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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实现营商环境和企业复工达产双提升

选派615名驻厂特派员推
进复工达产

江津是一个产业大区，现有规上
工业企业422家、中小企业2.4万余
家、农业企业约4000家、限上商贸企
业近300家、各类市场主体12万家，
居全市第4位。因此，江津既是受疫
情影响最大的区县之一，也是复工达
产压力最大的区县之一。

面对疫情“大考”，江津在密织防
疫网络、确保疫情零扩散的基础上，从
2月下旬就开始分区分级分类统筹防
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企业有序复
工达产。

江津区各级各部门共选派了615
名干部入驻企业担任驻厂特派员，一
边指导企业疫情防控，一边帮助协调
解决企业复产中遇到的原材料供应、

物流不畅、配套企业开工等问题。
对该区的47家重点龙头企业，江

津区则采取一名区级领导联系一个企
业的方式，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
议”，强化服务，破解梗阻，推动产业链
协同复工协调运行。

为全力保障水电气用工用地等生
产要素需求，江津区经信委牵头成立
了电力天然气专项工作推进小组，协
同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等
相关部门和电力公司、天然气企业共
同推出电力“三零”惠企服务与天然气
用气报装改革，以“四减四提”措施，推
进电力、天然气要素市场进一步高效、
便利、快捷服务于企业和群众。

一是减手续，提高工作效率。该
区在电力接入上，将低压小微企业办
理手续缩减为申请签约和施工接电
两项，10千伏供电的非居民用户办理
手续缩减为申请受理、供电方案答
复、外部工程行政审批和装表接电4
项，极大地优化了审批办理流程，实
现工作效率的提升。

二是减时限，提升服务水平。该
区通过程序优化、压缩报装安装时限，
实现低压小微企业平均接电时间减至
15天以内、10千伏供电的非居民用户
平均接电时间减至60天以内。

三是减成本，提档管理能力。该
区通过低压小微企业办电实现“零投

资”，鼓励具有燃气工程综合服务能力
的市场主体向用户提供燃气工程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一体
化安装服务等措施，切实降低用户通
电和工程建设成本。

四是减流程，提高用户满意度。该
区电力、天然气服务均实行网上营业
厅、微信客户端、智能APP等线上办理
和电话预约上门服务相结合模式，实现
用户业务“一口受理”、用户“最多跑一
次”。

兑现70亿元政策资金支
持企业

3月初，在市政府出台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40条政策措施后，江津及时
通过召开助推企业复工复产新闻发布
会、发放“暖心手册”、在区内媒体开设
专栏等方式对各项政策进行宣传解
读，并充分发挥615人的驻厂特派员
作用，主动帮助企业申报相关支持政
策。

截至目前，该区符合条件的企业
3万余家，申报率100%。除需市级
办理和时间节点未到的以外，区内

能主导兑现的政策兑现率达90%以
上。

在金融支持方面，江津申请享受
金融优惠政策企业2879家，已兑现
2874 家，累计享受支持近 60亿元。
其中，享受续贷1337家8.9亿元，续保
48家2.8亿元，提供中小微企业转贷
应急周转资金100笔5.6亿元，新增担
保授信51家约5亿元，投放担保贷款
63笔近3亿元，支小再贷款318笔4.4
亿元，发放专项再贷款20家 17.8 亿
元。

在财税纾困方面，该区3047家企
业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
并同意申请的有2971家，并已全部兑
现，兑现资金达3亿元。其中，1438家
中小困难企业申请税收减免，同意申
请1353家，减免金额超1亿元；75家
企业享受延期缴纳税款1.7亿元；阶段
性下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
全部按1%税率开票，1402家享受优
惠514.6万元。

在降低成本方面，江津面向全区经
营主体兑现补助政策3.1万家，缓缴、减
免近10亿元。其中，4567家企业享受

社保费减免1.9亿元，预计为4804家
减免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超3亿元；
直接冲减4813户用人单位2月至4月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5958万元；受理企
业稳岗返还 538 家，预计发放补贴
6000余万元；为3万余家用户降低用
电成本1665万元、用气成本761.2万
元、用水成本44.6万元。

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江津区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加大协调力度，打通兑现堵点，优化审
批流程，加快兑付进度，确保企业应享
尽享、应享快享各项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的优惠政策，帮助企业稳住阵脚、恢
复元气、加快发展。

一是主动上门跟踪服务。坚持区
领导挂勾服务重点企业和服务企业

“特派员”制度，分行业、分片区、分园
区走访企业，收集梳理具体问题，分析
研究发展对策，帮助企业解决一批产
权证办理等遗留问题。加强惠企政策
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及时优化、调整、

补充相应政策措施，提高对企业政策
服务的温度与精度，确保惠企政策发
挥应有的帮扶助力和激励撬动作用。

二是加强运行精准调度。坚持
“周调度、旬研究、月通报”工作机制，
全力保障水电气运用工用地等生产要
素需求，保障企业资金链畅通、供应链
稳定、销售链延续，推动企业生产每周
有提升、项目建设每月有形象，确保全
区经济平稳健康增长。

