5成

据悉，中国海装享受的税收优惠，主要
有两项，一是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
术企业，它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
率，二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近
两年两项税收优惠政策就直接为企业节约
税金1500多万元。

“用这笔钱，我们购买了更先进的实验
设备，招聘了更高级的人才，新产品的研发
进度明显加快。”张林说。

和中国海装一样，重庆三三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三电器），也通过享
受税收优惠，有了更充沛的资金投入研发，
从而获得更大市场。

据介绍，三三电器的主要产品是汽车、
摩托车仪表盘。近年来，由于产品老化，该
公司经营收入不断下滑，企业发展几乎陷
入停滞。

为扭转困局，该企业负责人黄泽胜决
定向海外拓展市场，但要对照海外的技术
标准和规范，需要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考虑到研发投入有风险，黄泽胜犹豫了。
重庆市国税局工作人员知晓后，上门

服务，并告知企业，研发费用可享受所得税
税前加计扣除。

黄泽胜坚定了信心。2016年，该企业
共投入研发费用 214.48 万元，按照加计
50%扣除的政策，共享受扣除额107.24万
元，加上还享受西部大开发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优惠，该项加计扣除优惠折合
减免所得税16.09万元。2017年，按照最
新政策，三三电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比例将从50%提高到75%。

“税负减轻了，我们也加大了研发力
度，专门从国外请了2名研发顾问，并增设
了10余个研究项目。”黄泽胜说，2017年，
他们预计投入250多万元研发费，如果按
照新政策加计75%扣除额，明年预计将享
受近30万元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相比原政
策多减税10万元。目前，三三电器已经拿
到了来自印度及多个中东国家200多万元
的订单，预计2017年增收20%。

重庆市国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
年汇算清缴数据显示，全市国税系统共
424户渝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同比增加152户，增幅55.9%，增加户数超
过2014年、2015年新增户数总和。新增
行业中，四成以上是信息传输、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等新兴行业，计算机、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
造等战略产业占比超三成。鼓励研发创新
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重庆新兴行业和战
略产业的支持作用明显，极大地激发了企
业创新活力。

前三季度，重庆小微企业
享受国税减免39.2亿元

2011年至今，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培育了重庆近60万户小微企业，并为中国
市场主体目录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别——微

型企业。
不过，由于缺乏规模效应、品牌影响力

弱、融资渠道单一，这个群体常常为“缺钱”
困扰。通过税收优惠为其减负，成为其持
续发展的关键。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优惠限额提高，给它们带来了福音。

2015年10月1日起，国家将小微企业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上限提高到了 30
万元。2016年，重庆英耐尔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英耐尔）应纳税所得额依旧超
标，与税收优惠红利失之交臂。

2017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中应纳
税所得额从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这家企
业终于“入围”。

“预计今年全年利润45万元左右，按
照原来的政策，不能享受优惠，需要缴纳所
得税11万元左右。新政策实施后，预计全
年应纳所得税额将减少6.7万元到7.2万
元。”英耐尔财务人员陈本杰说，优惠政策支
持下，他们的资金周转压力大大缓解，目前
正考虑用减税红利来扩大企业经营范围。

和陈本杰一样，重庆市众通建材有限
公司负责人陈鑫，也在为这个政策兴奋不
已。“我们资产总额、从业人数一直都符合
小型微利企业标准，但去年应纳税所得额
超过了30万元，缴纳了12万元企业所得
税。今年营业状况不如去年，预计营业利
润在45万元左右，但所得税相比去年却能
少缴7万元，用来发放职工的年终奖绰绰
有余。”他说。

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重庆小微企
业享受国税减免39.2亿元。从市国税局前
3季度的数据来看，已经有933户应纳税所
得额在30万至50万元之间的企业享受了
小型微利企业优惠，优惠金额逾5500万
元。重庆市国税局负责人预计，2017年全
年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所得税额
将超过3亿元，达到历史新高度，其中30万
至 50 万元之间的企业将新增优惠金额
8000万元以上。

税收政策综合发力，市场
主体得增长，产业结构得优化

除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小型微利企
业优惠限额提高等优惠政策，营改增也给
重庆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目前，全市共有营改增试点纳税人
45.8万户。自2016年5月以来，总体实现
净减税175亿元。其中今年前三季度，净
减税108.6亿元，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目标基本实现。

中小微企业是营改增最大的受益群
体。数据显示，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重
庆四大行业试点中小企业共29万户，占试
点企业总数91.6%。

除了税收优惠，重庆市国税局还深化
企业纳税信用数据的增值运用，与11家银
行签订“税银互动”合作协议以纳税信用等
级为担保，向中小企业推出“税易贷”“好企
贷”“税务贷”等12款纳税信用贷款产品。
截至2017年9月30日，“银税互动”项目共
计发放贷款53.29亿元，惠及企业8782户。

通过税收政策减负，以及“税银互动”
等税收助发展活动，有效地激发创新创业
活力，让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长，经济质量
得以提升，产业结构得以优化。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市新注
册登记纳税人16.9万户，其中企业9万户，
个体7.8万户。

就质量而言，前三季度，重庆中小企业
工业产值突破11800亿元，同比增长16%，
快于GDP增速5.5个百分点，其中小微企
业产值6464.6亿元，同比增长23.2%。

就结构而言，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 19749.56 亿元，同比增长
15%，其中高新技术企业4647.88亿元，同
比增长29.2%，全市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其 中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同 比 增 加
24.6%。

税负轻了
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更足

本报记者 吴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