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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来临，我市全民
健身的热情依旧不减。晨
雾缭绕的清晨，洗去燥热
的雨后，清风微徐的夜晚
都是市民外出锻炼的好时
机。

“明品福杯”2019重
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征
稿进行时，欢迎大家继续
投稿。

投 稿 邮 箱 ：yd-
cq2019@163.com

联 系 电 话 ：023-
67527800

该活动由中国冷链物
流百强企业重庆明品福集
团冠名赞助。该集团打造
的“互联网+”农产品交易
中心将于2020年正式开
业运营，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西部地区一级农副产品
交易中心。

““明品福杯明品福杯””
2019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奔跑吧，少年！》（作品编号：089摄/王泸州）

活动官网二维码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挂牌出让年限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6月
5日9:00时至2019年6月24日17:00时。土地供应方将挂牌出让。挂牌开始时间为2019年6月25日15：3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
7月4日15：30。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9]7号

编号

NC2019
让-6-3-1

地块名称

水江组团GY09
分区02/02

（A）、03/02（A）

建设用地
面积（㎡）

270977㎡
（406.47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
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条件
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02号执行。

用地性质

三类工业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00

起始价
（万元）

2605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6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6月6日9时—2019年6月12日16时。6月6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
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
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9年6月6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9006（总第99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1663401

亩

2495.101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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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重点发力，建立
现代财政制度

重庆日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
重庆正在努力“奔跑”。在“跑”的
过程中，市财政将发挥怎样的作
用？

封毅：财政职能的履行、作用
的发挥，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等所有领域，肩负基
础和重要支柱使命。我们的目标
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经济发
展、群众幸福、社会和谐提供一整
套完备、稳定、管用的财政体制机
制。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点从三
个方面发力——

一是完善财政体制。鼓励区
县根据资源和区位增强发展特色，
以各个区域的协同发展，释放全市
更多更大的经济潜力。目前我们
正在研究完善调整区域经济结构
的体制机制。

二是优化转移支付。梳理明
确各类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调整
为一般性、共同财政事权、专项三
类，以增强重大决策部署保障能
力。另外，将试点转移支付统筹，
增强区县自主决策权。

三是划分财政权责。对市级
和区县两级各自该干什么事、钱该
谁出，把规矩立好。不久前我们出
台了统领性的总方案和承上启下
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方案，具体改
革今明两年将陆续落地。

做好“加减乘除”，加力提
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重庆日报：今年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加力提效，外界对于这项决策
提振发展信心的期望很高。请问
重庆在这方面作了什么样的布局？

封毅：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不是说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也
不是搞政府大包大揽，而是更好地
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和改革办
法，释放发展的动力、活力、潜力。

我们正以问题导向、实践路向、改
革取向，同做“加减乘除”四则运
算。

“加法”就是加大支出，去年支
出增长4.7%，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安排继续增长，并且增加了债券
规模。

有加必有减，坚持用政府“紧
日子”换百姓“好日子”。今年初，
市级一般开支压减了5%，最近市
级将再压55亿元，半年时间两次压
减，足见政府“刀刃向内”的信心、
决心、恒心。政府对自己“抠”一
点，可以给企业和老百姓换来“好
日子”。这次再压55亿元，是给减
税降费预留空间。

最重要的是“乘法”减税降
费。大规模减税降费已落地重庆，
从调研看，普遍反映力度空前、超
出预期，负担显著减轻，带动投资
与研发投入增加和就业扩大。我
们将密切跟踪政策落地，加大督查
监督，让企业和群众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引导企业预期、增强市场
信心。

此外，我们还要做“除法”，破
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财税改
革，更好发挥财政资金作用。之前
预算改革收回了很多低效无效资
金，最近两年“零结转”收回了25亿
元，这些资金都派上了更好用场，
发挥了更好作用。

每年约80%财政支出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重庆日报：当前进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请问从财政的
角度，你们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是如何考虑的？

封毅：公共财政，我们思考最
多的，除了支撑经济发展，就是保
障和改善民生。

一直以来，改善民生始终是财
政支出“优先项”，每年80%左右用
在了这上面。从财政角度，核心在
于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必须突出共
享发展，在政策措施和财政承担能
力之间取得平衡，不能在不同领
域、不同区域、不同项目厚此薄
彼。今后，我们将一手加大投入，

