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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7 月 31
日，贵州省毕节市来渝举办招商引资暨
旅游推介会。会上，毕节在为重庆游客
送出旅游“大礼包”的同时，还现场与多
家重庆企业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毕节市地处乌蒙山腹地，是乌江、珠
江发源地。“近年来重庆毕节两地联系密
切，每年重庆赴毕节旅游的市民超过500
万人次。”毕节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推介会上，毕节围绕百里杜鹃、织金洞、
韭菜坪等龙头景区，推进旅游景区提质升
级，为重庆市民带来了“观山听瀑赏花海”

“绿水悠悠候鸟啼”“红色印记镌心底”“山水
桂冠宜身心”四条主题精品旅游线路。

“从即日起至12月31日，我们还将
面向全国医护工作者、公安（警察）实行全
省除温泉外的收费景区免门票优惠，以及
面向所有游客实行的全省除温泉外的收
费景区门票5折优惠。”该负责人介绍。

毕节来渝举办招商引资暨旅游推介会

本报讯 （记者 王丽）为推动大足五
金高质量发展，助力大足“五金制造”迈向

“五金创造”。7月31日，第九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重庆赛区）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
计专业赛（以下简称专业赛）在大足启动。

据了解，本次专业赛由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支持，重庆市科学
技术局、大足区人民政府主办。专业赛
聚焦五金刀具创新设计的新思路、新方
向、新材料，设置厨用刀具、创意旅游礼
品刀具、刀具包装盒3个专业方向的分项

赛，面向国内外征集作品。
大足五金刀具与大足石刻相伴相

生，已传承上千年。目前，大足有五金企
业和专业户1600余户、从业人员近5万
人，预计到2020年底，五金市场交易额
将达到450亿元。

据悉，本次专业赛参赛者只需将报名
表WORD电子版、签章后扫描版、参赛作
品设计图（效果图）一并发送至报名指定
邮箱：cqdzdsj@163.com 即可完成报
名。每个参赛者（企业、团队）可提交多项
参赛作品，截止时间为9月30日18点。

向全球“借脑”锻打“宝刀”

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计专业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7 月 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重
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
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下称

《决定》）近日经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决定》
确定了重庆市应税资源的具体适用税
率、计征方式和减征免征具体办法，将于
9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
（下称《资源税法》）同步施行。

该《决定》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税
目全覆盖。根据《资源税法》，164个税
目中，原油、天然气等9个税目实行固定
税率，其他155个税目的税率授权地方

人大确定，重庆市对涉及的48个税目明
确原矿和选矿的具体适用税率，具体适
用税率按《重庆市资源税税目税率表》
执行。二是以从价计征为主。有效发
挥资源税在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中
的功能作用，建立资源税与资源价格相
联动的自动调节机制。48个税目中，仅
对地热、矿泉水实行从量计征。三是优
惠政策力度大。对因意外事故或者自

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可按其
损失金额的50%减征资源税，但减税额
最高不超过其遭受重大损失当年资源
税应纳税额的50%；同时，新增加对开
采伴生矿和尾矿的税收减免，有助于帮
助企业降低资源综合利用的成本，对伴
生矿按其应纳税额的30%减征资源税，
对综合利用尾矿库里的尾矿免征资源
税。

重庆确定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
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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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梅世雄 梅常伟

暴雨肆虐的洪涝灾区，八一军旗
在高高飘扬；危险的波峰浪谷，八一军
徽在熠熠闪耀……对于许多正在抗洪
抢险的官兵来说，这个“八一”将在大
堤上度过。

93载初心不改，永远的军魂融入
血脉；93载风雨兼程，不变的宗旨刻
进胸膛。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
枪响，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
人民军队的诞生。自那时起，人民

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英勇投身
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不
断取得辉煌胜利，建立伟大历史功
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加
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
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

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
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引现
实，启迪未来。

牢记嘱托，不辱使命。走过93年
光辉征程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

思想指引下，正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阔步向前。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牢 记 嘱 托 锻 雄 师
——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之际

《牢记嘱托锻雄
师》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7月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获悉，
中科院自然人群资源库等西部（重庆）
科学城首批校地合作项目已正式落
地。这意味着，科学城校地联合工作迈
出实质性步伐，接下来，重庆高新区还
将继续用好高校资源，支持建设重庆高

校众创空间联盟等。
据了解，为推进科学城建设，我市

在今年 3月即成立校地联席会议制
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等14所在渝高校加入联席会议，旨
在合力推动校地之间的合作，构建环
大学城创新生态圈，推动科学城一体化

发展。
“科学城建立校地联席会议制度，

一是为充分发挥高校和大学城的作
用，集聚高端人才和科研资源；二是推
动高校研发机构提质增效；三是推动
促进高校成果转移转化。”重庆高新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科学城依托大学集

