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重庆新闻 6CHONGQING DAILY

2021年8月2日 星期一
责编 林懿 美编 赵炬

巴南 撑起民生“保障伞”织密参保“幸福网”
社会是民生之依，保障是民生之

盾。当区域经济发展站上新起点，当
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进一步
增长。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以
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为主线，以保
运转、抓落实、促改革、优服务为重
点，撑起坚固的民生“保障伞”，织密
广泛的参保“幸福网”。

如今，巴南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
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降费减负”
政策进一步赋能企业发展，川渝合作
拉近两地距离脉动新活力，“跨省通
办”提质增效服务体验，一步一个脚
印汇聚成民生答卷。

城乡养老保险
参保率95%以上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农民老了
也能领‘工资’。”老百姓用朴实的话

语表达感激之情，扩面征缴托起稳稳
的幸福。

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深入
推进全民参保计划，让老百姓对社会
保障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明白参保到
底意味着什么：是步履蹒跚时领到的
养老金，是工作失利时领到的补偿金，
是身体突发疾病时报销的保险金……

截至6月底，巴南区城乡养老保
险参保率巩固稳定在95%以上，努力
实现法定人员参保全覆盖。

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是保障
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数据显
示，巴南区累计为4000名工伤职工
发放工伤保险待遇3700万元；于6
月底前完成了全区退休人员待遇调
整工作，一次性补发共计1.08亿元，
做到了一人不漏、一天不拖、一分不
少。

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今年

上半年，巴南区累计发放基本养老金
和养老保险待遇25.47亿元，既体现
了巴南政府执政为民的情怀，也带给
老人们蹭蹭上涨的幸福感。

“跨省通办”窗口
5分钟办结

办理跨省社保业务，过去需要回
到原参保地，现在仅需5分钟，在巴
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跨省通办”
窗口就能办结申请。数据代替人跑
腿，让办事效率跑出“加速度”，以往
需要来回奔波的业务，现在轻点鼠标
就能完成。

“真的太方便了，不用回深圳打
印参保凭证，我只交了一张申请表，
窗口就帮我办好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王女士以前在广州仕邦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班，一直随

用人单位在深圳市参加城镇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今年回到巴南灵活就
业，轻松办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
续。截至目前，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
中心共受理办结了2850件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跨省通办”业务。

不断优化的社保经办服务回应
百姓的新期待，顺应社会发展新趋
势，治痛点、破难点、疏堵点，既注重
当下，也关注未来。

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全覆
盖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培训，通过“线
上培训+跟班培训”实现理论学习和
实战操作“两手抓”，区、镇街、村社三
级全覆盖；落实58项社保业务政务
服务事项流程核对公开，网办率达到
100%；实现23个镇街社保所、300余
个村社金保网络、生存认证等全覆
盖；派驻专人进驻政务中心开办企业
窗口，实现开办企业工商执照、社保、

税务“一网通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降费减负2600万元
缓解企业负担

今年3月，重庆巴渝机械厂厂长
登门“诉苦”。行业不景气让经营之
路步履蹒跚，疫情过后更是雪上加
霜，营业额下降了40%。“全厂12名
员工，‘饭碗’快端不稳了。”厂长话语
哽咽，他们的困境代表了部分企业现
状，希望能有优惠政策减轻经营负
担。

关键时刻，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
中心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三进三送”带来政策“暖阳”。截至
今年6月底，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
心共为2661家企业办理小微减负优
惠，为2373家企业办理困难行业减
负优惠，共减免费用2600万元。

企业“轻装上阵”让区域经济焕
发新活力，加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东风，给两地生产、生活带来
极大便利。巴南全面落实《2021年
度川渝人社合作重点工作任务清
单》，推动与成都市温江区社保局签
署合作备忘录，加深两地社保合作。
今年上半年，巴南区办理成渝两地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522件。

