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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9月
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税务局获
悉，今年上半年，我市税务部门通过落
实多项税费优惠政策，为5.35万户小
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19.78亿元。

据了解，以前，我市对小微企
业所得税进行减半征收，并执行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的优惠政
策。今年以来，我市对小微企业
的支持力度更大，不仅对小微企
业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
部分进行再减半征收，还实施了
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
升至100%等税收优惠政策。

重庆嘉和标准件有限公司就是
受益企业之一。作为一家生产汽车

零部件的小微企业，该公司副总经
理刘翠花介绍，今年上半年，公司享
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9.5万元，
预计全年可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减
免约30万元。此外，在2020年度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该公司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
策，还节约了58万元。

市税务局数据显示，2021年
上半年，我市为5.35万户小微企业
减免企业所得税19.78亿元，其中
小微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通过实施企业所
得税再减半征收政策，新增减免企
业所得税1.56亿元，为众多小微企
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重庆上半年为小微企业
减免所得税近20亿元

□本报记者 罗芸

“那天晚上好吓人哟，幸亏把我
叫醒，不然就埋房子里了！”9月12
日，城口县复兴街道友谊社区居民
霍由菊回到家，看着已被泥石流吞
掉大半的房子，仍心有余悸。

8月27日至9月2日，暴雨洪灾
导致城口县25个镇街、6101人受
灾，279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

28日晚11点过，一声尖厉的
警报声穿透雨幕，惊醒了友谊社区
群测群防员袁胜培。

袁胜培心里一紧，明白这是今
年初安装的地裂缝监测仪发出的警
报声。他赶紧打电话给街道和社区
负责人，并敲着锣挨家挨户通知撤
离。

在几十名街道和社区干部帮助
下，凌晨1点前，该地灾点涉及的
26户居民全部撤出。几小时后，
1500余立方米的泥石流将霍由菊
等4户居民的房屋掩埋。

“智能化监测精准度高，能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人工监测的不足。”市
地勘局派驻复兴街道的技术员彭峻
楠说，只要裂缝超过2厘米，监测仪
就会将数据传至市地灾防治综合信
息系统，同时就地拉响警报。而2
厘米的裂缝宽度，肉眼很难观测到。

据了解，作为全市地质灾害发
生风险面积较大、风险较高的区县
之一，城口共有466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威胁着3224户1.5万余名群
众的生命安全，防治压力非常大。

对此，市规自局特别支持城口
在357处地灾隐患点安装了智能化
监测设备，对5处重点隐患点安装
了二级专业监测设备，实现隐患数
据自动监测、数据自动传输、数据自
动分析，自动告警和报警，增强了技
防能力。

“那天晚上多亏张书记来喊，我
才捡回一条命！”65岁的谢功林感
慨地说。

8月30日早上6点左右，在雨
中巡查了金银坪地灾监测点的村支

书张友发，刚准备换下湿透的衣裤，
一抬头便看见四五百米远的李家河
坝坡上树枝摇摆不停。

李家河坝并未被纳入地灾监测
点，可担任了近10年群测群防员的
张友发，每年参加3次培训积累了
不少防灾知识。此时，他预感到大
事不妙，立即叫醒儿子一起抄小路
赶到李家坡，逐户叫醒熟睡中的村
民。

谢功林是张友发敲开门的最后
一户村民。当时谢功林被窗外的喧
哗惊醒，迷糊中正准备起床看看，张
友发已冲进屋内，拉起连鞋也没及
穿的谢功林就走。

打着赤脚的谢功林被拉出门外
不到30米，泥石流就滚滚而下。房
子仅3秒钟就被冲毁。

不仅仅是李家河坝，暴雨中，治
平乡菜园上坝不稳定斜坡变形，群
测群防员发现后提前通知14户40
人撤离；暴雨后，群测群防员在核查
中发现龙田乡卫星村十社小树岭有
变形迹象，组织坡体下方1户1人
实施紧急避让……

近年来，城口县建立完善了“四
重”网格化管理体系，建立了县、乡、
村社、居民群众四级隐患排查体
系。目前该县489名四重网格人员
队伍，对466处地灾隐患点实行“汛
前和雨前排查、汛中和雨中巡查、汛
后和雨后核查”地灾隐患“三查”制
度，建起“立体化+全时段”防灾减
灾体系，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群众生
命安全。

据了解，巴山镇每年五六月份
都会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应急演
练。镇、村居干部模拟洪灾等灾情
到来时的情形，迅速通知到每一户，
按预定的安全路线组织转移，对行动
不便的群众确定具体帮扶责任人。

