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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区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清退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

及质量安全保证金的通知
各建设及施工单位：

根据国务院“放管服”要求，我委正在清退2006年－ 2014年收取的

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保证金，请未退的建设

及施工单位带上相关缴款资料，于2018年12月25日前到我委财务科办

理退款手续。逾期未清退的保证金，我委将按有关要求上缴区财政。

联系人：张世涛

联系电话：48678507

重庆市綦江区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8年12月3日

重庆市綦江区商业联合会
关于重庆市綦江区商贸服务行业“诚信企业”评定结果的公示

近 日 ，郭 扶 镇 老

街，当地村民选购竹编

烤火笼。据悉，竹编烤

火笼是乡村常用取暖

器具，售价25元/个，经

济实惠，取暖方便，深

受消费者青睐。

记者 陈星宇 摄

为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

企业品牌，根据《重庆市綦江区商业

联合会关于继续开展商贸服务行业

“诚信企业”评审的通知》（綦商联发

［2018］3号）文件精神，经过企业材料

申请、现场考核、评审认定等程序，区

商联会认定以下33户“诚信企业”，现

予以公示：

重庆迈斯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

市南王食品有限公司、重庆綦江石化

有限公司、重庆华伟石化有限公司、

綦江区文龙街道綦瑞假日酒店、重庆

市綦江区香集轩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綦江区迎风楼北渡鱼饮食店、重庆市

綦江区共午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市綦

江区翁翔云车行、重庆建桥汽车维修

有限公司、重庆瑞原建桥汽车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重庆市綦江区沿河北渡

鱼餐饮有限公司、重庆金星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高老久餐饮文化有限公

司、重庆綦江自强经贸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

任公司、重庆市黄金港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綦江区文龙街道丽豪酒楼、重

庆市綦江区鱼香春北渡鱼餐饮文化

有限公司、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

经营有限公司綦江商都、重庆永辉超

市有限公司綦江县河东分公司、重庆

重百商社电器有限公司綦江商场、綦

江区綦河春老字号北渡鱼酒家、重庆

远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綦江居玛

特建材市场、重庆市綦江区新合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綦江区汇景天大酒

楼、重庆市綦江区鑫巢加油站、綦江

亮江山庄、綦江县赶水镇祖群副食

店、綦江县春鑫酒楼、綦江县打通镇

龙泉山庄、重庆鸿宜达商贸有限公

司。

如对上述企业有异议，请于2018

年 12 月 12 日前，向重庆市綦江区商

业联合会反映。

电话：

（023）61280398 13883326918

（023）61280393 13883778580

重庆市綦江区商业联合会

2018年12月5日

工厂企业防火类
1、节日期间要留足值班人员，加强防火巡查工作，一旦发生初

起火灾要及时处置，并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2、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

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要及时维护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

使用。严禁损坏、挪用、埋压、圈占、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綦江区消防支队

消防小知识

今年 1 月以来，国家持续推出税

收优惠新政策，为企业创新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注入活力，綦江区税务局

发挥机构职能整合、涉税征管服务资

源集成优势，持续加大政策落实力

度，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促进减税降

负政策落地生效。

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获“红利”
“真金白银”促发展

今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将工业企业和商

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

准由 50 万元和 80 万元上调至 500 万

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登记为一

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

税人，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

计税的优惠。

为确保辖区内所有符合条件的

企业都能享受政策“红利”，綦江区税

务局在加强数据比对、开展实地走访

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集中培

训、个别交流，辅导企业做出最优选

择，截至目前，已有98户纳税人办理

了一般纳税人转登记小规模纳税人。

綦江印刷厂原是一家国有印刷

企业，受原材料价格、人工工资上涨

因素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

綦江区税务局了解情况后，在积极为

企业梳理应享尽享的税收优惠清单

的同时，上门辅导企业准备转登记小

规模纳税人的资料，迅速为其办理转

登记手续。该印刷厂财务人员何聪

慧算了一笔账，转成小规模纳税人

后，预计增值税税负可以下降 2.5 个

百分点，公司负责人王屏欣喜地说，

“新政策就像一场‘及时雨’，转成小

规模纳税人后，减下来的是‘真金白

银’，提上去的是生产力。”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扩面”
企业创新迈入快车道

今年 7 月，国务院将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享

受主体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

有企业。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在转型

升级的过程中，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在同类产品市场占据了更多的份额。

企业财务负责人周薇说道，“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扩围，增加了

企业税收‘红利’。以旗能电铝来看，

2017年研发投入是1500多万元，按照

50%来加计扣除，减免税额 755 万。

2018年研发投入为2500万，按照75%

加计扣除，减免税额为1875万。虽然

研发投入资金增多了，但是减免税额

也大大增加了，这让企业放心大胆搞

研发，增加了底气。”