随着一项项改革创新举措落地，
耕耘的道路、奋进的步伐愈发明晰：
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积极做好
全国养老保险统筹准备工作，稳步实
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落实
退捕渔民社保安置工作，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
面完成国有企业社会化常态化移交
工作。

王雪莱 阳丽

办结2850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跨省通办”业务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7月
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部金融中
心核心区、国际消费目的地、重庆江
北嘴中央商务区超五星酒店集中亮
相签约仪式暨CEO峰会上获悉，瑰
丽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及万豪W
酒店3家超五星酒店签约落户江北
嘴中央商务区。

在活动现场，瑰丽酒店、丽思卡
尔顿酒店及万豪W酒店的企业代表
分别与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 A-
ONE、ICFC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及金
融城9号的业主方代表进行了酒店
入驻签约。

3家新签约酒店将与江北嘴中
央商务区现有的丽晶酒店、尼依格罗
酒店，共同构筑起江北嘴超五星酒店

服务集群，助推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

目前，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已入驻
金融总部机构等企业4000余家，是
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国际化窗
口，同时还被赋予了西部金融中心核
心承载区的定位。

江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将依托区域内超五星酒
店服务集群、大型购物中心、特色商
业街区、重点商业项目等优质资源，
不断增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辐射带动力
和国际影响力，为江北区实现“四个
率先”目标、加快建设全市“两高”示
范区和争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示范区提供新动能。

3家超五星酒店
将落户江北嘴中央商务区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重庆税务
“半年报”近日出炉。增值税发票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重庆销售收入较2020
年和2019年同期均增长36.7%，两年平
均增长16.9%，反映出重庆经济运行总
体上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

“上半年，重庆经济在2、3月份经历
‘低基数’影响下的畸高增长后，迅速‘冲
高回稳’，二季度销售收入平均增幅稳定
在17%左右的较高水平。”重庆市税务
局税收经济分析处处长张科鸿表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数
据显示，上半年，重庆制造业销售收入同
比 增 长 44%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43.7%，两年平均增长19.8%。“制造业
企业生产资料购进和产能双双增长，表
明重庆制造业预期积极向好，生产经营

持续扩张。”张科鸿介绍，其中，汽车制造
业、装备产业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分别较
2019年同期增长46.1%、54.1%。

制造业表现亮眼的同时，重庆消费
市场也逐步活跃升温。数据显示，上半

年，重庆零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3.4%，较2019年同期增长46.1%，两年
平均增长20.9%。特别是生活保障类的
刚需品消费增长较快，食品饮料烟草、医
药及医疗器材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长

64.6%、61.3%。
科技创新作用愈加凸显也是上半

年重庆经济发展一大亮点。数据显示，
1-6月，重庆智能制造业快速发展，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销售收
入较2019年同期增长55.5%。同时，企
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制造业购进
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25.5%，较2019年同期增长2.4倍。

出口方面，重庆保持着平稳增长。
上半年，重庆出口金额较2019年同期增
长10.2%，两年平均增长5%。在各类出
口行业中，制造业出口金额占比近九
成。从出口市场看，重庆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东盟国家出口金额保
持较高增长水平，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
长20.9%、13.7%。

重庆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7%
制造业销售收入较2020年同比增长44%，科技创新作用愈加凸显

7月29日晚9点30分，重庆市山城
雪豹应急救援青年志愿者总队、重庆市
人民防空志愿者总队28名奔赴河南抗
洪救灾的志愿者，经过5天的紧张救援
后回到重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24日中
午，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派出的第
一批山城雪豹应急救援青年志愿者到达
河南。

