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
庆
减
税
降
费
举
措

主
要
包
括
四
个
方
面44 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进一

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33 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好6项专项附加扣
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

深化增值税改革，继续推进实质性
减税22

编辑 兰玲 美编 丁龙

2019 年 2 月 12 日 星期二 5版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杨永芹）切实减
轻企业负担，今年我市将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动
作？重庆日报记者2月11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
去年我市新增减税180亿元、降费45亿元。在
2018年新增减负225亿元的基础上，我市还将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2018年我市的减税措
施，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制造业等行业税
率由17%降到16%，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税率
也从11%下降到10%；将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由
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80万元统一为500万元以
下；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将起征点从3500元提
到5000元；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等。

降费方面，我市是能取则取、能降则降、能调
则调，保留下来的严格管。以路桥费为例，这笔
政府收了16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去年1月1日
起不收了，企业和市民因此每年少负担40亿元。

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推出，让不少企业受
益。以重庆天使科技创业投资公司为例，该公司
主要对科技型基金和科创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已
两次申请抵扣应纳税所得额533万元，包括已抵

扣380万元、待抵扣153万元，企业负担减轻，有
了更大的发展信心。

市财政局人士还透露，今年重庆的减税降
费举措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小微企业实
施普惠性税收减免。二是深化增值税改革，继
续推进实质性减税。三是全面实施修改后的
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好6项专项
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四是落实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
险缴费负担。

比如，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方面，中
央放权地方在50%幅度内，对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以及教
育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我市按最大减征幅度
50%执行，预计减税36.6亿元。加上提高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扩大所得税优惠等普
惠性减税政策，将惠及我市95%以上的企业，
全年减税64亿元。

再比如降费方面，我市今年将继续清理市
定行政事业性收费，1月1日起取消了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件和车辆营运证收费，可为企业和
群众减负1000万元。截至目前，市定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只剩城市园林绿
化建设费和城市建设配套费2项。

据悉，为确保该减的一分不少减
到位，市财政已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地
作为今年财政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

去年新增减税降费225亿元

今年重庆减税降费将从四方面发力 本报讯 （记者 颜安）2
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扶
贫办获悉，今年第一批市级以
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约29.1
亿元已下达到各区县，为全市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资金
保障。

据悉，29.1 亿元资金里，
来自中央的扶贫资金约18.6
亿元（含易地扶贫搬迁贴息资
金 22680 万元），市级资金约
10.5亿元。按用途分，这些资
金将用于深度贫困攻坚及巩
固脱贫成效、教育资助补助、
易地扶贫搬迁贴息、村级集体
经济试点、贫困群众就业技能
培训等。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市级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的使用原则是“三要一不”。
一是要紧紧围绕培育和壮大贫
困地区特色产业、改善贫困群
众基本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增
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和抵御风
险能力等方面安排使用资金；
二是要重点支持贫困村提升工
程、特色扶贫产业、资产收益扶
贫、电商扶贫、扶贫培训、易地

扶贫搬迁贷款贴息等项目；三
是要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开展
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试点等。

“一不”则是指中央资金不得用
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医
疗、社保等社会事业支出，确保
专款专用（“雨露计划”中农村
贫困家庭子女初中、高中毕业
后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对家
庭给予扶贫助学补助的事项除
外）。

该人士表示，各区县应及
时建好做实脱贫攻坚项目库，
未纳入脱贫攻坚项目库的，不
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
此强化资金精准使用、提高资
金使用绩效、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同时，要加强扶贫资金项
目常态化监管，及时准确将资
金到账、安排、拨付及项目实施
有关信息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
息系统，做到资金安排与项目
实施匹配、项目与贫困户受益
情况关联。市扶贫办等相关部
门将督促各区县加强财政涉农
资金整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和效益，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圆
满完成。

今年首批29.1亿元
扶贫资金已下达区县

1月16日，丰都，长江碧波
荡漾，红嘴鸥在江面起舞。连
日来，400 多只西伯利亚红嘴
鸥在此栖息越冬，引来众多市
民观看。

通讯员 高志相 摄

红嘴鸥
江面起舞

11 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亚
同 实习生 周传勇）“缙麓商
都外有垃圾，请派人打扫。”1
月29日，北碚区天生街道的工
作人员一边巡街，一边将相关
问题反馈至街道智能服务平
台。

