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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4 月 29
日，据市气象台预计，4月30日夜间到
5月4日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较高，5月4日夜间到5日，则
有降水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电、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月 29 日夜间，各地雷雨或阵
雨，其中东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中
雨到大雨；30日白天，大部地区阵雨
转多云，局地雨量可达中雨，西北部
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多云。大部分地
区 气 温 14～30℃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13～27℃。
4月30日夜间到5月3日，各地多

云到晴。大部分地区气温15～36℃，
城口及东南部13～32℃。

5月4日，偏南地区阵雨，其余地区
多云转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大部分地
区气温19～34℃，城口及东南部16～
30℃。

5月5日，中西部大部和东南部地
区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
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 20～
33℃，城口及东南部17～29℃。

“五一”小长假先晴后雨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 月 29
日，重庆市文化和旅游信息中心（数据
中心）、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系
联合开展的“重庆市民‘五一’假期出游
意愿调查”数据显示，“五一”小长假，
41%的受访重庆市民计划出游，80%会
选择自驾出行，近郊休闲旅游目的地将
迎来以本地居民为主、家庭出游为主的
接待高峰。

在出游计划方面，约41%的市民
打算“五一”假期出游，计划出游地域集
中在市内，以2-3天的周边区县游为
主，人均消费预算在500-999元。

在目的地选择上，市民更看重目
的地安全性、舒适度、交通便利程度
等，其中自然风景区、乡村游/踏青赏
花采摘最受追捧，休闲度假为市民出
游的主要目的，占比78.9%；在出游方
式上，80%的市民选择自驾出游，全自
助游是最受市民青睐的旅游形式，占
88.2%。其中，83.7%的市民首选与家

人一起出游；在产品购买上，40.2%的
受访市民首选线上旅游（OTA）交
易。在住宿方面，特色民宿最受欢迎，
占比达58.5%。

来自马蜂窝旅游大数据预测显示，
“五一”假期，重庆景区景点综合热度预
测前五名分别是洪崖洞、仙女山国家森
林公园、武隆天生三桥、磁器口古镇和
解放碑。热搜购物地前五名分别是观
音桥步行街、钟书阁(重庆店)、重庆来
福士、花漫时光园艺、日月光中心广
场。自由行热销产品前五名分别是铜
梁黄桷门奇彩梦园门票、武隆天坑一日
游、武隆仙女山一日游、重庆两江夜游、
重庆磁器口+长江索道+轨道穿楼+渣
滓洞/白公馆纯玩一日游。

重庆市乡村旅游协会和重庆市农
家乐产业协会的报告预测，主城区的歌
乐山、南山、云篆山、缙云山、玉峰山、铁
山坪等地，以及区县的垫江牡丹樱花世
界、武隆仙女山镇、南川生态大观园等

乡村旅游目的地人流量较大。
需要提醒市民注意的是，目前我市

各大景区景点采取的是“防控为先、限
量开放”政策，游客接待量不超过核定

承载量的30%，市民出游前，最好通过
官方平台查询相关信息及提前预约；出
游时，错峰出行，不聚集、不扎堆，做好
个人防护，遵守秩序、文明出游。

重庆市民首选近郊休闲游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4月29
日，“重庆人游铜梁”首游活动在铜梁区
西郊花语悠游谷景区启动，景区将于

“五一”开门迎客。当天，上百位来自重
庆各旅行社和自驾组织的嘉宾，率先体
验游览了西郊花语悠游谷景区。

西郊花语悠游谷涉及5个镇街，面
积120平方公里。景区通过打造50公
里绿道，串连起铜梁西郊花语悠游谷·
玫瑰之约、西郊花语悠游谷·叶子花开
研学基地、西郊花语悠游谷·原乡藕寓、
成王果业、牧堂纯草莓基地、新陆有机
蔬菜基地、黄桷门奇彩梦园、巴岳山玄
天湖等30多个地标景观，涵盖赏花、摘
果、摘菜等多种游玩方式，适合全年龄
段游客。其中，西郊花语悠游谷·玫瑰
之约的玫瑰花花期可持续到10月；不
久前落成的西郊雅社民宿聚落，其客房

配有独立小院、户外泡池、茶吧等，格调
纯朴、亲近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可作为
二日游、三日游的新选择。

