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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深化河长制 建设幸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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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8月12日，丰都县城西部的长江边，已经搬迁的三家造
船厂原址所在江岸正在进行护岸工程打造，未来这里将成为
兼具防洪和生态功能的“滨江公园”。

丰都长江岸线的这一变化，正是我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一手做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
的“减法”，一手做生态修复的“加法”的成效体现。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重庆已完成455个
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累计腾退岸线长度16.96
公里，规范整改占用岸线长度34.47公里，河道管理范围内复
绿19.5万平方米，长江岸线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为切实保护长江岸线资源，从2018年底起，我市开展了
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工作，清理整治违法违规
占用长江干流岸线行为，清理整治范围为长江干流江津区
羊石镇至巫山县碚石镇的691公里长江重庆河段。其中，包
括拆除取缔类项目、位于生态敏感区的清理整治项目、不符
合《岸线规划》管控要求或可能存在重大防洪影响不符合涉
河建设方案许可办理规定的清理整治项目，以及符合《岸线
规划》管控要求且不存在重大防洪影响的不符合涉河建设
方案许可办理规定的清理整治项目四大类，共梳理出长江
干流岸线利用清理项目461个，涉及餐饮船舶、码头、桥梁、
水源保护、造船厂等项目。

为保证整治工作落到实处，我市将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
目专项整治工作纳入市政府对区县政府年度目标工作和河长
制工作考核内容，严格考核问责。今年5月，我市发布市第2
号总河长令，加大对“污水乱排、岸线乱占、河道乱建”行为清
理整治力度，为长江干流岸线的保护和开发设置“高压线”。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财政局获悉，我市纾困惠企的减税降费政策加速落地，上半年
新增减税降费260多亿元。市税务局的数据显示，我市新增减
税惠及纳税人超过380万户次，21个行业门类均有税收减免优
惠。从类型看，减税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民营经济，减免额度占
62.6%。

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国家出台系列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税费优惠政策，涉
及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扶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外贸
稳外资等多个方面。

为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我市今年压减工序、缩短战
线、提高速度，不仅有效缓解了困难企业的资金压力，还极大
带动了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一方面，我市开发的“点即报”系统节约80%以上办税时
间，这套系统上半年已在全国推广；另一方面，推行“全程电子
退库”，退税业务平均办理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较以往压
减超过50%，单笔退税最快当天即可到账。此外，我市还建
立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一体式督导一股绳聚力落实机制，
信息共享、办法共研、问题共解。同时，实施“银税互动”、提升
涉税数据增值服务，将纳税信用与金融信贷挂钩。

在减负的同时优化制度、改进管理，是我市减税降费的一
个特点。 （下转4版）

上半年重庆新增
减税降费超260亿元

惠及纳税人逾380万户次，民企
成为最大受益者

□本报记者 周尤

“春晖路街道是本区人口最多的街道，
涉及80多项惠民资金，如何开展监督，是否
存在‘微腐败’现象？”

“街道148名党员，是否全部如实填报
亲属关系情况及涉权事项情况？有无优亲
厚友现象？”

……
8月11日，回忆起前不久在大渡口区

纪委监委举行的2019年度基层纪检监察组
织述职述廉会上，自己被连续追问时的场
景，春晖路街道纪工委书记杨长勇记忆犹
新。当天，大渡口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变身

“考官”现场质询，16名区管纪检监察组织
负责人集体“迎考”。

述职述廉会采取“述职报告、现场提问、
领导点评、民主评议”的方式进行，纪检监察

组织负责人事先被要求“如实回答问题，不
要照着稿子念”，提问质询没有套话空话，直
奔问题，“辣味”十足。

提问纪检监察组组长：
“22次集体学习研讨你参加
了多少次？”

如何压紧压实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责
任，对权力运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是现场提
问质询的一个高频问题。

跳磴镇纪委书记伍生华现场述职述廉
后，大渡口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国
伟直问：“近年来跳磴镇山溪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等主要负责人违纪违法被查处，
作为纪委书记，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面对如此“辛辣”的提问，伍生华不回
避不推诿：“这确实说明我们对村（社区）党

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工作还不够
到位，一些廉政风险点还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出现这类情况，不仅存在制度执行不
到位，还有党员干部个人底线没守住的问
题。接下来，我们将加强对村（社区）党组
织的监督，紧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围
绕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建章立制，堵住漏
洞，同时加强警示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作为纪检监察组织主要负责人，个人作
风实不实，有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是

“考官”们关注的重点。
会上，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邹

凤报告：“全年，组内针对查找的短板坚持开
展集体学习研讨22次，主要学习了《监督执
法工作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纪检监察法律法规。”

（下转2版）

“如实回答问题，不要照着稿子念”
——大渡口区16名区管纪检监察组织负责人现场集体“迎考”

【开栏语】
重庆全面建立河长制以来，各级河长履职尽责，重庆

水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河库面貌明显改观。目前，我
市河长制工作正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转变。为深入挖
掘重庆在打造人民满意幸福河过程中的有效做法，本报
从今日起开设“深化河长制 建设幸福河”栏目，报道重
庆全市上下如何贯彻落实第1号、第2号市级总河长令，
切实保护水资源、管控水域岸线、防治水污染、治理水环
境、修复水生态、实现水安全，以及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河长制方面的生动探索实践。

