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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河流突发山洪，如何向下游河谷的老百姓预警？
过去的“土办法”，是派人轮流在上游值守，一旦发现

险情就逐级通报。但村民居住分散，通报的层级又太多，
有的村民可能还没有接到通知，灾难性的洪水就已经来
临。

重庆多邦科技公司的一款新产品，提供了有效的解决
方案。该产品通过固定在河流或水库底部的感应装置，向
后台自动传送水流量、水位等指标数据，后台自动分析数
据，并将分析结果翻译成相对应的语音，直接通过安装在
村口的大喇叭，向村民发出警报。

这项名为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新产品，正是税收优惠
支持创业创新的成果之一。

“小优惠”激发创新驱动“大动能”

多邦科技公司负责人王永平介绍，过去，他们的主打
产品是可燃气体检测仪，主要用途是对下水道、化粪池等
进行甲烷等可燃气体浓度检测，防止因浓度过高发生爆
炸。市政工作人员需要定期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进行检
测，耗时耗力。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传统的可燃气体检测
仪，需要安装进入下水道和化粪池等地，自动监测并回传
数据，形成大数据库，后者经过计算，对异常情况进行自动
报警。换言之，可燃气体检测仪，需要升级为可燃气体在
线监测系统。

产品升级，关键问题是钱，没有钱，请不来科研人才，
购买不了专业设备。面对上百万的新增研发投入，王永平
犹豫了，新产品开拓新市场，需要漫长的培育周期，如果不
能立竿见影，一个中小企业如何承受得起？

税收优惠送来一场“及时雨”。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国
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按照科技型企业税收优惠
相关政策，多邦科技公司仅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一项，即
获得近150万元税收减免，相当于增加了近150万元的纯
利润。

这笔钱，刚好能满足公司产品升级的技术投入需求，
王永平下定决心，要“试一试”。当年末，升级后的新产品
面世，正如大家所期盼的一样，新产品成为抢手货，2016
年新增销售收入1000余万元，几乎和传统产品平分秋色，
且利润率更高。

从新品研发中尝到甜头，2016年中期，立足于既有的
软硬件技术成果，多邦科技作了产品线的延伸，文章开头
提到的水文自动测报系统，随即面世。在此后一年多时间
里，多邦科技的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仅在重庆大大小小近
2000座水库就安装了700多套，几乎占领了该市场一半
的份额。

“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带来真金白银的减免，还切实地
鼓足了我们做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的信心和勇气，真是非
常感谢。”王永平表示。

和多邦科技一样，位于永川的重庆智考信息技术公
司，也通过税收优惠省下资金，投入产品研发，从而获得更

大的竞争力。
“2016年我们公司研发投入有249.7万元，其中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就达到了112万，再加上我们吸纳残疾
人就业，他们这部分支付工资加计扣除将近19万，同时我
们还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2016年减免税额17万
多，各项优惠政策切实盘活了我们企业的资金，让我们有
更多的底气研发智能系统，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智考公
司财务人员李小凤说，目前该公司专业研发人员共122
名，拥有软件著作权13件、实用新型专利2件，技术实力处
于行业领先水平。

“小优惠”激发小微企业“大创业”

已经上路的企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加大产
品创新力度，实现做大做强，对于还没有上路的创业者而
言，也搭乘税收优惠政策东风，迈上创业之路。万州的冉
剑锋，便是其中的成功案例。

2016年10月，在西藏服役20多年、副团职干部退役
的冉剑锋，在家乡万州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健易商务信
息咨询服务部。不过，商场和战场不同，冉剑锋的企业甫
一开张，就遇到财务管理难题，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万州区国税局的干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上门进
行涉税辅导，不但帮助冉剑锋的企业理顺了财务关系、规
范了财务管理，而且把国家鼓励创业的税收政策送上门，
使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国家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
就业的税收优惠，包括三年内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等。据预计，2017年，冉剑锋的企业能享受的免税额达
1.6万元。截至去年12月底，营业额已达35万元，现金流
充沛，企业也基本实现扭亏为盈。

“国家对我们退役士兵创业支持力度这么大，更加觉
得当初选择自主创业这条路是选对了。”冉剑锋说，国税干
部的贴心服务，加上实实在在的税收减免，对创业者而言
真可谓雪中送炭，不但缓解了自己创业初期的资金困难，
而且增强了创业信心。