“以前，发现问题只能记
在本本上，回头再处理。现在
有了智慧平台，可以实时查
看、解决问题，大大提升了‘物
业服务’效率。”天生社区工作
人员邓克莲介绍，随着智慧社
区服务平台的上线，一些过去
反复困扰居民的问题逐渐有
了新办法，社区服务水准全方
位提升。

天生街道位于北碚老城
区，辖区拥有居民7万余人，大
多数是中老年人和外来务工人
员。人口集中、基础设施发展
滞后，导致社区管理任务繁重、
社区服务效率不高。为方便群
众、提升社区服务水平，该街道

与相关单位联合开发了智慧社
区服务平台，对街道进行大数
据、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去年 11月，该街道智慧
社区平台上线了“智慧天生
移动巡检”App，以街道为单
位，将三维地理信息、辖区单
位基本信息等融合在一张电
子地图上，下设智慧管理、智
慧民生、智慧业务和智慧治
理四个子平台，专供工作人
员在社区服务、反馈民生问
题时使用。

随着平台上线，当地街道
要求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等
轮流进行常态化走访，能当场
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
决的通过App反馈，由街道协
调处理。平台上线、人员下派，
让该街道服务群众的层级减
少，实现了扁平化、智能化。平
台上线至今，已接收问题200
余件，除少数“顽疾”外，大部分
都已成功处置。

北碚天生街道上线智慧社区服务平台
“准物业服务”一键解民忧

永川区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手住房交易办结由３天缩减为１小时
本报记者 周雨

2月11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永川区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恢复了往日的繁忙
景象。重庆日报记者在二楼的不动产
登记窗口采访发现，当地居民办理二手
住房交易，从受理到办结发证只需要
60分钟。

这也是永川自去年开展优化营商
环境集中整治以来，首个达到“浙江标
准”的行政审批项目。据了解，首次提
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浙江省，目前的
二手住房交易办结时间也是60分钟，
速度为全国最快。

“打死都不行”的任务

“3个月以前，我们中心所有人一
致认为，60分钟办结二手住房交易是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永川区不动
产登记事务中心主任唐定伟告诉记者，
按照《不动产登记条例》，二手住房交易
办结的法定工作日是30天，2014年，
永川将这一时间缩短至8个工作日，
2018年6月1日进一步缩短至3个工
作日。

2018年9月，永川成立民营经济促
进委员会和民营经济促进中心，全面开
展“转变思想观念、优化营商环境”大讨
论、优化营商环境集中整治等系列活
动，大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

2018年11月初，永川区政府向区
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提出将二手住房
交易提速到2小时办结的要求。结果，
唐定伟召集相关科室负责人研究了整
整两天，给出了“打死都不行”的答复，
他们认为，通过优化流程，其办结时间
最多只能提速至一天半。

唐定伟告诉记者，那时候，要完成
一处二手住房交易，要经过测绘部门打

空间坐标—不动产登记窗口受理—报
税窗口实名认证—网上申报交税—收
税窗口缴税——领证窗口领证等环节，
大概要排五六次队，且税务窗口和不动
产登记窗口分别在一、二楼，一天半办
下来已是最快速度。

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与浙江、广东等营商环境标杆地
区相比，永川营商环境根子上的差距
是思想观念的差距！”永川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宋文说，在浙江、广东等
地，干部是站在企业和老百姓的角度
想问题、办事情，想的都是如何方便快
捷地为企业和老百姓服务；而永川的
一些干部是站在“我”的角度想问题、
办事情的，一定程度上存在“官本位”
思想严重、“刷存在感”、不愿干事怕担
责等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认识到
位，行动才会自觉。2018年11月，永
川选派98名科（所、队）长和业务骨干
到浙江蹲点学习。学习期间，他们上午
在浙江大学听课，下午到宁波、南湖、江
干、金华、徐州、桐庐等地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观摩实际操作，晚上进行学习讨
论。回来后，每人都撰写了一篇心得体
会文章，这些文章借鉴浙江经验，结合
其所在单位、部门实际，就做好永川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
建议。

唐定伟与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受
理科科长刘定昌也在这批学员名单之
列。“这次学习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
击！”唐定伟说，他们通过学习发现，可
以把行政审批项目颗粒化分解，尽量减
项目、减程序、减材料、减时限，实行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
由此，唐定伟与刘定昌在借鉴浙江

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了二手住房交易
60分钟办结发证实施方案。其具体做
法就是：将不动产登记、税务、测绘等三
部门窗口进行整合，将二手房交易涉及
的税务、测绘等事务全部纳入不动产登
记大厅实行一厅式办公，由专人对即办
业务分类进行内部运转，由此打造出了