因此，在此次洪水袭来前，巴山
镇 556名受灾群众得以在 1小时
内，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而在最
近的两次暴雨中，根据平时的实战
演练，城口全县紧急避险转移2442
人，无一名群众滞留受灾区域。

城口县建起“立体化+全时段”防灾减灾体系

半夜警报响起
群测群防员敲锣叫醒村民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9月
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
悉，近日，由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
部等7部委联合组织编制的《数字
乡村建设指南1.0》正式发布，供全
国各地推进数字村建设时借鉴。荣
昌《打造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和
大足《“互联网+智慧养老”实践与
创新探索》入选该指南。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入选的
荣昌案例打造了多个创新平台，其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猪肉产品全程
溯源，确保生猪养殖、贩运、屠宰“一
站式”实时监管，有效解决生猪交易
链条过长、公平缺失、质量难溯、成
本难降等一系列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
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
已成功接入全国200个农贸市场、
622个种猪场和全国进出口贸易涉
猪数据，构建起覆盖全国各区域、产

业全链条的多维度数据采集体系；
全面收录15000余户生猪养殖户、
212名动物防疫和检疫人员、210
个生猪贩运主体和16家屠宰企业
信息，实现262718.5万头生猪全链
条“一站式”实时监管。

入选的大足案例是在智慧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形成了虚实结
合、线上线下协同、多渠道感知、多
元服务主体共存、多类养老模式融合
的新型养老管理服务模式，全面提升
了全区养老服务“智慧化、一体化、协
同化、标准化、产业化”水平，助力大
足智慧民政体系成为全市标杆。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
该平台已采集完成全区20.97万名
老人基础信息，整合173家养老服
务设施，为4600余名农村困难老人
购买了智慧养老居家服务，已在
122个村建立起互助式养老模式，
向全区老人提供养老顾问服务。

我市两案例入选
国家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市商务委:
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下沉社区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商务委
以“促高质量发展，创高品质生活”为目
标，着力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下沉社
区，织密便民消费服务网络，有力满足
了群众便利消费、品质消费的需求。

针对便利店下沉存在的问题，市商
务委会同18个相关市级部门，建立了
监管、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协作沟通机
制，研究制定资金奖励、政策帮扶等举
措，全力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向广大社
区、老旧小区、乡村偏远地区下沉。与
此同时，市商务委与重庆连锁经营协会
及可购、一七闪店、谊品生鲜等龙头企
业建立意见建议、问题反馈等联系机
制，积极协调解决便利店下沉社区中遇
到的具体问题，为优客家、美宜佳等10
余个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在资金贷款、
门店拓展、宣传营销等方面给予指导和
帮助，助力便利店企业下沉末端，实施

连锁化、品牌化发展。
截至目前，监测统计的18家便利

店企业，已在全市布局3667个门店，其
中下沉居民小区1037个，布局老旧小
区412个，下沉乡镇136家。

（重庆市商务委）

重庆高新区：
社保税务实现“一窗联办”

在一个窗口就能完成社保参保登
记、信息变更、征收缴费、证明开具等业
务办理，实现“一个窗口办几家事”。9
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高
新区已开设“社保税务一窗联办”窗口，
让群众办事少跑路。

“不到10分钟就办完了，就在一个
窗口不用到处跑，真的太方便了！”重庆
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张女
士需要办理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以
及开具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业务。在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她在“社保
税务一窗联办”窗口成功办结所有业

务，省时省力。
据悉，过去办理社保经办缴费业

务，参保人需要先到人社、医保部门核
定社保费，再到税务部门缴费，往返于
多个部门、多个窗口之间，办完需要一
两个小时，而在“社保税务一窗联办”窗
口，10分钟就可搞定。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社
保税务一窗联办”窗口通过整合税务、
人社、医保资源对原有业务办理模式进
行流程再造，群众办事时间大幅减少。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沙坪坝区：
提升轨道站步行便捷性

从你家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要多
久？“以前从爱德华医院到沙坪坝站要
20分钟，现在8分钟以内能到，方便多
了！”提升轨道站步行便捷性，正是沙坪
坝区深入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具体举措之一。

比如人流量大的轨道交通沙坪坝

站，该站点投资1.2亿元，通过新建天陈
路南北段和天陈路2号、7号天桥，缩短
周边小区与轨道站步行距离，沙坪公园
周边小区至轨道站步行时间从18分钟
缩短至6分钟。

目前烈士墓站、小龙坎站正在进行
缩短步行时间的改造，项目将在今年内
完工。完工后，安居逸园、金悦城周边
小区至烈士墓站步行时间将从11分钟
缩短至5分钟，嘉新花园周边小区到小
龙坎站将从12分钟缩短至3分钟。

