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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古南街道召开非公经济人士代表座谈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参会人员围绕民企发展、乡村

振兴、脱贫攻坚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意见。 通讯员 孟怀建

近日，石壕镇人大组织辖区部分区、镇人大代表视察乡村公路建设

情况。通过实地视察、听取汇报，人大代表们充分肯定了该镇公路建设

所取得的成绩，并就视察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反馈，建议责任单

位要举一反三，加强巡察整改，确保工程质量。

通讯员 刘力源 龚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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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建成3所
“春苗科技孵化站”

根据全区重点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原重庆南州旅游开发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和重庆南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机构整合，组建重庆南

州旅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将旅游度假区建设管委会和重

庆南州旅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场所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庆市綦江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委员会、重庆南州旅游开发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滨河大道7号梦里水乡8栋。

工作电话：023-48889505 值班电话：023-48699055

二、下属子公司

1.重庆市云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古剑山旅游股份公司、重庆

古剑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庆市亲山盛州置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州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卓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江区水力

发电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沙溪路22号（原南州水务集团公司

办公楼）

工作电话：48618817

2.重庆水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清水村

工作电话：81711055

3.重庆市綦江区古镇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点：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政府4楼

工作电话：48756669

4.重庆市綦南给排水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重庆市綦江区桥河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工作电话：48600856

以上办公场所于2018年12月3日正式启用，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联系电话：48889505

特此公告。

重庆市綦江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重庆南州旅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重庆市綦江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重庆南州旅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场所设定的公告