三是大力优化营商环境。针对前
期补助政策兑现存在的问题，简化优
化政策申报条件，逐步扩大容缺受理
范围。完善市、区政策申报、兑现协调
工作机制，推进信息共享、数据共享，
畅通兑现渠道，缩短兑现时间。

同时，江津将对标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评价体系，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
命的勇气，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在推进市场化方面，纵深推进“放
管服”改革，再取消调整一批行政许可
和中介服务事项，确保审批事项、材料
再精简20%以上。完善市场监管体
系，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集中统一监
管。推行准入即准营“证照联办”，构
建“一窗受理、联合审批、同步发证”涉
企证照审批新模式。

在推进法治化方面，落实《外商投
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运用。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依法兑现
政府承诺，全力抓好政策落实，决不让
好政策“悬空”。

在推进国际化方面，依托江津综
保区，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国际
化公共服务体系，发展会计、法律、咨
询、翻译等专业服务，让更多海内外朋
友走进江津、投资江津、扎根江津。优
化政务服务，加快建设“智慧江津”，启
动“数字政府”和“政务数据大脑”建
设，完善“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模
式改革，完成全区电子政务外网改造，
拓展政务服务网上办事、移动办事、自
助办事范围和深度，构建“互联网+政
务服务”新格局。

赵童 王琳琳 李想
图片除署名外由江津区行政服务办提供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江津区坚持把保市场主体
作为保发展的重中之重，全面
落实各级各类惠企政策，精心
服务、精准帮扶，全力以赴与企
业共克时艰，实现了营商环境
和企业复工达产的双提升。

税收志愿服务者在江津办税服务大厅帮助纳税人使用电子税务局进行网上自助申报税收志愿服务者在江津办税服务大厅帮助纳税人使用电子税务局进行网上自助申报，，实现用户实现用户““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

位于双福工业园区的重庆库铂科技有限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工人们抓紧
时间生产，积极保障口罩供应。摄/贺奎

过去的周日，“黑暴”在香港卷土
重来。

光天化日之下，在港岛天后街头，
一名年轻女子被一群黑衣蒙面暴徒击
打倒地、拖拽、脚踢。被殴打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她试图清理暴徒设在马路
中央的路障，让车辆能够通行。

同一天在繁华的铜锣湾，一名41
岁的香港律师因不满暴徒的不法行为
而遭到黑衣人持续追打，血流满面。
在他被围殴的同时，多名暴徒“默契
地”撑起雨伞遮住施暴现场，掩盖同伙
凶残暴行。

除袭击手无寸铁的市民外，大批
暴徒还在港岛多条街道堵路、纵火、破
坏公共设施、打砸商店。

这些暴行为任何文明社会所不
容。但毫不意外，华盛顿的政客们再
次出现选择性失明。他们唯一的兴
趣，只有指责、攻击和抹黑中国。美国
国会议员斯科特·佩里近日甚至提出
一项所谓“香港自由法案”，“授权美国

总统承认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华盛顿政客们的这些反华言论，

尽管荒唐无知，但无疑是在为香港暴徒
和其幕后操纵者打气撑腰。而二者的
勾结，则恰恰有力地印证了中国推进香
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高度
自治，资本主义制度和香港居民生活
方式得以保留。但同时必须牢记的
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对特区
拥有全面管治权，没有“一国”，就没有

“两制”。国家安全关乎中国整体利
益，属中央事权，从来不在香港的高度
自治范围之内。

放眼全世界，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是每个国家的权力和职
责所在。认为中国无权立法保障国家
安全，显然是双重标准和虚伪的表现。

多年来，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缺位，
为香港反中乱港分子勾连外部势力、
破坏“一国两制”提供了可乘之机，危
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在香港日益猖獗，
香港成为外部势力牵制和遏制中国发
展的新筹码。

去年“修例风波”中，暴徒冲击特区
政府总部、立法会大楼，破坏公共设施，
恶意毁坏港铁车站、银行和店铺，四处

纵火，抛掷汽油弹，攻击警察，袭击平
民，甚至当街淋烧不同意见市民。香港
被推向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深渊。

讽刺的是，那些口口声声宣称为
香港利益着想的人，却对肆无忌惮的

“黑暴”置若罔闻，一心煽动反中情绪、
持续制造恐惧和混乱。冠冕堂皇的言
辞背后，其真正企图昭然若揭。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发生在
香港的暴行和动荡发生在自己的国土
上。中国也不例外。

全国人大涉港国安立法将有效维
护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确保香港在“一
国两制”下的长期繁荣稳定。

真正关心爱护珍视“东方之珠”的

人大可放心，涉港国安立法将更好保
障香港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
只有那些视香港为棋子，牺牲香港为
自己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人，才应感
到惶恐不安。

必须指出，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
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人，如果妄图
利用香港遏制中国发展，分裂中国，颠
覆国家政权，不是愚蠢无知，就是自欺
欺人，必将为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14
亿中国人民所唾弃。