除了缩短步行时间，步行体验也被
考虑其中。磁器口站外的磁童路步行
化改造，将原有步行宽度从4-8米提升
至32米，新增站前广场将轨道站前空
间从20平方米拓展至1000平方米，破
解了以前磁器口站外“人车争流”的难
题。

据了解，沙坪坝区今年将推进沙坪
坝站、磁器口站、烈士墓站、小龙坎站、
石井坡站、高庙村站、重庆图书馆站、双
碑站、凤鸣山站共9个轨道站点的步行
便捷性提升工程。 （沙磁荟）

北碚区：
背街小巷“靓”起来了

近日，北碚区启动为期1个半月的
“背街小巷乱堆放及卫生死角整治专项
行动”，重点针对城市背街小巷和居民
社区最容易产生和反弹的占道乱堆放、
卫生死角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

9月2日晚，区环卫处、天生街道、
北碚固运公司共出动人员25人次，配
备专业生活垃圾运输车辆、洒水冲洗
车，组织专业保洁队伍，对天生辖区主
次干道周边的巷道、开放式居民区进行
逐一清理、冲洗。当晚共清理占道乱堆
放杂物7处、卫生死角4处，清运各类杂
物6吨，进一步改善了辖区人居环境，
使背街小巷更加整洁清爽。

“今年以来，我们协调和督促各相
关部门采取‘拆、堵、通、疏、序’等多种
举措，对我区30余条背街小巷进行环
境整治和硬件设施改造提升。”北碚区
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各街镇针
对背街小巷存在的沿街商铺管理无序、
车辆乱停放、私搭乱建等问题，多次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消除卫生死角，全面
提升群众幸福感。 （北碚发布）

永川区：
241个老旧小区将更新升级

老旧小区改造，是永川区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今年，永川区计划投入3.04
亿元，对昌州安居工程片区、石油汇碧
苑片区、关家村片区、玉屏菜市场片区、

光华大厦片区等共241个老旧小区进
行改造，涉及建筑物581栋，建筑面积
149.9万平方米，惠及群众1.67万户。

目前，昌州安居工程片区、石油汇
碧苑片区、玉屏菜市场片区、萱花新村
片区4个示范片区共241个老旧小区基
础配套设施改造正在加紧推进，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78%。

石油汇碧苑片区、萱花新村片区、
昌州安居工程片区一期进度超过80%，
泸州街片区进度超过60%，4个片区预
计10月份完工。 （永川头条）

两江新区：
露天坝升级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今后在家门口就有运动场了！”9

月2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暨停车场项目开工，
这让邢家桥社区居民张文志喜出望外。

据介绍，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暨停车场项目
占地面积6868平方米，包括地上4层的
综合服务中心、拥有800个车位的地下
停车场，以及占地1800平方米的休闲
广场。选址点原为一处露天坝，建成后
将大幅改善周边停车难现象，打造出城
市公共空间，惠及邢家桥社区和周边万
年路社区、龙寿路社区的上万居民。

“届时，街区空间将更加开敞，居民
出行可以直接通过广场，不必绕路，更
加方便、舒适。”施工负责人表示，项目
工期为600天，计划于2023年建成投
用。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南川区：
为重度残疾人家庭
进行无障碍改造

9月11日，在南川区兴隆镇金禾村
6组村民袁容家中，一间改建的无障碍

厕所即将完工。
“姐姐是肢体二级残疾人，平时走

路都没办法独立完成，而家里是一个蹲
式的厕所，姐姐上厕所时一定要人扶
着。”袁容的弟弟袁远芳说，南川区残联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就着手帮他们改
建厕所。

“每位残疾人有不同的情况，我们
也会采用相对应的改造方案。”现场施
工负责人韦东介绍，针对坐轮椅的残疾
人，他们会在行走的通道做一个护坡，
让轮椅能够自由进出；如果家里的厕所
能满足残疾人基本如厕功能，他们会在
厕所增加无障碍设施，让残疾人如厕更

方便。
“今年全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涉及22个乡镇共300户，除
了添置无障碍智能生活产品、康复辅助
用品的，涉及施工改造类的有114户，
10月底前将全部完工。”南川区残联工
作人员说。 （上游新闻）

关键词 舒 适

重庆各地各部门认真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用干部“辛苦指数”换来群众“幸福指数”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各地各部门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立足工作实际和主责主业，对接群众期

盼，深入学、扎实干，心系群众安危冷暖，把握群众所思所盼，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多解民生之忧、多谋民生之

利，以民生温度检验学习成效，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关键词 方 便

关键词 贴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