一、公司简介

重庆市綦江日报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4日，注册资

金200 万元，由重庆市綦江日报社控

股（綦江日报社是綦江区委区政府直

属、綦江区委宣传部管理、财政全额

拨款的正处级事业单位，运营有綦江

日报、重庆綦江网、大美綦江APP、綦

江微生活等媒体，与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共同建设的綦江区融媒体中心于

2018年9月投入使用）。公司主要承

担报社旗下媒体平台的运营工作、承

接区委宣传部户外广告牌维护管理

工作及其他文化经营类工作，是一家

集媒体宣传、广告策划、经贸推介、合

作联盟、公益服务和户外广告于一体

的国有文化传媒公司。为满足人才

储备需要，现诚聘优秀人才。

二、招聘计划

（一）社会招聘：营销业务员5名、

视频制作2名

（二）高校实习生：新媒体编辑 2

名、经宣记者 2 名、摄影摄像 2 名、主

持人（男）2名、平面设计2名

三、岗位要求

（一）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

业道德，具备团队意识，诚信敬业，遵

纪守法，吃苦耐劳，无违法违纪行为

和不良记录；

2.身体健康，爱好新闻和新媒体

行业；

3. 相关专业或有相关经验者优

先。

（二）岗位职责

【营销业务员】

1.负责媒体广告、媒体产品业务

招商；

2.有策划运营媒体项目经验者优

先。

注：年龄 30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可适当放宽）

【视频制作】

1.能够独立承担视频编辑、视频

美工、后期制作等工作内容，精通

PR、AE等视频制作软件；

2.能够完成各类多媒体内容的采

集、录制、加工、编辑转码；

3. 具有较强的影视策划创意能

力，创新型思维，见解独到；

4.能够完成不同类型专题片、纪

录片、微电影、广告的后期包装；

5.维护日常视频设备、直播设备。

【新媒体策划编辑】

1.负责公众号内容的选题策划、

采访、写作、编辑，独立运营微信公众

号；

2.紧跟网络文化并发挥自己的创

意，能够独立/协助团队，完成文案的

创作和编辑；

3.负责新媒体线上、线下活动策

划和执行。

注：实习生有7天试岗期

【经宣记者】

1.有相关媒体工作经验；

2. 对移动互联网内容领域感兴

趣；

3.擅长沟通和交流；

4.具有一定的写作功底，有良好

的选题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

5.新闻敏感性强，愿意尝试新的

表达方式。

【摄影摄像】

1.摄影摄像类相关专业优先，特

别优秀者，专业可放宽限制；

2.具有摄影摄像方面基础知识，

对摄影摄像有强烈的兴趣；

3.有一定的美术基础以及后期剪

辑经验的优先；

4. 具有较强的影视策划创意能

力，创新型思维，见解独到。

【主持人】

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形象气质

佳，普通话语音规范标准，专业理论

功底扎实，沟通表达能力强，综合素

质高。

【平面设计】

1.能熟练操作PS、AI、CDR 等设

计软件；

2.会 C4D、3D、有手绘功底者优

先考虑。

四、相关待遇

（一）实习期，每月包干补助1500

元；外地实习生，每月发放500元租房

补贴。

（二）实习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即

可签订聘用合同，参照事业单位聘用

人员或綦江区国资委规定国企薪资

要求享受相关待遇；

（三）月薪5000元以上，购买五险

一金，享受双休、国家法定节假日、年

休假、年终奖、每年体检、生日礼金、

工会福利等待遇。

五、应聘渠道

报名方式：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10日，请符合条件者将简历发送至

邮箱 395218852@qq.com，报名结束

后一周内将通知符合条件者进行面

试。

联系人：叶佳芬

联系电话：023—85888225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天

星大道234号（世纪花城二期大门口）

重庆市綦江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为保障各项优惠政策最大限度

惠及民营企业，让外地投资者进得

来、留得住，使本地企业办得好、发展

快，綦江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纳税服

务，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解决企业融

资问题，助力民营企业“走得稳”“发

展快”。

优服务 为新办企业减负担

“希望大家对涉税服务多提宝贵

建议。”在近日召开的“改革促发展 纳

谏提效能”民营企业纳税人代表座谈

会上，綦江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开门见

山地说道。

“我们企业刚来綦江，是一家中

台合资企业，自成立起就准备登记为

一般纳税人，以为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和精力，没想到在导税员的辅导下，

用了十几分钟就在电子税务局‘新开

户一键办理’模块中，搞定了一般纳

税人资格认定和发票票种核定所有

业务。”重庆市润歌商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谬文说道，“希望税务局能够多

多组织业务培训，让我们及更新政策

知识，全力谋发展。”

纳税人有需求，税务部门就要有

回应。

据了解，綦江区税务局深入推进

“套餐式”服务，依托网上办税系统，

实现新办纳税人涉税信息确认补录、

存款账户报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

记、发票领用等多个事项的集中受

理，一次性办结，把多次填表、多个流

程、多次跑路转化为一次填表、一次

流程、一次跑路，确保新办纳税人开

业办税零门槛，纳税人满意度与改革

进度同步增加、同步提升。

准落实 为企业转型添动力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找

客户，推产品，引人才，往往忽略了相

关政策优惠有没有享受到位，其实每

一笔资金都十分宝贵。”百科鼎昱科

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毅谈道。

张毅提出的问题是大多数民营

企业家的共同困惑，民营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会计核算不健全，财务人员政

策掌握不全面，将直接使企业经济利

益受损。綦江区税务局为助力企业

更好适应新税制、更多获益新税制，

对符合最新政策条件的纳税人，及时

推送线上信息提醒，提供线下辅导服

务。

“今年税务人员主动上门告知职

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从 2.5%提

高至8%，这么一算，我可以多扣除11

万元，同时在税务人员的辅导下，我

们还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西部大

开发优惠政策中，合计减免税额50万

元。”张毅说，“企业发展关键在于人

员素质，这笔钱我们将用来增加对职

工教育培训的支出，提升职工职业技

能，提高企业生产力。”

解难题 为健康发展强保障

在走访调研民营企业过程中，纳

税人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融资难、融

资贵。綦江税务局借助“银税互动”

合作项目，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

以纳税信用换取真金白银，破解民营

企业融资难题，助力民营企业做大做

强。

据了解，綦江税务局已与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等5家银行签

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以纳税信用为基

础，相继推出了“税易贷”“好企贷”

“退税贷”“云易贷”等9个“银税互动”

产品，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

发展阶段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

纳税服务团队梳理制定了《民营企业

应享尽享优惠小政策》，助力民企将

资金用在“刀刃”上 。目前，“税银互

动”项目累计为辖区内96户企业发放

贷款近8000万元。

重庆渝派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汪国森高兴地说：“食品行

业竞争激烈，要想立足，只有推出更

多健康绿色产品，赢得消费者青睐。

为此，我们购置专业设备，扩大研发

团队，添加生产线，改进工艺流程。

这其中，纳税信用贷款为企业资金周

转提供了基础性支持，目前我们的新

产品在市场反响非常好。”綦江税务

局局长伍清廉表示：“我们改革紧盯

纳税人需求，既在‘质’上做文章，又

在‘效’上下功夫，只有确保宣传辅导

及时到位、政策落实不打折扣、管理

服务优质高效，才能助力民营企业家

更好跨过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

转型的火山。”

文/朱甜 练鹏 贺艳

据11月27日新华网

近日，新盛镇德胜村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几名工人正在处理垃圾。据介绍，该处理场担负全区20个街镇的垃圾处理任务，日处理垃圾370多吨。处理场

严格按照重庆市卫生填埋标准进行消毒和填埋作业，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记者 张学成 摄

本报讯（记者 向鸿升）近

日，我区“春苗科技孵化站”揭牌

仪式暨 ACME 未来科技挑战赛

（綦江赛区）开幕式在三角中学举

行。副区长蒋华江参加活动。

据了解，春苗营养计划是由

中国关工委和安利公益基金会共

同发起的公益项目。我区作为安

利公益基金会春苗营养计划的首

批落地城市，自2011年项目启动

以来，已建春苗营养厨房 82 所，

配套项目“春苗开心农场”60个。

据悉，此次活动安利公益基

金会春苗营养计划在三角中学、

文龙小学、书院街小学等 3 所春

苗学校援建“春苗科技孵化站”，

配套科技教学设备，开展青少年

科技教学活动。同时，安利公益

基金会志愿者也将以校外辅导员

的身份参与教学工作。

志愿者与学生共同完成科技作品 记者 王京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