为进一步加大救援力度，当天下午，
第二批28名山城雪豹应急救援青年志
愿者、人民防空志愿者又紧急赶赴河南
新乡卫辉市参加救援。

7月25日晚22点30分，卫辉市比
干大道，洪水漫街。一名男子站在街头，
神情焦灼，不时拉住路人询问情况。

这名男子叫小鹏（化名），家住新乡
市。他家附近已经安全了。他之所以出
现在卫辉街头，是为了来接自己的亲戚
去他家住。

“我的亲戚是一名孕妇，外加她的儿
子。她说楼下全是一两米深的水，根本
出不去。现在，家里能吃的东西已经吃
完了。”小鹏焦急地说。

最终，这位孕妇拨打救援电话，山城
雪豹应急救援青年志愿者总队的救援人
员把她和她儿子安全转移了出来。

原来，重庆志愿者队伍抵达卫辉后，
便立刻派出包括蒋金男、廖维雄、龙孝
平、刘可等在内的3车3艇9人，前往受
灾村庄救援。而此前，他们从重庆出发
赶往卫辉，已足足赶了20多个小时的
路，早已经满身疲惫了。在发现村庄暂
无需要救援的人后，他们立刻赶回卫辉
市区，发现这里有大批群众需要转移救
援，当即投入到救援中。救援的对象，是
被所困的卫辉市民。

当时，夜色已深，志愿者们却只在
白天吃了两桶方便面充饥，根本没来得
及吃晚饭。“等救援完毕再吃晚饭！”蒋
金男一边往水里拖救生艇，一边大声吼
道。

“被我们转移出来的人，大多是孩子
和老人，其中有个老人脚好像脱臼了，用
塑料袋包着，急需送到医院。我们不敢
耽搁，小心翼翼把老人扶到船上，然后往
指定地点送。”廖维雄说。

一直忙到凌晨3点30分左右，又累
又饿的重庆志愿者们才陆续撤下来，等
到安顿好后已是凌晨4点多，原本说想
回来吃的晚饭，基本可以算是早饭了。

“确实有点累，毕竟赶路都赶了20
多个小时。”廖维雄说，救援过程中，水势
还算平稳，但也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例如，夜里在洪水上行船和救援时，
很难看清楚水里面有什么东西。

“一个塑料袋如果和发动机缠到一
起，发动机就完了。而洪水里不仅有塑
料袋，还有桌子、板凳、沙发、汽车、玻璃
等等，这些东西不小心碰到了，很有可能

就会受伤。”廖维雄说，他们一名队员就
因此被洪水掩盖的尖锐的栏杆划到了,
所幸穿着专业的防水救援服，只是划破
了裤子，没有受伤。

据统计，团市委派出的赴河南抗洪
救灾志愿者参与的第一次救援，便成功
安全转移了40余名受困群众。而在5
天5夜的抗洪救灾中，他们累计成功转
移群众800余人，抢救电信机房1个（保
障卫辉市通信），抢救基站若干，运送保
障机房物资3吨。

“谢谢叔叔们！”
“如果没有你们，不知道孩子们会有

多危险。”
……
7月28日，在一片感谢声中，志愿

者们踏上了返回重庆的归程。
（本报通讯员）

奋战5天5夜，安全转移群众800余人
——写在团市委派出的赴河南抗洪救灾志愿者返渝之际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 实
习生 郭心悦）8月1日，由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重庆市总商会联合主办的

“2021年度渝商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本次活动除了开展“年度杰出渝
商”“年度新锐渝商”两大奖项评选
外，还新增了“2021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渝商贡献奖”。

“年度渝商评选”是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于2006年创立的大型民营经
济人物评选活动，今年评选主题为

“建功新时代，启航新征程”，将挖掘
在2021年度发挥科技创新优势，推
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投身乡
村振兴，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融
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领军人物，充分
展现民营企业迸发的创新创造活力。

据悉，今年的渝商评选采取部
门、商协会推荐及企业自荐相结合的
报名方式，主办单位将对参评人进行
资格遴选，然后通过实地走访、网络
公众投票、市级部门意见征询、专家

评审团现场终评等环节，产生获奖名
单并进行公示和表彰。

参评2021“年度杰出渝商”奖项
的，要求企业在重庆注册3年以上，
年度营业额要求也从过去的2亿元
人民币以上提高至3亿元人民币以
上，同时要求参评人担任董事局主席
或董事长职务。

