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月25
日，第三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
和2018重庆冬季旅游启动仪式在南
川区举行，全市共推出上亿元的文化
旅游惠民“大礼包”，供市民“品味巴
渝文化·惠享美好生活”。

上午10时，在南川区市民广场，
花团锦簇，人声鼎沸，来自全市各区
县的精品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同台“比
美”。它们中有制作精良的非遗文化
艺术展品，也有温泉、滑雪等重庆冬
季旅游拳头产品的体验展示，还有火
锅、特色小吃等美食的品鉴等，更有
各种打折券、体验券、优惠卡等免费
派送。

据悉，该活动只是拉开了第三
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和2018
重庆冬季旅游的序曲。在接下来的
三个月时间里，全市35个区县将推
出共 270 余项冬季文化旅游活动
及惠民措施，涵盖文旅集市、温泉
养生、乡村采摘、冰雪运动、迎新庙
会等方面。其中，市级层面主办的
大型精品文旅活动就有12个，包括
巴渝游记·文旅护照集美、市电竞
联赛总决赛暨电竞嘉年华、“巴渝
情·汉服行”汉服风情大赛、第七届
重庆演出季、第十一届中国（重庆）
万石博览会、金秋书展、集邮珍藏品
鉴会等。

而区县举办的活动，包括南川第
二十届金佛山冰雪节、北碚第十六届
腊梅文化艺术节、武隆仙女山汉式雪
地集体婚礼、云阳县龙缸全民冰雪
季、万州欢乐冬季采摘体验活动、璧
山酒冬季惠民活动、合川“钓鱼城”号
三江水上游惠民活动、江津第五届石

门腊八篝火晚会、开州第二届年猪文
化旅游节、綦江地质公园春节游园
会、荣昌万灵古镇元旦嘉年华、秀山
凤凰山灯光秀等，可谓亮点纷呈、精
彩无限。

本届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为了
让国内外更多消费者分享到重庆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果，主办方还
联合山城通 APP 平台和阿里大文
娱集团旗下大麦、淘票票、飞猪、口

碑四大平台，推出了总价值上亿元
的文化旅游“大礼包”，涵盖温泉套
票、景区门票、文旅产品打折卡等，
供消费者“淘宝”，来重庆过一个别
样的冬季。

第三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启幕

上亿元优惠“大礼包”等你拿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月25
日，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举行新
闻发布会称，我市今年结合“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了“利剑行动-1”
和“利剑行动-2”及市内、周边“一日
游”专项联合执法检查等，全市共作
出行政处罚 107 件，累计罚没款
146.78万元，同比增长33.2%。

2018年，重庆旅游人气爆棚，在节
假日表现尤其明显，成为全国旅游市
场的一大亮点。而游客的大量涌入，

也对旅游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了旅游

市场的秩序整治工作，以提升旅游服
务质量和品质。截至目前，全市共开
展执法检查1625次，检查旅游企业

2460家次，作出行政处罚107件，累
计罚没款 146.78 万元，同比增长
33.2%。其中，市旅游监察执法总队办
理立案99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3
件，累计罚没款109.9万元，责令6家

旅行社停业整顿，吊销1家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该总队首次被文化
和旅游部表彰为“2017—2018年度
全国文化市场十大案件办案单位”。

此外，我市还加大了重点时节和
重点区域整治，加强旅游行业失信惩
戒制度和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建设，完
善信用信息公示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清单、办事指南，在政务管理事项中
全面落实信用“红黑名单”联合奖惩
机制等。

重庆打击涉旅违法违规行为
行政处罚107件，累计罚没款146.78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2月25
日，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统计
局通报了近两年来我市查处的4起
统计违法案件，含两起拒报统计资料
的统计违法案件，两起瞒报统计资料
的统计违法案件。

据称，重庆某餐饮有限公司于
2018年4月15日，未按统计制度要
求填报当年一季度《住宿和餐饮业经
营情况》等统计报表，重庆市某园林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8
日，未按统计制度要求填报当年一季

度《建筑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等统
计报表。随后，我市万州区统计局分
别向两家单位发出催报通知书，但两
家单位仍未在规定时限报送上述报
表，其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第七条规定，构成拒报统计
资料违法行为。对此，万州区统计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

