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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依佳同志简介
宋依佳，女，汉族，1963年12月

生，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
任二十届中央纪委委员，重庆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李永利同志简介
李永利，男，汉族，1965 年 8 月

生，大学，法律硕士，中共党员。现
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
书记。

重 庆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副 市 长 简 介

胡衡华同志简介
胡衡华，男，汉族，1963 年 6 月

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二十届中央委员，重庆市
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陈鸣波同志简介
陈鸣波，男，汉族，1968年11月

生，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党员。
现任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党组成员。

胡明朗同志简介
胡明朗，男，汉族，1967 年 5 月

生，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重
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兼），市
委政法委副书记（兼）。

郑向东同志简介
郑向东，男，汉族，1968年10月

生，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
员。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
成员。

但彦铮同志简介
但彦铮，男，汉族，1965 年 8 月

生，研究生，法学硕士，农工党成
员。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农工
党中央副主席、重庆市委会主委。

江敦涛同志简介
江敦涛，男，汉族，1969 年 5 月

生，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
员。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
成员。

商奎同志简介
商奎，男，汉族，1968年6月生，

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中共党员。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
长，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安疆同志简介
张安疆，男，汉族，1971 年 2 月

生，研究生，工学硕士，中共党员。
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潼南区委
书记。

张国智同志简介
张国智，女，汉族，1973 年 6 月

生，研究生，理学硕士，中共党员。
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大渡口区
委副书记、区长。

15件重点民生实事
目标任务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月17日，记
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我市去年3月启动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以下简称惠
民惠农“一卡通”）工作，截至当年12月底，惠
民惠农“一卡通”管理系统实现所有区县上线
运行，纳入管理的个人“一卡通”账户超过789
万，通过系统发放2484万人次、资金70.2亿
余元，涉及补贴对象约700万人。

“一卡通”账户按照“自主申报、一人一
卡”的原则进行管理。补贴对象可根据自身
方便，自主选择相关银行账户的借记卡、存
折、社保卡等类型。一张银行卡跨区、跨主管
部门即可领取所有补贴资金。

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自启用以来，我
市通过自动审核比对机制，提高发放准确性，
避免了骗保、重领、错误申报等情况的发生。
由于补贴数据在导入和审核过程中都要进行
信息验证，有效避免了补贴对象身份虚假、信
息错乱，甚至恶意造假骗取补贴金等情况发
生。

在此基础上，市财政局还与市民政局配
合，实现“一卡通”系统与民政局“资金监管平
台”线上对接，为全市“一卡通”系统与各类业
务系统线上对接奠定了基础。今年内，我市
所有直接兑付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原则上都将通过“一卡通”发放。

重庆惠民惠农“一卡通”惠及约700万群众

本报讯 （记者 苏畅）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重中之重。1月16日，记者从市乡村
振兴局获悉，去年重庆新增发放脱贫人口小
额信贷8.74亿元，帮助近2万户脱贫人口及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发展生产，巩固拓展来之
不易的脱贫成果。

“脱贫人口发展产业时，难免会遇到资金
不足等问题，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就是用
金融手段支持他们发展产业，更好地防止返
贫。”市乡村振兴局产业开发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我市针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放，主
要做了以下3件事：

一是印发《关于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

额信贷有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全面督
促相关区县加强放贷力量，严控贷款逾期，提
高贷款质量，并建立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考核
机制，将信贷质量、贷款逾期、风险处置等作
为重点考核内容；二是市乡村振兴局先后与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农行重庆市分行、重庆农
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
绕金融产品推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
方面展开合作，为脱贫户及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发展生产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三是
入户走访和宣传相关政策，调动脱贫人口及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群体申请贷款和发展产
业的积极性。

去年我市新增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8.74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记者1月16
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重庆市贯彻〈养老
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日前正式印
发。根据《工作方案》，符合条件的养老服
务机构和托育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养老托
育服务机构”）可享受房租、税费减免，并获
得社保、金融等支持。

房租减免方面，《工作方案》提出，养老托
育服务机构属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范
畴、承租国有房屋的，自2022年9月1日起，
一律免除租金到2022年12月31日。出租
人减免租金的可按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对减免养老托育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承租人房屋租金的出租人，鼓励
国有银行按照其资质水平和风险水平给予优
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