参评2021“年度新锐渝商”奖项
的，要求企业在重庆注册1年以上，
2020年度营业额3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担任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等
领导职务。

参评“2021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渝商贡献奖”的，要求企业在
成渝两地实现资金、技术或项目落地，
切实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参评条
件。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9月，期
间，重报集团旗下重庆日报等全媒体
矩阵将全程跟踪报道评选盛况。

寻找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的领航标

“2021年度渝商评选”正式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
员 李慧敏）7月30日，爱玛西南制
造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在铜梁举行。
爱玛科技集团将投资20亿元在铜建
设爱玛西南制造基地，达产后可年生
产各类电动摩托车约300万辆，实现
年产值100亿元

“该项目一期将在今年投产，明
年可实现产能100万辆。预计整个
项目可带动配套企业形成200亿元
的新能源短途智慧出行产业集群。”
铜梁区工业招商组办公室副主任张
长林介绍，爱玛西南制造基地项目落
户铜梁，既有利于爱玛科技深耕西部
庞大市场、加快全球化战略布局，也
有助于铜梁集聚产业、集聚人才，进

一步推动企业成群、产业成链、集群
发展，为铜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
能。

近年来，铜梁坚持“招大引强”，
补链成群，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大健康等主导产业，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成果显著。比如：与广州
开发区联合打造广铜“一带一路”高
新技术产业合作区；另辟蹊径、“无中
生有”建设“西部美谷”美妆产业集聚
地；加快布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5G、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等。

据悉，今年上半年，铜梁已签约
项目60个，投资额达339亿元，新开
工项目28个。铜梁高新区产值今年
预计将突破1000亿元。

爱玛西南制造基地落户铜梁
计划年产300万辆电动摩托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郭心悦）7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商务委了解到，我市利用外资持续回稳
向好。上半年，全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
比增长34.9%，其中高技术企业占比接近
三成；实际利用外资48.2亿美元，同比增
长20.1%，两年平均增长5.5%。

“整体来看，我市外资市场主体很稳
定。”市商务委外资外事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上半年，全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较
2019年同期增长56.1%。同时，存量企

业投资信心进一步提振，全市外商投资
企业增资同比增长15.9%。

这得益于重庆在“稳外资”方面的诸
多举措。比如，重庆出台了稳外贸稳外
资12条、利用外资25条等政策，加大力
度保护市场主体；用好重大外资项目直

通车制度，深化“放管服”改革，注重外商
投资合法权益保护等。

重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全市
外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据统计，
上半年，重庆服务业实际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约占全市总额的七成。尤其是高技

术服务业，更加受到外商投资的青睐。
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实际吸收外商直
接投资同比增长36.7%。

此外，重庆积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国际投资合作不断深化，也为外商投资
创造了更多机遇。

重庆上半年利用外资持续回稳向好
实际利用外资48.2亿美元，同比增长20.1%

7月28日，重庆江北嘴时尚发布中心，西部金融中心核心区、国际消费目
的地、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超五星酒店集中亮相签约仪式暨CEO峰会举
行。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上半年，重庆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4%，
较2019年同期增长43.7%，两年平均增长19.8%

●其中，汽车制造业、装备产业销售
收入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长 46.1%、
54.1%

7月31日，南岸茶园3101路“小巷
公交”正在沿线小区和轨道站点间穿
行。该线路自上月开通以来，每辆车
一天载客量在600人次左右，随着乘客
的增加，还新增了2辆车提高运力。

为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今年市交通开投集团将在中心城
区开行10条小巷公交，重点覆盖渝北、
沙坪坝、南岸、北碚、江北等区的背街
小巷，打通公交微循环，进一步提升群
众出行满意度。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中心城区年内将开行
10条“小巷公交”

重庆制造业生产经营持续扩张

数据来源：市税务局 制图/丁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