和冉剑锋一样，涪陵创业者、骊龙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负责人况琳琳，也凭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成功实现了自
主创业。

“2015年大学毕业我就开始创业，初创阶段基本全身
心地扑在扩大企业生产上，税收政策还真顾不上了解。经
过税务部门的上门辅导，我才知道像我这种小企业也可以
享受国家的税收政策红包，按照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
2017年估计可以减免税款1500余元，金额虽然不大，但
是我感觉很温暖。”况琳琳说。

涪陵区国税局提供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市创
业者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越来越大——2008年-2013年
期间，涪陵区累计享受小微税收优惠的企业约289户，受
惠税款仅93万元；2014年 299户，受惠税款188万元；
2015年329户，受惠税款195万元；2016年724户，受惠
税款378万元。

“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效应不断扩大，为纳税人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减免税金额逐年增加。税务部门将积
极落实创业创新减负政策，不断强化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
惠管理，保证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100%享受优惠，要
用‘小优惠’换取经济增长的‘大动能’，用‘小优惠’激发广
大小微企业的‘大创业’。”涪陵区国税局负责人表示。

税收支持创新创业，去年1-11月
减免总额近68亿元

创新创业，是这个时代的重大主题。
创新，排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

早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就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

“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
态。此后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
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出现“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论述和号召。

在重庆，仅2017年1-11月，国税用于支持创新创业
的税收减免总额近68亿元。创新方面，税收优惠的幅度
正越来越大。市国税局提供的2016年度汇算清缴数据显
示，423户渝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同比增
加151户，增幅55.5%，增加户数超过2014年、2015年新
增户数总和。

新增行业中，占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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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务院6项减税新政策实施后，小微企业优惠
政策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现双扩围。仅此两项将
惠及我市企业所得税纳税人1800余户，新增减免企业所
得税1.6亿元，预计2017年将为5.1万户纳税人减免税额
13.7亿元。

就税收支持创业而言，自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
截至2017年底，重庆市营改增累计减税超213亿元。重
庆四大行业试点中小企业共29.5万户，占试点企业总数
91.6%，成为获益最大的群体。一方面，小规模纳税人从
缴纳5%的营业税降低为缴纳3%的增值税征收率，税收负
担显著减轻；另一方面，个体工商户、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起征点提高至3万元，盈利能力持续增强。2017年1-11
月，重庆小微企业享受国税税收减免45.64亿元。前三季
度，共有26948户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减免
企业所得税2.2亿元。

为支持创新创业而实行的税制改革，还有效地发挥杠
杆作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结构优化。以现代服务业为
例，营改增后资源要素加速聚集，并持续催生出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2013年至2016年，重庆市服务业增加值
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1.6%上升至48.6%，增加7%。截至
2017年底，重庆市共有现代服务业试点纳税人12.7万户，
比2013年增加4.7万户，增长58.3%。

创新创业背后的税收“助推器”
本报记者 吴刚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 实
习生 林曦玺）重庆日报记者1月9
日从市文化委电影处获悉，刚刚过
去的2017年，我市城市电影票房持
续增长，全年共放映电影290.22万
场、观众 4368.32 万人次、总票房
143735.01万元，同比增长21.57%、
7.47%、13.69%。

据介绍，2017年，我市共上映
影片625部，票房上千万元的影片
达38部。票房排名前五的影片分
别为《战狼2》（14866.98万元）、《速
度与激情8》（6773.85万元）、《羞羞
的铁拳》（5400.33万元）、《功夫瑜
伽》（4661.17万元）、《西游伏妖篇》
（4394.60万元）。其中，国产片《战
狼2》创最新单片票房纪录，较2016
年《美人鱼》的单 片票房纪录
9025.94万元增长64.71%。

数据显示，2017年国产片市场
份额继续保持领先，全年放映国产片

505部，观影2209.60万人次，票房
75899.18万元，票房占比52.80%；全
年放映进口片120部，观影2158.72
万人次，票房67835.84万元，占比
47.20%。