税费减免方面，自2022年1月1日起至
2024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
服务机构减按50%征收资源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
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六税两费”。

社保支持方面，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费率至1%，政策执行至2023年4月
30日。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养老托育服务
机构，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受疫
情影响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养老托育服务
机构，可申请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缓缴期间免收
滞纳金。

金融支持方面，支持金融机构通过融资
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向普惠养老服务机构提供
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企业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拓宽养老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

此外，其他支持还包括鼓励各区县优先
通过公建民营方式，引导运营能力强的机
构参与养老托育设施建设和运营；鼓励家
政企业积极参与规范化居家上门养老托育服
务等。

重庆出台优惠政策培育发展养老托育服务业

养老托育服务机构可享受房租税费减免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王凯）记
者1月17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2023年全市15件重点民生实事目
前已正式发布。

今年我市将继续推进一批重点
民生实事，并制定了新的目标任
务。本次有9件重点民生实事继续
推进，它们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
社区服务提升、实施农村公路生命
安全防护工程、发展普惠性学前教

育、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
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百
千万惠残助残行动”、中心城区轨道
站点步行便捷性提升、“劳动者港
湾”示范点建设、小微停车场建设。

根据国家安排部署和民生需
求，对3件重点民生实事进行了调
整充实：将“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调整为“建设城市公园”，充实口
袋公园建设内容；将“实施街头绿地
提质工程”调整为“实施城市绿荫工

程”，充实山城绿道建设内容；将“中
心城区小微停车场建设”调整为“小
微停车场建设”，覆盖范围从中心城
区扩大到全市所有区县。

此外，新增补了3件重点民生
实事，分别是：适龄女性免费接种
HPV疫苗、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
设、地下“有限空间”安全监测整
治。

市政府要求，各区县（自治县）
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

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细化工
作方案，将每件重点民生实事任务
落实到具体项目、明确到相关责任
人，强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机
制化、项目化、事项化抓好重点民生
实事落地。在实施过程中，要兼顾
地区平衡性，注重向农村、基层倾斜，
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弱项。要积极对
接群众需求，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真
正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让群众
得到实惠、看到变化、见到成效。

2023年重庆15件重点民生实事发布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
服务提升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069个、4507万平方米

实施农村公路生命安全
防护工程
实施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

护工程4000公里。

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
启动2个区县（自治县）火

化殡仪馆、5个城市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50 个农村公益性示
范安葬（放）设施建设。

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
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到91.5%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巩固在90%以上，公办幼儿
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53%以
上。

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新增托位1.6万个，全市每

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
位数达到2.5个。

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双减”
依法依规持续开展校外培

训机构治理工作，加强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作业管理，提升课
后服务水平，切实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负担。

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全市中小学心理辅导室

（中心）覆盖率达到90%以上，市
级培训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
兼职指导教师不少于 100 名。
常态化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和实践活动，青少年心理健

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70%以
上。

开展“百千万惠残助残
行动”
创建 100 家“渝馨家园（残

疾人之家）”；为全市就业年龄
段内有就业需求和就业条件的
残疾人提供精准化服务，实现
年度新增残疾人就业2000人以
上；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1万户。

中心城区轨道站点步行
便捷性提升
对具备实施条件的15个轨

道站点进行步行便捷性提升改
造。

“劳动者港湾”示范点建设
建成“劳动者港湾”示范点

150个。

小微停车场建设
在全市老旧小区、学校、医

院、商圈等区域建设小微停车
场，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

实施城市绿荫工程
实施街头绿地提质项目

100个，面积100万平方米。建
设山城绿道 41 条、长度 100 公
里。

建设城市公园
建设 10 座城市体育公园、

100个口袋公园。

适龄女性免费接种HPV
疫苗
为近18万名适龄在校女学

生免费接种HPV疫苗，实现“愿
接尽接”。

地下“有限空间”安全监测
整治
在中心城区完成 873 台化

粪池安全监测系统安装，在全
市各区县完成2万个窨井盖专
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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