据介绍，活动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和景区开放要求，做好健康检测、景区
流量控制、接待场所消毒等全方位防
控，确保游客健康、安全、快乐、舒心。
本次活动由重庆新闻旅游集团、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旅游发展中心，以及铜梁区
文旅委、重庆玄天湖旅投公司及重庆周
边游旅行社联合举办。

“重庆人游铜梁”首游活动启动

▶4月29日，“重庆人游铜梁”首游
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新华社香港4月29日电 因参与
旺角暴乱而被判监禁的梁天琦和卢建
民等三人早前就刑期提出上诉，香港高
等法院上诉法庭29日驳回其上诉。

2016年2月8日晚至9日凌晨，包
括梁天琦、卢建民和黄家驹在内的数百
名暴徒在旺角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造
成100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警务人
员。事后，特区政府律政司对梁天琦等
人提起诉讼。2018年6月11日，香港
高等法院判处梁天琦6年监禁、卢建民

7年监禁、黄家驹3年半监禁。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认为，原审法官

已详细及正确地引导陪审团，判决没有
法律上的错误并引用了适当的判刑原
则，以7年为量刑起点并非明显过重，
故裁定其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拒绝给
予上诉的许可。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表示，梁
天琦涉及的暴动罪极为严重，即使梁天
琦本意是所谓“保护本土文化”，也不能
成为减轻刑责的理由。

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三名
旺角暴乱参与者就刑期提出的上诉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4月
29日上午，“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

“党员直播带货‘渝’你抗疫助农”扶贫
农产品公益直播首场活动在万州区柱
山乡草盘村大球盖菇基地进行。柱山
乡党委书记张永明和柱山乡政法书
记、副乡长王勇当起带货主播，向网友
们推介柱山乡的特色农产品。

直播画面上，张永明和王勇面前码
满了新鲜农产品，万州区广播电视台两
名主播不时插科打诨，提问、抽奖、送福
利……直播现场十分活跃。

随后，几名带货主播前往大球盖菇
种植基地，与基地合作社村民开展互
动，学习采蘑菇技巧，体验采蘑菇乐趣。

“一夜山雨足，十里菌飘香。我们
相信，小蘑菇也可以办成大产业！”张永
明介绍，大球盖菇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优质食用菌种，也
是国际菇类交易市场十大菇种之一。
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柱山乡通过
东西扶贫协作，从山东济宁市引种大球
盖菇，并采取“公司+大户+贫困户”的模
式推广种植100亩，带动132户农户增
收，至今年4月已累计出菇110余吨。

说话间，大球盖菇已采摘不少。张
永明和王勇小试身手，现场烹制3道鲜

菇美食。张永明说，因疫情影响，部分
农产品也存在一定滞销，看着这些特色
货不能及时销售，他们特别着急。“总书
记在陕西金米村调研时指出‘电商在农
副产品销售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是大有
可为的’，给我们支了招，因此想借‘学
习强国’直播的机会，为我们柱山特色
农产品打开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据了解，这场直播是“学习强国”重
庆学习平台“党员直播带货‘渝’你抗疫
助农”扶贫农产品公益直播首场活动。
活动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提

供技术支持，“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重庆
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商务委
主办，各区县党委宣传部、商务委（局）
承办。活动立足重庆、面向全国，组织
发动全市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推介各区县特别是18个深度贫
困乡镇的特色农产品和乡村美景，既解
决了受疫情影响农产品的滞销问题，又
对外宣介了重庆乡村的美好形象，是运
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建立线上公益

“助农”模式的生动实践。
即日起，我市各区县、乡镇党员领导

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干部等每周都
将登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直播中国”
频道，推销当地农产品和美景美食。

重庆党员干部上“学习强国”直播带货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根据《劳
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是企业用工
的补充形式。”4月29日，市人力社保
局相关负责人在解读《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时说，为
保障不合法劳务派遣用工模式下农民
工的劳动报酬权，《条例》第十八条规
定，用工单位使用个人、不具备合法经
营资格的单位或者未依法取得劳务派
遣许可证的单位派遣的农民工，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由用工单位清偿，并可以
依法进行追偿。

该负责人说，实践中，以劳务派遣
方式使用农民工的形式普遍存在，以劳
务派遣方式侵害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的
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条例》规定了用
工单位使用个人、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
的单位或者未依法取得劳务派遣许可
证的单位派遣的农民工，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由用工单位承担清偿责任。

