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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3个）

合川区、沙坪坝区、涪陵区

二、第六届全国县级文明城市(1个)

巫溪县

三、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53个）

四、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72个） 五、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14个）

吴永富家庭 黔江区城南街道山台山社区

徐玲玲家庭 涪陵区荔枝街道大塘新村社区

范国胥家庭 江北区观音桥街道桃园社区

陈丽芳家庭 九龙坡区西彭镇银燕社区

唐远航家庭 渝北区大竹林街道紫竹苑社区

鲜 敏家庭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其龙社区

王继渊家庭 合川区合阳街道凉亭子社区

吕祥杰家庭 永川区卫星湖街道石龟寺村

胡忠政家庭 梁平区梁山街道鲁班路北池社区

冉显文家庭 武隆区仙女山街道石梁子社区

杨志刚家庭 忠县忠州街道锦鸿社区

杨大可家庭 云阳县青龙街道滨江社区

许素芳家庭 酉阳县板溪镇扎营村

钟从荣家庭 两江新区鸳鸯街道金谷社区

六、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15所）

重庆大学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潼南第一中学校 巴蜀中学校（本部）

云阳县第三初级中学 巫山初级中学

涪陵第十四中学校（本部） 开州区汉丰第一小学

北碚区朝阳小学校 渝北区龙山小学校

南川区隆化第一小学校（本部） 忠县实验小学校

荣昌区安富中心小学 梁平区实验小学

武隆区实验小学

七、新一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区）（1个）

重庆市合川区

八、新一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6个）

重庆市巫溪县珠海实验小学校 重庆市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盛街道 重庆市铜梁区委宣传部

重庆市九龙坡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渝学校

九、新一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个人（5名）

邓廷福（土家族） 重庆市酉阳县民族小学校长

钟 敏（女） 重庆市大渡口区委宣传部文明科科长

崔 瑛（土家族） 重庆市石柱县教委基教科科长

李 彬 重庆市委宣传部未成年人工作处干部

左绍中 重庆市沙坪坝区关工委名誉主任

重庆市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和第二届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及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表彰名单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万州供电分公司

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

中共重庆市南岸区委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北碚区纪委监委

重庆市合川区纪委监委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南川供电分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铜梁供电分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司法局

重庆市梁平区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城口县税务局

云阳县气象局

巫溪县人民检察院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机关）

中共重庆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儿童福利院

重庆市江北区财政局

重庆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

重庆市南山植物园管理处

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检察院

中共丰都县委组织部

重庆市第一看守所

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助友创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水井湾社区

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三峡路社区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社区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

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组织部

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南岸区税务局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永川分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綦江区税务局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开州供电分公司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忠县税务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巫山分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审计局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

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欢乐谷旅
游分公司

重庆市税务干部学校

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市女子监狱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税务局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重庆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

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北碚供电分公司

垫江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合川区财政局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高岩口社区

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通泰门社区

重庆市奉节县永安街道羽声社区

涪陵区武陵山乡

北碚区金刀峡镇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凤镇

黔江区沙坝镇三台村

涪陵区马武镇民协村

大渡口区建胜镇民胜村

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

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

渝北区大盛镇天险洞村

巴南区二圣镇集体村

长寿区凤城街道白庙村

江津区李市镇沙埂村

永川区大安街道灵英村

南川区石墙镇汇仓村

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

铜梁区巴川街道玉皇村

潼南区太安镇罐坝村

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

梁平区合兴街道龙滩村

城口县巴山镇坪上村

垫江县白家镇静峰村

云阳县南溪镇桂溪村

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

巫溪县通城镇长红村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凯街道矮
坳村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诸佛乡庙池
村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万东镇五和村

江北区五宝镇

巫山县双龙镇

万州区新田镇谭绍村

黔江区太极乡太河村

大渡口区跳蹬镇新合村

沙坪坝区歌乐山街道歌乐村

九龙坡区铜罐驿镇英雄湾村

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

渝北区石船镇胆沟村

巴南区石龙镇大兴村

江津区石门镇金龙村

合川区钓鱼城街道思居村

永川区仙龙镇太平桥村

綦江区永新镇石坪村

璧山区青杠街道沙坡村

铜梁区南城街道黄桷门村

潼南区新胜镇圆通村

开州区长沙镇福城村

武隆区火炉镇向前村

丰都县江池镇横梁村

忠县双桂镇石桥村

奉节县朱衣镇砚瓦村

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山村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坪坝村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两罾乡内口村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曾家镇虎峰
山村

□本报记者 申晓佳

“作为县级企业，我们同时
享受到了线上大数据技术和线
下细致服务的好处，惠企红利真
正落了地。”近日，在谈到营商环
境时，垫江一家房地产企业负责
人如此表示。他说，这是当地不
少企业的共同感受。

这一感受，也得到了数据的
印证——今年以来，垫江依托大
数据技术，精准推送减税降费优
惠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
在线下为企业开展“一对一”退
税辅导，截至10月已减免税费
2.6亿元，大批企业得以渡过难
关。

“县里的退税辅导来得及
时，工作细致，可以说是在企业
生死关头拉了我们一把。”重庆
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黎国全说，今年上半年，受
疫情影响，公司外贸业务严重下
滑，加之在进行数字化改造，资
金周转十分艰难。得益于垫江
县税务局的退税辅导，该公司用
足用透国家税费优惠政策，仅今
年1月至8月，公司出口退税就
累计超过2000万元、享受各类
税收减免2300多万元，稳住了
生产和经营。今年三季度，该公
司出口订单同比增长37%，全新
的数字化车间正式投产，产能提
高25%。