“一个窗口收件、一套资料内部传递、一
次性收费和一个窗口发证”的全新业务
流程。

“如果说浙江的行政审批改革是
3.0 版本，我们的行政审批改革就是
2.0版本。”唐定伟说，虽然信息化程度
低一点，但通过增加人力投入、实行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二手住房交易
60分钟办结发证由“不可能”变成了

“可能”。
今年1月1日，永川二手住房交易

60分钟办结发证方案正式实施，从此，
当地办理二手住房交易的群众，只需排
一次队、交一套资料，就能在60分钟内
办结拿证。

打开行政审批改革“突破口”

“二手住房交易60分钟办结发证
打开了我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突破
口’！”宋文告诉记者，二手住房交易60
分钟办结发证的实现，充分说明永川对
标“浙江标准”制定的《优化营商环境集
中整治工作方案》是可行的。自此以
后，永川在行政审批改革上成熟一个推
出一个，至今已推出多项行政审批改
革，使越来越多的行政审批项目实现了

“最多只跑一次”。
过去，永川区的市民要申请公租

房，需要到多个部门开具房产、社保等
各种证明材料。现在，他们只需到区公
租房局办事窗口提交身份证、户口本、
婚姻状况资料就行。至于其它资料，由
区公租房局工作人员去函给各单位进
行信息核查，然后根据核查结果对申请
人资格做出判定。

过去，该区在工程建设项目上，从
立项到竣工验收，至少涉及发改委、建
委、规划等9个部门，需30余项审批、
170余项申请材料，用时130余个工作
日，要100多人次签字，盖48个章。企
业办件只能来回跑部门，到相关科室提
交申请材料，费时费力。

现在，永川改“企业来回跑”为“政
府一站式办理”，改“串联办理”为“合并
办理”，并提供全程代办服务，使一般社
会投资项目审批不超过50个工作日，
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压缩至35个工作日
以内，带方案出让土地的项目压缩至
20个工作日以内，一般工业项目从取
得土地到开工压缩至15个工作日以
内。

宋文表示，今年6月以前，永川还
将完成中介服务整治，推行政府统一购
买中介服务，从而彻底解决中介服务项
目繁多、流程复杂、办理时间长、收费标
准高等问题。同时还将推行“标准地”
改革，压缩水电气报装时间和费用，大
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另外，永川全力打造的“互联
网+”城市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公
社”已于去年10月正式上线运行，至
今已与20个职能部门的数百项政务
服务项目实现对接办理。随着该平
台运营不断成熟，永川行政审批改革
将进一步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

制图/丁龙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 实习生 唐璨）智博会成
果在重庆保税港区落地。1月
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
区获悉，由重庆保税港区入驻
企业——飞力达重庆公司研发
设计的自动化立体仓储近日正
式投用。

作为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环
节，自动化立体仓储设备曾在
2018重庆智博会上亮相，吸引
众多目光。

该仓储高9.4米，库位4.7
万个，库存周转率每天约9万
卷。配有堆垛机、机器手、智能
AGV机器人、RFID门禁等一
系列智能化设备，将人力成本
节省到原有仓储所需的三分之
一，效率提升30%，仓储利用
率能提升2-3倍，收发货准确
度可达100%。

自动化立体仓储设备的运
转原理大致如下——

首先是AGV机器人沿规
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将料箱进
行启运，因其具备自动避障功

能，在仓库中可自动完成各种
货物的移载，效率是人工效率
的3倍；

随后，AGV机器人将通
过RFID 门禁（RFID，无线射
频识别）。工作人员可远距离
读取料箱信息，知道每个料箱
里的料件种类、下游客户、存
放位置等，实现货物信息“互
联互通”；

当AGV机器人到达机器
手附近后，机器手接受指令、精
确定位，将货物进行拆垛、码垛
及拣选，准确率达到100%；

当料箱被放置在输送线上
后，由其完成输送任务。最后，
料箱将通过堆垛机智能摆放和
取出，根据指令送往下游的生
产工厂。堆垛机能非常有效提
升仓库空间利用率，与传统平
库相比，节省30%的空间。

“客户下单出货3小时就
能搞定。”重庆保税港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保税港区内笔电企
业将相继采用该自动化立体仓
储，实现“货来找人”。

重庆保税港区投用自动化立体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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