“这一规定解决了因为个人、不具
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未依法取
得劳务派遣许可证的单位抗风险能力
差，不能有效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
的问题，明确用工单位承担农民工工
资清偿主体责任。”该负责人说，该规
定对防范用工单位以劳务派遣用工方
式逃避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具有积极
意义。

此外，该负责人还特别提示，用工
单位使用劳务派遣用工要严格审查核
实劳务派遣单位资格，使用取得劳务派
遣许可和登记证照的劳务派遣单位，使
用不合法劳务派遣的，将承担农民工工
资清偿主体责任风险；用工单位使用劳
务派遣用工过程中要加强对劳务派遣
单位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监督，特
别是要监督将农民工工资发放至本人，
防止劳务派遣单位挪用农民工工资款
项或卷款逃逸发生，避免因监管不到位
引发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风险，建议以
劳务派遣方式使用农民工的用工单位
实施委托代发制，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
足额支付。

防范用工单位以劳务派遣用工方式
逃避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

□本报记者 王翔

“当初实在没办法，全靠吃低保解
决了生活困难。现在，我想把低保留给
更有需要的人。”前不久，家住秀山县隘
口镇岑龙村的农户杨松胜，将一封“退
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申请书”交到
岑龙村委会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生活的开始。

“身体好起来一定要摘掉穷帽子”

今年57岁的杨松胜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以前一家人的收入都靠夫妻俩外
出务工，还能勉强维持，但突如其来的
疾病，让家庭一下跌入到“谷底”。

原来，2014年，在沿海打工的杨
松胜患上了淋巴性结核，不得不返回
家乡治病休养。没过多久，妻子秦艳
珍患有多年的慢性风湿病也发作了，
也回到家乡治病，这样一来，杨松胜一
家的收入来源彻底断绝。

“当时，我们两个大人要拿钱治病，
4个孩子在读书，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
没了着落。”说起几年前的那一幕，杨松
胜满是唏嘘。

不得已，杨松胜向隘口镇申请纳入
成为低保户。2016年12月，隘口镇按
规定将杨松胜家的3人纳入低保，保障
了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可低保像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杨松
胜心里，“吃低保终究不是个办法，我们
身边有很多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我觉
得我也不差。”杨松胜在心里暗暗发誓：

只要身体好起来，就一定要摘掉这顶穷
帽子，靠自己的双手再次站起来。

“有干部帮扶，找到发展方向”

2019年下半年，杨松胜的困境终
于出现了转机。

那时，他的病慢慢好了，虽然没法
像以前一样干重体力活，但一般的活计
没什么问题。杨松胜开始想办法自己
找活干，但始终没有找到奋斗的方向。

了解这一情况后，岑龙村驻村帮扶
队队员们经常来到杨松胜家，给他讲解
扶贫帮扶政策，介绍村里产业发展情
况，甚至请来一些业主，讨论共同发展
问题。多番沟通下，最终，在重庆万物
春生制药有限公司经理宗兵的推荐下，
杨松胜决定发展银杏种植。

“种植银杏的市场前景很好，又有
万物春生制药这个龙头企业免费提供
技术指导、包收购。”杨松胜说，甚至在
他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政府还提供了种
苗和管护等帮扶资金。

2019年11月，在镇村两级帮扶和
重庆万物春生制药有限公司的支持下，
杨松胜与同村的建卡贫困户杨永发一
起，拿着筹集到的资金承包下了村里的
260亩土地，开始种植银杏，“现在基地
里已经全部种下了银杏，长势也非常
好，预计亩产银杏叶2800斤，收入可达
3000余元/亩。”

“摘了帽子一身轻松”

今年初，看到自家有了产业，杨松
胜的收入渐渐增多，他找到村干部，一

句“我这样子哪里还像低保户，”就想退
出低保。但鉴于其产业刚处于起步阶
段，银杏产业要见效还需要3年时间，
帮扶干部们没有立即同意，还和他凑在
一起想办法，怎么能实现“长效产业能
致富，短效产业促增收”。

在大家的牵线搭桥下，杨松胜与附
近的辣椒合作社达成了合作协议，按照
合作社收购标准，在银杏基地里套种了
100 亩辣椒，今年预计每亩可产出
3000斤，每亩收入3000元。

今年3月，杨松胜再次来到村委
会，当着村干部的面，写下了“退出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申请书”，并按上了
鲜红的指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国家
的好政策帮助了我，现在，我要退出低
保，把它留给有需要的人。”杨松胜说。