聚了研发机构115个，其中重庆师范
大学牵头建设的重庆应用数学中心获
批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校地联席
会议制度建立以来，重庆高新区面对
面征求高校意见，提出项目化、清单化
工作计划。

目前落地的首批校地联合项目包
含中科院自然人群资源库、重庆大学
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重庆医科
大学国际体外诊断（IVD）研究院等项
目。中科院自然人群资源库现已完成
选址，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推进
顺利。

西部（重庆）科学城
首批校地合作项目正式落地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7 月 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淘宝大学西南学院
获悉，环西南财大财经智谷重庆专场推
介会在江北富力凯悦酒店举行，14个重
庆项目与成都青羊文化金融商务区管委

会签约，总计投资金额36.19亿元。
据了解，环西南财大财经智谷是成

都市人民政府和西南财经大学校地合作
实践。

推介会上，成都青羊文化金融商务区
管委会与重庆大龙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14个项

目进行了签约，总计投资金额36.19亿元。
此外，作为环西南财大财经智谷的

核心载体之一，成都人力资源产业园集
金融人才培训、创新创业孵化、金融实训
基地为一体，下一步将紧密围绕环西南
财大财经智谷建设，推动金融人才更好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金融业发展。

环西南财大财经智谷来渝举办推介会
签约14个项目投资金额超3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7月31
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
年，重庆军供双拥优抚活动在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举行。活动现场，我市首
款专为双拥对象服务的重庆军供
App正式上线，可为全市范围内的现
役、退役军人及军属在线提供购物、就
业、技能培训、法务咨询等“一站式”生
活帮扶。

据悉，重庆军供App由重庆军

粮供应服务中心推出，旨在积极响应
国家拥军优属政策，带动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到军人抚恤优待事业中。现
役、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下载该
App进行实名认证后即可享受生活

保障、日常出行、购车优惠、法务咨
询、就业咨询等专属服务。

此外，重庆军粮供应服务中心还
联合长安集团、斯威汽车、T3出行、顺
丰速运等企业，整合就业资源，通过

App为退役军人及军属提供更多就
业机会。

重庆军粮供应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传统的双拥优抚工作主要
通过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为扩大
服务面，提升便捷度，重庆军粮供应
服务中心还整合线下退役军人服务
站资源，与线上App平台相结合，为
全市双拥对象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
服务。

重庆首款服务双拥对象的App上线
联合多家企业在线提供“一站式”生活帮扶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中央军
委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认真组织《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学习使用。

《通知》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要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第
一卷、第二卷作为一个整体，组织
官兵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

《通知》强调，要坚持全面系统
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纳入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领导干部理
论轮训、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
治理论课教学，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
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深刻体悟这一思想彰显和贯穿的坚
定理想信念、真挚人民情怀、高度自
觉自信、无畏担当精神、科学思想方
法，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要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突
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学习
《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习近平论强
军兴军（二）》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
习纲要》，全面领会思想体系和精髓
要义，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

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各级
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运用
自身学习成果搞好对基层官兵的宣
讲辅导，推动部队学习贯彻不断深
入。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
克思主义学风，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结果导向，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前提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面加强
练兵备战，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
各项任务。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日前，中
共中央决定：刘国中同志任陕西省委书

记；胡和平同志不再担任陕西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陕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刘国中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7月29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有关事宜表明意
见。全文如下：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20年立
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事宜的报告》收悉。
中央人民政府对近期香港特别行政区
暴发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高度关注，
将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抗击疫情需求提
供一切必要支持和援助，切实保护香港
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就立法

会选举推迟有关事宜，提出以下意见：
一、中央人民政府支持行政长官会

同行政会议基于公众利益和香港实际
情况，依法作出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
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的决定。

二、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推迟情况下如何处理立法机
关空缺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将依法提
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
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依法做好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涉及的相关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表明意见：

合理合法 理解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31日发表声明表示，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鉴于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的严峻态势，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这体现了对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十分必要，
合理合法，中央政府充分理解和支持。

据新华社香港7月31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
室31日发表声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基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
势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表示理
解和支持，这是保护广大香港市民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负责任之举。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就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发表声明：

这是保护香港市民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负责任之举

据新华社天津7月31日电 2020
年7月3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
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原书
记赵正永受贿案，对被告人赵正永以受

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
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
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赵
正永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

赵正永受贿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记
者 胡璐）水利部预计，8月份，长江上
游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长江流域汉
江、淮河沂沭泗水系、黄河上中游、海
河、松花江、辽河等可能发生区域性较
大洪水。水利部要求提早做好有针对
性的防御部署。

这是记者31日从水利部了解到
的。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说，当前长江、
淮河、太湖等江河湖泊水位虽在缓退，
但高水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水工程调
度和堤防巡查防守工作不能放松。西
南、华南沿海和北方地区降雨增多，要
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水利部：

8月份长江上游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