市文化委电影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7年，我市积极贯彻执行相
关政策，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扶持、
资金奖励等多项措施，累计投入
4012万元用于扶持新建乡镇影院、
本土电影创作和发行、电影重点项
目和技术研发、影视基地建设等。
这是去年我市电影市场持续火爆的
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2017年，我市影院建设继
续保持量多质优势头，全年新增影院
35家、银幕273块，增幅为19.55%、
21.39%。全市共有经常性营业影院
212家、银幕数1517块，银幕覆盖率
每2.11万人1张，远高出全国每2.76
万人1张的平均水平。

2017年重庆城市电影揽金超过14亿
《战狼2》成年度冠军 创最新单片票房纪录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月9
日，10位重庆老年人在中华遗嘱库
重庆分库顺利领到了遗嘱证。这是
中华遗嘱库在重庆落地以来，发放
的首批遗嘱证。目前，重庆已有数
百名老人到重庆分库预约了遗嘱登
记，预约排期已到今年4月。

去年11月17日，本报刊发了
中华遗嘱库在重庆落地，并免费为
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遗嘱咨询、登
记和保管服务的报道。近两个月
来，前往重庆分库咨询和预约登记
的市民络绎不绝。

昨日第一个拿到遗嘱证的市民
张朝先（化名）老人向重庆日报记者
表示，自己快80岁了，身体健康，有
一个孩子，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此前
他一直想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把
名下的一套房产留给自己的孩子，
也考虑过进行遗嘱公证，但公证的
费用较高，程序也较为繁琐。从报
纸上看到相关消息后，他第一时间
来到重庆分库进行了预约登记。“这
里不但可以免费登记和保管遗嘱，
而且手续简明，效率很高，服务态度
好，遗嘱的法律效力有保证，很适合
我们这些老年人。”

据重庆分库负责人詹庆律师
介绍，目前前来预约登记的老年
人，在遗嘱所涉及的财产方面，都
是以房产为主。截至2017年底，
中华遗嘱库在全国生效的500多
份遗嘱中，其中不乏因当事人协商
未果起诉到法院的，但从最高法院
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查到，这
些案件无一例外，法院最终都直接
采信了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的
遗嘱。

老年人到中华遗嘱库重庆分库
预约免费的遗嘱登记，需要满足哪
些条件？具体登记程序是怎样的？
据介绍，立遗嘱人除了年满60周岁
以外，其资产必须在中国大陆，资产
处于自己或其他共有权人名下；立
遗嘱人须具有书写能力，口齿清楚、
视觉正常，听力较为正常；有文化，
能使用汉语。

在办理流程方面，立遗嘱人前
往中华遗嘱库重庆分库的登记中心
（渝中区两路口重庆村一号905室，
电话：63008380）现场预约，并凭借
排队卡在约定时间到登记中心进行
遗嘱咨询、起草，通过精神评估（自
愿参加）后，方可进行遗嘱登记。

我市助老人免费立遗嘱
首批老人昨日领到遗嘱证

该遗址位于巫山县，共发掘出土标本2364件，其中石制品139件、骨头化石
1346件、牙齿化石879件。

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陈少坤介绍，通过此次发掘，基本探
明了玉米洞旧石器遗址洞穴堆积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明确了洞内古人类活动区域
可能在洞口靠外位置这一判断，同时，他们首次在该遗址出土的骨片上发现了人工
切割和砍砸痕迹，这反映了古人类剔肉和敲骨吸髓的行为，证明遗址周边的大中型
哺乳类动物是古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食物来源，也说明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
程度较深，为研究三峡地区古人类生计模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支撑材料。

该遗址位于两江新区翠云街道。“去年4月至8月，我们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可
以明确，该城始建于宋代。”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李大地说。

他表示，根据此次考古发掘叠压于明清城墙下的宋代夯土城墙可以推断，多功
城始建于宋代，是宋蒙战争时期，山城重庆的有力屏障，这对我们日后研究川渝两
地古代山城布局、城防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他还表示，此次于城北发现了成组分布的院落式建筑基址和出土的大量
明代金母、雷公等具有道教风格的造像，不仅证明了史料记载的翠云寺的确存在，
还极大丰富了该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

该遗址新发现城门（卡门）、采石场等文物点28处，清理
宋至明清时期城墙5段、道路3条、石墙2道、城门2座。

“此次考古发掘中，我们首次在鹅公包、东外城等区域发
现多处宋代建筑遗存，确定该城始建于宋朝。”方刚说，通过
对城门、城墙、采石场等地的挖掘，基本廓清了城址自宋代以
来，内、外两重城圈的布局结构，确认宋代天生城由山顶台
城、东外围城及北外子城三部分组成。