如今，杨松胜一身轻松，“摘掉低保
‘帽子’的那刻，我觉得全新的生活就开
始了，只要肯干，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这不，疫情在家这段时间，“思想活跃”
的杨松胜又打起了种植中药材重楼的
主意。

作为一种名贵中药材，重楼“钱景”
可观，市场上一斤重楼的价格可达
300-500 元。为了得到好的重楼种
苗，杨松胜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满山
寻找野生重楼，并带回来培育优质种
苗。

目前，杨松胜已在自家大棚里试种
了一亩重楼，试种成功后，将逐步扩大
种植规模，“说不定哪天我就成了一个
典型，不仅自己富了，还能带着大伙儿
一道奔小康。”杨松胜打趣说。

秀山农户杨松胜为啥主动申请退低保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读系列
用人单位劳务派遣模式下的农民工工资清偿责任

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电 （记者
郁琼源）记者29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
7428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
长蔡自力29日在国家税务总局2020
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前，今
年首个季度申报纳税期刚刚结束，税
务部门及时完成了减税降费统计核算
工作。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
实现减税降费7428亿元。主要由以
下两部分组成：一是2020年新出台支
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
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3182亿元；二是
2019 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
2020 年继续实施形成的减税降费
4246亿元。

“最近，国家还陆续出台了扩大汽
车消费、延续实施普惠金融和西部大开
发优惠等税收政策，多措并举帮助各类

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
关。”蔡自力说。

蔡自力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部署出台多批
税费优惠政策，聚焦支持疫情防控工
作，聚焦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聚焦支
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聚焦稳
外贸扩内需。

据介绍，受上述减税降费政策减收
和疫情带来税基减少等因素的影响，今
年一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
入完成34826亿元（已扣出口退税），同
比下降16.4%。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出台的
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不断显
现，我国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中经济
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正在加快恢复，预计二季度税收收
入降幅将会较一季度明显收窄。”蔡自
力表示。

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7428亿元

秀山农户杨松胜正在查看中药材重楼苗。 通讯员 田坤 摄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0〕7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12时——2020年5月12日12时。4月30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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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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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拍卖方式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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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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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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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7（总第118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818935

亩

1228.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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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张咏
机构编码：00009350010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13号银都大厦裙楼五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珠江路48号1幢21-3号、

21-4号、21-5号
成立日期：2006年03月06日
邮政编码：400050
联系电话：023-6842011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

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
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忠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小龙
机构编码：00012750023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巴王路72-74号三峡购物广场4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忠州镇滨江路27号附11号3-1、3-2、

3-3、3-4、3-5门面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23日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电话：023-5423320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电 （记者
安蓓）记者29日了解到，为稳定和扩大
汽车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
门近日印发通知，提出调整国六排放标
准实施有关要求、完善新能源汽车购置
相关财税支持政策、加快淘汰报废老旧
柴油货车、畅通二手车流通交易、用好
汽车消费金融等五方面措施。

根据《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若干措施的通知》，轻型汽车（总质量
不超过3.5吨）国六排放标准颗粒物数
量限值生产过渡期截止时间，由2020
年7月1日前调整为2021年1月1日
前；2020年7月1日前生产、进口的国
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2021年 1月 1
日前允许在目前尚未实施国六排放标
准的地区销售和注册登记。未经批
准，各地不得提前实施国家确定的汽
车排放标准。

通知明确，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政策延续至2022年底，并平缓2020年
至2022年补贴退坡力度和节奏，加快
补贴资金清算速度。加快推动新能源
汽车在城市公共交通等领域推广应
用。将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

优惠政策延续至2022年底。
通知指出，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地区提前淘汰国
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
中央财政统筹车辆购置税等现有资
金渠道，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支持
引导重点地区完成淘汰 100 万辆的
目标任务。有关重点地区要尽快研
究出台淘汰报废老旧柴油货车经济
补偿措施。

通知提出，优化车辆交易登记等制
度，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扩
大二手车出口业务，修订出台《二手车
流通管理办法》，发挥汽车维修电子档
案系统作用，支撑二手车交易，加快二
手车流通，带动新车消费。加强二手车
行业管理，规范二手车经销企业行为，
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底，对二
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减按销售额的
0.5%征收增值税。

通知强调，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
汽车消费信贷等金融业务，通过适当下
调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
等方式，加大对汽车个人消费信贷支持
力度，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国六标准实施延期至明年1月1日
11部门出台五大举措稳定扩大汽车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