退税辅导是怎么个辅导
法？垫江县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垫江充分运用大数据进行重点
筛查、分析比对，将各项优惠政
策分类精准推送到各类企业，
帮助企业及时享受到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在线提供解读辅
导。

同时，县税务局成立业务骨
干组成的退税专班，“一对一”帮
助企业办理电子退税，加速退税
流程。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
公司正是受益者之一，该公司的
今年的首笔出口退税，仅用3个
工作日就办理完毕。

此外，垫江通过媒体平台、
QQ群、微信群等方式，向全县2
万余户纳税人宣传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税费优惠政策，确保广大
纳税人了解政策。

减税降费的同时，垫江还依
托“垫小二”中小企业综合服务
平台，通过开展政银企联动工作
模式，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据了解，该平台以“金融撬
动、政银联动、企业互动”为宗
旨，将区域工业互联网数据、政
务数据及其他商业数据相结合，
构筑以纳税信用、履约诚信、经
营行为、场景特征等指标为主的
新型信贷量化评估体系，打造了
全国领先的县域中小微企业普
惠金融新模式。

重庆万代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今年4月通过“垫小二”平台
申请了一笔50万元的贷款。很
快，银行主动前来核实企业资料
及财务状况。10多天后，贷款就
打到了公司账上。“贷款不仅发放
快，利息还低。中小企业能享受
到这样的‘福利’，我们的发展信
心更足了！”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邬
亮感慨地说。

据悉，今年以来，“垫小二”平
台已累计为89户企业发放贷款
5516万元，极大提振了垫江中小
企业的信心。

惠企红利切实落地，让市场
更具活力。垫江税收大数据分析
显示，减税降费刺激经济作用明
显。截至10月，全县新增市场主
体5200户，大多数是小微企业，
同比增长38.95%；新增一般纳税
人406户，一般纳税人应税销售
额同比增长40.31%；1-9月工业
企业总投资332.29亿元，同比增
长1.6%，形成强势反弹。

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推送
减税降费优惠政策

今年前10月垫江已为企业降成本2.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昨日，记者
从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截至11月20
日，今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达到
300天，同比增加16天，创历史最好水平。

在300天的优良天数中，空气质量为
优的天数有123天，同比增加16天，已超
过去年全年水平；空气中PM2.5平均浓度
为每立方米31微克，同比下降13.9%。全
市有26个区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
300天，较去年同比增加11个。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全市上下深入实施“蓝天行动”，突出抓症
结、抓关键、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改善环
境空气质量。

今年初，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
部针对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制定了针对
性的治理措施，明确了2000多项以柴油
车整治、废气深度治理、分级管控城市扬
尘、餐饮油烟整治为重点的工程措施，并
分解下达到各部门和区县，从源头改善空
气质量。

目前，在控制交通污染方面，我市实

施主城区部分道路高排放车辆限行，淘汰
治理老旧柴油车1.9万辆。在控制工业污
染方面，完成1台60万千瓦燃煤火电机组
和12台3160蒸吨煤电锅炉超低排放改
造、122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97台
工业炉窑、锅炉整治；全市累计完成19台

共802万千瓦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700余家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800余家工业炉窑废气治理升级改
造、223台燃气锅炉清洁能源改造、1000
余台燃煤锅炉淘汰。在控制扬尘污染方
面，创建和巩固扬尘控制示范工地433

个、示范道路465条，绿化覆盖裸露地203
万平方米。在控制生活污染方面，完成公
共机构食堂油烟整治818家，餐饮业油烟
整治 2680 家，新增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29.4平方公里。

此外，针对夏季时的臭氧和秋冬季时
的PM2.5两个主要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
专家分析研究重点区域污染状况，“一对
一”“点对点”指导帮扶，针对重点时段、重
点行业、重点点源、重点问题采取针对性
措施，削峰值、降浓度，积极开展攻坚行
动，全力争取每一个“蓝天”。

在此基础上，川渝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持续深入，签订《深化川渝地区大气污
染联合防治协议》、召开2020年川渝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第一次会议、
联合印发《2020年打赢蓝天保卫战联动
帮扶工作方案》。今年以来，已开展联动
帮扶4轮次，检查企业207家，移交问题
线索133条，联合执法查处违法违规问
题27起。

今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达300天
同比增加16天 创历史最好水平

老旧公园换新颜
11月16日，市民在沙坪坝区沙坪公园

的碧湖泛舟。在 2020“发现重庆之美”调
查推选活动中，该公园获得“重庆最美公
园”奖项。已建成60多年的该公园通过增
补观赏植物、整治碧湖生态、改造健身休憩
场所等一系列措施，焕发出新的光彩，日均
人流量近3万人次。

据悉，今年以来，我市已陆续对100多
个老旧公园开展品质提升，同时还新建了
一批城市公园。目前，我市各类城市公园
累计有 1500 多个，总面积达 1.86 万公顷，
为市民提供了更加舒适的休闲环境。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重庆重庆““蓝天行动蓝天行动””治理措施与成效治理措施与成效

治理
措施

明确了明确了20002000多项多项重点工程措施重点工程措施，，分解下达到各部门和区县分解下达到各部门和区县，，从源头改从源头改
善空气善空气质量质量

进行交通进行交通污染污染、、工业污染工业污染、、扬尘污染和生活污染扬尘污染和生活污染44方面控制方面控制

■

■
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0300天天，，同比增同比增加加1616天天
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123123天天，，同比增加同比增加1616天天
PMPM22..55 平均浓度平均浓度：：3131 微克微克/m/m33，，
同比下降同比下降1313..9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超300300天天：：

2626个个区县区县，，同比增加同比增加1111个个

治理
成效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