重庆为长江干流岸线
做生态“加减法”
已清理整治455个长江干流岸线

利用项目，腾退岸线16.96公里

本报讯 （记者 杨骏）8月12日，重庆
日报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同意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以
下简称《批复》），同意重庆（涪陵区等21个市
辖区）等28个省、市（区域）为全面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全面深化试点期限为3
年，自批复之日（8月2日）起算。

《批复》要求，试点地区要负责试点工作
的实施推动、综合协调、政策支持及组织保
障，重点在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完
善政策体系、健全促进机制、创新发展模式、
优化监管制度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探索路径。北京、天津、上海、
海南、重庆等试点地区人民政府要同时落实
好上述试点工作主体责任和省级人民政府相
关责任。

“重庆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上的范
围进一步扩大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重庆两江新区被
纳入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本次《批
复》，则将主城都市区的21个区县（原主城9
区即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
岸、北碚、渝北、巴南，渝西地区12个区即涪
陵、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綦江、大足、
璧山、铜梁、潼南、荣昌）全部纳入全面深化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范围。

“下一步，我们将抓紧制定关于《批复》的
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重庆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此前，以两江新区为试点，重庆
在服务贸易发展方面进行多项探索。比如，
重庆出台和修订了《服务贸易专项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服务贸易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文件，为企业申请国际认证、境外商标注册、
境外宣传推广、参加国际服务贸易知名展会
等提供支持。

这些政策，也推动了重庆服务贸易多领
域有序开放——

建筑领域，取消工程设计企业外籍技术
人员比例限制，放宽自贸试验区内港澳台资
建筑企业工程承包范围限制；文化旅游领
域，允许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
独资经营的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和演出经
纪机构在自贸试验区投资和经营；人力资源
领域，将设立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人才中介
机构的审批权及时下放至自贸试验区各板

块相关职能部门；医疗领域，重庆首家外资
独资医院——莱佛士医院落户两江新区，为
外国医师办理来华短期行医许可开辟绿色
通道等。

重庆还开展出口信用保险，知识产权价
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通过合作银行为500
家科技型企业贷款13亿元；设立服务业的
专项基金 5只，总规模 59亿元，加大对金
融、专业服务、会展及文创旅游等领域支持
力度等。

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

重庆主城都市区全部纳入试点范围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8月 1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上半年，重
庆纳入GDP核算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七大服务行业，
共实现营业收入 741.37 亿元，同比增长
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

这七大服务行业包括：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据介绍，重庆服务业逆势增长，主要得益
于三方面的动力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做优做
强；生活性服务业持续提档升级；加快培育服
务业新业态新模式。

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上半年，软件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11.9%，基础电信企业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21.9%。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上半年，我市积极
出台提振文旅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全
市文旅企业复工率达99.02%，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增加值达到859亿元。同时，传统
商贸服务业转型增效效果明显。如，我市组
建了重庆市会展服务中心，线上举办了中国
会展创新者（网上）大会；解放碑步行街成功
拿到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金字招牌；中
国·重庆现代餐饮产业园落户渝中区，首批
入驻企业签约金额超50亿元。

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方面，上
半年，我市启动实施了“加快发展直播带货

行动计划”，通过“线上引流、线下消费”推动
直播带货和“网红经济”发展。同时，还举办
了2020重庆6·18电商节暨“爱尚重庆云享
生活”网络消费促进月活动，1个月时间里
开展了140多场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线上消
费。

据统计，今年1-6月，全市网络零售额
达625.33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仅直
播带货活动就开展了8.94万场次，累计实现
零售额46.14亿元。

线下，我市举办了以“春暖花开 美好生
活”为主题的“十个一”活动，统筹开展跨季度
的“爱尚重庆·约惠夏天”主题惠民消费季活
动，助推消费市场回暖。据统计，6月当月，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7%。

上半年重庆服务业逆势增长
七大行业实现营收逾741亿元，同比增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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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若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后，我市各级党委
（党组）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迅速组织开展学习宣讲宣传，
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热潮。连日来，全市各
级党组织全覆盖组织学习、多形式宣讲宣传，党的创新理
论不仅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也“飞入
寻常百姓家”。

（下转2版）

深学笃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强大思想武器。学思悟践、知行
合一，方能入脑入心、落地生根。今日起，重庆日报开
设“深学笃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栏目，聚焦
全市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学好用好这部重要
著作的具体行动，共同努力让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事
业发展的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

【
开
栏
语
】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重庆各级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宣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呼吁更多餐馆
推出“小份菜”“拼盘菜”

石上生“花”
村 民 生 财

8月12日，酉阳叠石花谷
景区，游客正在叠石文化景观
前合影留念。

酉阳叠石花谷景区对 5
亿年前的寒武纪叠层石资源
进行保护性开发，邀请知名
艺术家参与创作，精心打造
出33处叠石文化景观、2000亩
乡村艺术园等，探索出一条

“旅游助推扶贫、艺术振兴
乡村”的新路径，吸引大量市
内外游客来打卡。据介绍，
该景区自去年 10 月开园以
来，已带动周边500余户村民
实现增收。

记者 万难 韩毅 摄
影报道/视觉重庆

在重庆办企业
全流程“一日办结”

白毛猪儿家家有
荣昌为啥站“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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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第一街”
再绽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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