万州天生城遗址

始建于宋朝

2017年重庆

本 报 讯 （记 者
黄琪奥）1月9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地下
文物保护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17年我市
有6大重要考古发现，
分别是奉节白帝城遗
址、万州天生城遗址、两
江新区多功城遗址、江
津朝源观遗址、玉米洞
旧石器遗址、忠县坪上
遗址。

据了解，去年我市
共开展5大门类、90个
考古项目，其中涉外考
古项目1个、主动性考
古项目6个、三峡大遗
址考古项目3个、三峡
水库消落考古项目19
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
61 个，完成调查里程
719.3 千米、调查面积
55.45平方千米，考古发
掘42505平方米。

“这6大重要考古
发现是精挑细选出来
的，非常具有代表性。”
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
说。

该遗址位于奉节新县城以东，共完
成考古发掘面积2690平方米，清理南宋至
明清时期的城墙、城门等遗迹20处，出土
文物300余件，南宋时期白帝城的城垣
格局得到进一步显现。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军
事色彩浓厚，主要为各类铁箭镞、铁
矛、铁镦、铁雷、铜弩机、礌石等南宋
时期的兵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
院副院长方刚说，特别是铁雷的出
土，不仅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战争的
残酷场面，还有力地证明了在宋蒙
战争时期，我国的热兵器制造已取
得了长足发展，并已开始用于战争。

此外，他还表示，通过此次发
掘，还进一步探明了宋蒙战争时期，
白帝城的防御体系。“通过此次发掘，

我们发现南宋白帝城遗址平面近‘马’
形，采用的是‘连环城’‘城中城’‘城外

城’的布局模式，子阳城是白帝城遗址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白帝城陆路防御体系中

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整座城池连环防御的重
要节点，它和白帝城、瞿塘关、下关城互为犄角，

共同构成了南宋时期白帝城的城防系统。”

“该遗址位于江津区四面山风景区内，此次考察中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发现了朝源
观开山住持杨来霖的墓。”李大地说，该墓为一座大型石室墓，由前、后室组成，墓室前
有高大的石牌楼，墓室内雕刻有墓主人像等，其规模、结构在重庆地区清代墓葬中甚为
罕见，无疑为我们研究重庆地区的清代道士墓葬相关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同时，我们在该遗址的两座小型牌楼墓内发现了墓碑铭文，推断该观是道教
全真龙门派道场。”李大地说，而本次出土的一批以三清、孔子、庄子、释迦牟尼等
人物为主要题材的明清时期道教石刻造像，不仅显示出龙门派对儒、佛文化的吸
收融合以及教义的发展演变，还为我们研究西南地区明清时期道教造像工艺提供
了珍贵素材。

在此次公布的6大考古发现中，忠县坪上遗址的发掘工作比较特殊，因为这项
工作是5名女性完成的。

虽然是一支女子考古队，但她们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方刚介绍，在3个
月的考古发掘中，女子考古队共发掘面积1010平方米，发现商周、汉至六朝、唐宋
等3个时期文化遗存，其中商周时期灰坑2座、汉至六朝时期墓葬15座、唐宋时期
灰坑3座。“特别是从汉至六朝时期墓葬发掘出的石斧、石凿、陶壶、甑、罐、盆等
240余件陪葬品，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墓葬随葬品的构成、制作工艺，还为
我们研究墓葬间的关系、墓地的形成提供了帮助。”

6大重要考古发现
1

江津朝源观遗址俯拍照。

天生城遗址东外城
北门。

多功城遗址出土的造像头部。

◀在白帝城遗址出土的铁雷。

坪上遗址随葬物品。

（本组图片均由重
庆市文物局供图） 2

3 两江新区多功城遗址

为川渝两地古代山城研究提供新素材

4 江津朝源观遗址

首次揭示清代道士墓葬的基本面貌

玉米洞旧石器遗址

首次发现人工切割和砍砸痕迹5

忠县坪上遗址

女子考古队发掘成果显著6

玉米洞遗址出土的骨片，上
面有人工切割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