（新华社香港5月27日电）

暴徒与华盛顿勾结凸显香港国安立法紧迫性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
者 朱超 成欣）针对美方领导人
称将就中方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对
中国作出强有力回应，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
问时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事权。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
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对于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错
误行径，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
反制。”

外交部：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5 月 26 日 电
（记者 谭晶晶）美国航天局计划27
日首次用载人版“龙”飞船将两名美国
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这将是自
2011年以来美国首次使用国产火箭
和飞船从本土将宇航员送往空间站，
是美国在航天飞机退役9年后恢复载
人发射能力的关键一步。

按计划，载人版“龙”飞船将于美
国东部时间27日16时33分（北京时
间 28 日 4 时 33 分）搭乘一枚“猎鹰9”
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
射升空。美国宇航员道格拉斯·赫尔
利和罗伯特·本肯将首次乘“龙”飞船
前往空间站。这次发射备受瞩目，有
三大看点。

2011年 7月 8日，美国“亚特兰
蒂斯”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
最后一次发射升空，这次“谢幕之旅”
标志着美国30年航天飞机时代的终
结。

自那以后，美国不得不“仰仗”俄
罗斯飞船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
站。2014年，美国航天局与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和波音公司签署了总额68
亿美元的合同，目标是尽早用国产飞
船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美国宇航员。

如今，载人版“龙”飞船发射是美
国恢复载人发射能力、摆脱对俄罗斯
载人飞船依赖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
美国航天局未来探索月球和火星的计
划打下基础。

这也是美国商业载人飞船载人
“首演”，“龙”飞船开启了美国航天史
上首次由私营公司建造和运行的载人
飞船执行“太空的士”任务的新篇章，
这无疑会对全球商业载人航天的发展
起到鼓舞和激励作用。

此次载人版“龙”飞船更大、更重，
装有生命支持系统。它配置的8台

“超级天龙座”发动机，可以为逃逸系
统提供动力，在紧急状态下使飞船脱
离火箭，供宇航员逃生。

美国“龙”飞船计划今日载人发射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
者 郁琼源）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597.9亿元，同
比下降27.4%，降幅比1至3月份收窄
9.3个百分点。

1至 4月份，在 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5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36
个行业减少。其中，烟草制品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 22.6%，农副食品加工
业增长20.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0%。

数据显示，4月份，八成行业利润
改善，半数以上行业利润实现增长。4
月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3个行业
利润增速比3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其
中23个行业利润实现增长，比3月份增
加15个。

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明显改善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6日电 （记
者 吴刚）俄罗斯外交部26日发表评论
批评美国表示要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指出美国指责别国违反军控条约的理由
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是美国自己在违
反条约。

俄外交部说，美国在指责俄违反《开
放天空条约》方面所提出的证据是捏造
的。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其一是为了转移
它自己违反条约这一焦点，其二是美国军
政界很多人认为这一条约束缚了美国的
手脚，美国要再次退出一项军控条约。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
2002年起生效。条约参与国可按规定
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
察。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
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突
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
签署了这一条约。

美国务卿蓬佩奥本月21日在国务
院声明中指责俄罗斯违反《开放天空条
约》，表示美方将向所有签约国递交退约
决定通知并在6个月后正式退出该条约，
除非俄罗斯方面能重新履行这一条约。

俄外交部抨击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评论

5月2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搭载载人版“龙”飞船的“猎鹰9”火箭正在进行
垂直安装。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者
安蓓）记者27日了解到，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部署
今后一个时期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
发展工作，强调要全力支持抗击疫情，坚
持“敞开受理、应运尽运”，稳定国际产业
链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
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有效应对疫情、稳
定进出口贸易、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恢复
发挥了积极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强调，中欧班列建
设将做好九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保障安全稳定运行，努力化解
疫情影响。坚持敞开受理、应运尽运，对
开行班列需求予以全面保障。建立健全
疫情期间中欧班列突发情况应急预案，
采取更有针对性、务实管用的消杀措施，
防止疫情蔓延。

二是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健康
有序发展。简化中欧班列经营服务各类
手续。探索构建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
数。

三是持续优化运营组织，提升运行

质量效益。科学合理制定中欧班列开行
方案，加强与沿线国家铁路协作，压缩班
列全程运行时间。

四是推动通道多元化，提高设施保
障能力。推动中欧班列主通道“卡脖子”路
段升级改造，加快港口进港铁路建设，完善
铁水联运配套设施。研究对满洲里站、二
连浩特站、阿拉山口站进行扩能改造。

五是加强枢纽节点建设，优化班列
开行布局。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
工程建设，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影响
力的现代物流枢纽。

六是加强技术创新应用，提升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打造丝路数字班列。

七是深化多层次多领域交流，促进
中欧班列国际合作。探索开行“人文班
列”“医疗班列”“旅游班列”等。

八是发挥牵引和推动作用，促进区
域经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班列+口
岸”模式，积极探索“班列+园区”模式，
稳步推进“班列+金融”业务。

九是加强应急安全保障，打造国际
安全运输典范。构建中欧班列综合应急
管理体系。强化与沿线国家安保合作。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欧班列坚持“敞开受理、应运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