十一条，对两家单位作出警告并处罚
款行政处罚。

另外，重庆某家具有限公司上报
2016年度工业主要指标统计数据失
实，瞒报“主营业务收入”1624.5万
元，瞒报率38.9%；云阳县某医院上
报2016年度投资完成额数据失实，
瞒报“本年完成投资”8689.2万元，瞒

报率94.47%。市统计局表示，这两
家单位的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构成提供不
真实统计资料违法行为。市统计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
十一条规定，对两家单位作出警告并
处罚款行政处罚。

市统计局提醒广大经济普查对
象，从上述统计违法案件中吸取教
训，引以为戒，依法支持配合经济普
查工作，如实申报普查数据，真实反
映经济面貌。

重庆通报四起统计违法案件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2月25
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重庆
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将于2019年
1月1日启动，将全面调查全市第二、
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

解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
业形态现状及生产要素构成，摸清法
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
展情况，查实各类单位基本情况和主
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等。

会上，重庆市经济普查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余浩然介绍，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对象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
全部法人单位及产业活动单位和个
体经营户。普查内容为调查普查对
象的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
财务状况、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能
源消费、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

子商务交易情况等。本次普查标准
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对普查对
象的信息调查时间区间为整个2018
年度。

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
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
原则，目前市委、市政府已对我市经
济普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通过组建
相应普查机构，选聘了2.8万名普查
指导员和普查员参与普查工作，核定
普查区和划分普查小区，并于今年内
先后在南川、万州、沙坪坝、永川和彭
水等区县开展综合试点。目前，我市

已对辖区内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
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个体经
营户进行了逐一清查，在强化普查业
务培训的同时，加强普查对外宣传，
做好了各项普查后勤保障。

市统计局表示，普查机构及普查
人员将对普查中所知悉的信息严格
保密，其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不作
为相关部门和单位实施处罚的依
据。如普查对象发现有违规现象，可
向重庆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办公
室或地方普查机构举报，举报电话
023-67191850。

重庆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明年1月1日启动
普查对象为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及个体经营户

2018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三
编辑 兰玲 美编 乔宇重庆新闻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9重庆日报

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杨骅
是我市优秀扶贫干部的代表，他心系
群众、无私奉献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学
习。”12月25日，在听完“家国大爱
公仆情怀”—重庆市优秀扶贫干部杨
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璧山区专场
后，该区三合镇二郎村“第一书记”陈
真勇感慨道。

报告会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

部、市农业农村委、市扶贫办、忠县县
委联合主办。当天，来自璧山区机
关、镇街及企事业单位共计2000余
名干部群众分别在现场、分会场聆听
了报告。报告会的网络直播还吸引
了约6万人同步在线观看。

陈真勇说，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
效，今年7月他被派驻到二郎村担任

“第一书记”。刚进村时，他发现村里

的交通条件、产业发展虽有一定基
础，但仍然比较薄弱。“以茶叶产业来
说，此前虽种了5000多亩，但普遍缺
乏管理，品种落后，效益并不高。”陈
真勇请来专家做技术指导，选择黄金
芽、福选9号两个品种，带领群众发
展新茶园800亩，还引进一家企业在
村里规划建设田园综合体，该项目将
于下个月开工，建成后可提供就业岗

位500个左右。
“今天听了杨骅的报告会，我前

行的动力更足了。下一步我将带领
村民们对老茶园进行改造，通过完善
产品包装，加强营销，把我们的茶叶
产业做大做强。此外，我们还与一家
电子企业达成用工合作意向，我们村
将作为其代工点，能解决20多人的
就业问题。”陈真勇说。

“听了报告会，我前行的动力更足了”
市优秀扶贫干部杨骅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璧山

沙坪坝融汇温泉城，市民正在泡温泉。
（市温泉旅游协会供图）

今年10月的一天，市税务局人事
处支部书记时超恒接到一个电话。电
话是某区县税务局的一名干部打来
的。对方说，这次国地税合并机构改革
后，他的职务由科长调整为副科长，有
些想不通。

据了解，此次机构改革，全市税务
系统削减了92个处级单位和552个科
级单位，有上千名干部的职务发生变
动。“机构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是提升
行政效率和方便群众，如果干部的心气
没有理顺，给群众的服务质量就会打折
扣。”时超恒说。