一手完善政策，集中精力财力做好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目前正在研究建立三个机制：
一是区县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机
制，把评估结果作为出台支出政策
的依据；二是支出政策监控机制，
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政策，确
保可持续；三是基本民生托底机
制，对困难区县通过基本财力奖补
等办法托底，并审核监督基本民生
预算和执行。

脱贫攻坚战方面，我们正在探
索稳定脱贫的财政长效机制体系，
强化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饮水安全等投入，切实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长效巩固“两不
愁三保障”局面。

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把该
花的钱花好花在刀刃上

重庆日报：搞建设、保民生、推发
展，每一项都需要花钱，这对财政来
讲无疑是难题。请问财政部门怎样
进一步管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封毅：我们的办法是当好“铁
公鸡”，严格执行公开评审、“零结
转”等制度，不该花的钱“一毛不
拔”。打好“铁算盘”，把该花的钱
花好花在刀刃上，严控一般性开支
的同时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投入。抓好“铁纪律”，把财经纪律
挺在最前面，对违纪“零容忍”。

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一个人、一
个家庭的开支一样，必须精打细

算、勤俭持家。以前收入高增长，
资金充裕，绩效管理力度不大；现
在收入放缓趋稳，加之财政资金始
终面临收入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
矛盾，是谈绩效的黄金时代。我们
前不久启动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市和
区县两步走，到2020年底、2022年
底前分别建成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预算绩效管理，核心在结果应
用，没有应用皆为徒劳。将对市级
部门根据绩效安排部门预算，对区
县财政根据绩效安排转移支付，对
项目以项目绩效确定预算增减，让

“花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成为一
种习惯，让“重绩效”成为一种自
觉，让财政每分钱都处在绩效监控
的流水线上。

切实管好“钱袋子”推动“两地”“两高”建设
——访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封毅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11）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
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工作，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加注重从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
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如何全面落实到财政改革发展
事业中去？重庆充分发挥“三个作用”，如何做好财政“答
卷”？就此，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封毅。

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按中央授权，2019
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重庆对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按50%的税额幅度减征资源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
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以下简称“六税两费”）。该政策的
执行效果如何？5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财
政局了解到，一季度重庆减征“六税两费”3.6亿
元，很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领到了“顶格减征”
的“红包”。

据了解，在今年新推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措施当中，有一项是将增值税的“起征点”由月销
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也就是说，以前只要
月销售额超过3万元，就得交增值税，现在10万
元以内都不用再交了，不少小微企业因此受益。

重庆芳祝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是一家从事代
账服务的小微企业，其财务部负责人熊光慧说，公
司目前季度销售额接近30万元，能够享受免征增
值税的优惠，预计全年减税3.8万元左右，再加上
企业所得税引进超额累进计税，相当于节约了一
个员工的工资。

“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很大。从调查了解
的情况看，企业负担明显减轻了，有效带动了投资
与研发投入的增加，以及就业的扩大。”市财政局
人士说。

一季度重庆减征
“六税两费”3.6亿元

政府过“紧日子”，意味着财政必须在行政开
支上打好“铁算盘”、当好“铁公鸡”，不该支出的钱
一分也不能花，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重点建设，
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按财政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政府对自己
“抠门”、对民生“舍得”，用自己的“紧日子”来换百
姓的“好日子”，这是市委市政府把群众放在最高
位置的体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
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的体现，是践行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体现。

目前，重庆把政府过“紧日子”作为财政工作
长期坚持的方针，压减市级行政开支和非急需、非
刚性支出，以给大规模减税降费留足空间。同时，
今年，重庆将提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财政补助、建设“四好农村路”……从衣食住行、吃
饱穿暖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
入、更可靠的社保，一系列民生保障和改善措施可
期可待。

把钱分配好，重要；让钱使用好，更重要。重庆
正在深入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把财政资金
运行全程置于绩效管控“流水线”上、把绩效“标尺”
丈量到财政资金使用的方方面面，所有财政开支均
以效益为前提，并且还要问责追责。抓好“铁纪
律”，当各级政府和部门切实履行好预算绩效主体
责任，政府过“紧日子”省下的钱实打实地用在民
生保障和改善上，才能让更多群众过上“好日子”。

打好“铁算盘”
抓好“铁纪律”

□廖雪梅

大山下崭新的云阳县泥溪镇桐林小学附设幼儿园。 记者 万难 摄

江北区鱼嘴镇井池村，村民正在改造后的新居前话家常。2018年底，鱼嘴镇政府启动农房改造项目，现在该
村一栋栋房屋或拔地而起，或旧貌换新颜。 通讯员 贺终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