税务是垂直管理单位，区县的人事
权，都在市局。换句话说，市税务局人
事处，是整个税务系统的“娘家”。作为
市税务局人事处支部书记，时超恒的主
要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党建，发挥党员
在税务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给广大
税务干部提气鼓劲。

时超恒在电话中，给对方作了一个
多小时的相关人事政策宣讲，但他还是
感觉到对方没有完全心服口服。搁下
电话，他立即驱车近两个小时赶到该区
县税务局，找到这名干部，从国家的行

政体制改革方向、个人得失等多方面，
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让这名副科长
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今年7月5日，市国税局和地税局
合并后新成立的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
税务局挂牌成立，这距离上一次国地税
分家，已过去整整24年。“大部分人相
互之间都不认识，要让大家真正融合成
为一家人，除了制度上对岗位职责的硬
性安排，更需要依靠春风化雨的党建工
作。”

在合并之前，时超恒同时展开了对
上对下两项准备工作。对上，充分吃透
政策，如何改革，权责如何重新划分，人
事如何调整，做到倒背如流。对下，全
系统的“家底”如何，有哪些具体的问
题，可能存在哪些改革的阻力，做到了
然于心。

国地税合并后，时超恒带领支部其
他党员，组织了规模庞大的“谈心交心”
活动。一些税务干部提出的要求，在政
策范围内的，立即办理；不符合政策的，
耐心予以解释。对于像文章开头提到
的个别对象，时超恒则亲自做工作，“说
服不了，就算工作没做到位”。

市税务局人事处支部书记时超恒

谈心交心让税务干部轻装上阵
本报记者 吴刚

市 直 机 关 “ 新 时 代 新 担 当 新 作 为 ”

优 秀 基 层 党 组 织 书 记

2019年1月1日，《重庆市全民健
身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明确规定，公
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

要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全民健身，自
然离不开政府的参与。重庆日报记者
走访南岸后发现，该区通过以重庆国际
马拉松赛（以下简称重马）为代表的大
型品牌赛事为引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提高竞技体育水平，为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创造积极条件，提升全民
健身热情。

“步行10分钟就能进行锻炼，实在
太便利了。”12月24日下午，家住五公
里的市民曾富在南滨公园内完成3公
里徒步之后，兴奋地对重庆日报记者
说。此时，虽然已接近晚上8点，但前
来该公园锻炼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

南岸区积极利用公园、绿地等公共
场所配套建设体育健身设施，增加群众
身边的晨晚练点，方便群众健身，高度
重视全区体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保证
各社区要建成“三个一”：一个室内文体
活动室、一个室外乒乓球场、一条基本
型健身路径；各行政村要建成“三个
一”：一个篮球场、一个室外乒乓球场、
一条基本型健身路径，投入3000多万
元，对全区体育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
级。

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南岸区也没
有忽略对品牌赛事的打造。这位负责

人表示，中国马拉松大满贯四大成员之
一，连续举办8年的重马累计市场运作
实物和现金超过1.5亿元，每年赛事期
间拉动消费总额超过2.5亿元。根据
2017年央视体育频道“中国大满贯，你
最想跑哪个”的调查显示，重马排名仅
次于北马。

南岸区还依托独特的山、水、路、岛
等自然资源，着力打造了独具南岸特色
的全民健身品牌：南山万人登高、南滨
路重庆国际马拉松、广阳岛水上运动基
地、江南体育中心国家级全民健身中
心。连续多年成功举办中国男子职业
高尔夫球美巡赛重庆江南新城庆隆公
开赛、重庆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万
科重庆城市乐跑等大型赛事活动，有效
提高了该区的影响力。

南岸区还率先开展大健康服务促
进中心试点工作，促进基层公共服务资
源的整合和综合利用。目前已有20个
社区、1个企业、2所学校和全区政府机
关在进行试点推广工作。

在这些措施的影响下，南岸区构建
了以国家级全民健身中心——江南体
育中心为核心，15个街镇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为纽带，450个村居全民健身点
为基础，57所中小学校健身设施向社
会开放为依托，208个社会经营性健身
场馆（俱乐部）为补充的五级全民健身
设施网络，全区体育人口达52.5%，国
民体质监测合格率达92.7%，位居全市
前列。

借大型赛事激发全民健身热情

南岸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超90%
本报记者 黄琪奥

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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