据悉，为让企业更好享受加计扣

除优惠政策，綦江区税务局对企业申

报加计扣除明细表进行审核分析，及

时了解掌握企业执行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具体情况和存在问题，在此

基础上，针对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的企业开展政策培训，辅导企业

健全会计核算，提高财务核算水平，

正确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和相关附表。

“智慧税务”建设提速
涉税办理更加省心

随着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纵

深推进，綦江区税务局加快“智能化”

建设，主动应用互联网思维和大数

据、云服务等前沿技术，着力打造税

收现代化智慧服务体系，为纳税人提

供了更加便捷、多元、高效、智能的办

税体验。

“办税越来越方便了，现在跨区

县业务一网通办，再也不用来回折腾

了。”綦江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办税人员小李介绍，他们公司在重庆

市多个区县都有建筑工程，过去必须

携带申报材料去业务发生地才能办

理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一项业务往

返就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现在，税

务局把这项业务纳入“一网通办”之

后，足不出户就能办结这项业务，而

且增值税和附加税申报用一个账号、

一个系统登陆即可办理。

据悉，随着电子税务局功能逐渐

拓展、体验更加良好，越来越多纳税

人选择“线上”办理涉税业务，足不出

户便可享受便捷服务。纳税人“少走

马路，多走网路”的办税模式大大节

省了办税时间，提高了纳税人获得

感。

文/罗昭剑 练鹏 贺艳

据新华网

本报讯（通讯员 兰采勇）

近日，由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重

庆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

群众文艺展演暨全国第十八届

群星奖重庆选拔活动在重庆群

星剧院举行。区文化委选送，区

文化馆创作、表演的四川评书

《人民在上》参与节目展演，并代

表我区角逐全国第十八届群星

奖参赛资格。

据了解，四川评书《人民在

上》是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四川评书代表性传承人曾令弟

和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区文化

馆曲艺干部代浩联手编导，并由

代浩表演的曲艺作品。该作品

讲述了周恩来总理独自乘坐公

交车访察民情，与乘车群众间发

生的感人故事。该作品已入选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 2018 年-

2021年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

规划，曾参加“渝州大舞台”“放

歌新时代”等市、区级文艺演出

50余场次，深受群众喜爱。

据悉，本次展演共汇集全市

42件优秀群众文艺作品，涵盖音

乐、舞蹈、戏剧、曲艺四个艺术门

类，展现了我市近3年来群众文

艺创作的优秀成果。

我区曲艺作品参加全市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群众文艺展演
日前，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展“以案说法、以案

明纪”警示教育活动，中心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

加，活动通过学习典型案例，对与会人员进行了警

示教育。 特约通讯员 段贵华

近日，横山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日”宣传活

动，向群众讲解道路安全常识，发放道路安全宣传

小册子，提醒群众文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通讯员 张颜镜

刘云平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500222605161792 ，声

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2月

4 日，我区 2018 年宪法宣传周启

动仪式暨“12.4”国家宪法日法治

文艺演出在工会体育场举行，全

区各普法成员单位，共计百余名

公职人员代表集体誓师，展示了

宣传和维护宪法的决心。区领导

朱川、雷德环、王儒祥、李北川出

席活动。

朱川在致辞中指出，2014 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4日设

立为国家宪法日，旨在增强全社会

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

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他

说，我区组织开展每年的国家宪法

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系列活动，是

落实“七五”普法规划的重要任务，

也是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区的基

础工作，区级各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要结合

2018年新修订宪法，认真组织和开

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让文本上的

宪法“活起来”“落下去”。

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纷呈的

文艺演出外，全区各普法成员单

位集中为市民提供了法治宣传、

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等“零距离”

“面对面”的服务，同时发放了便

民服务手册、环保购物袋等法治

文化产品。据统计，本次活动现

场共发放法治宣传资料及文化产

品8000余份，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近百人次。

我区开展“12.4”国家宪法日
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12

月4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

川，区政府副区长雷瑞宏，区人民

法院院长杨锐分别走访重庆华风

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八谷农产品

销售有限公司、綦江重配齿轮有

限公司等五家民营企业，同企业

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

发展需要的支持和遇到的问题，

帮助民营企业排忧解难。

走访中，朱川认真听取重庆

华风实业有限公司发展情况，并

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对企业提

出的困难和问题逐项现场交办。

他指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民营企业是推动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相关职

能部门要积极履职，主动为企业

服务，助推企业发展。企业要落

实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生产，抢抓

发展机遇，增强发展信心和决心，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綦江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回龙湾公益农贸市场是重庆

八谷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旗下的

销售平台，建成投用后，市场周围

存在乱摆设摊点等问题，雷瑞宏

表示，区级各部门、街镇要提高认

识，深刻领会加快民营经济发展

的重要意义，对民营企业多点关

注、多点理解、多点帮助，真心实

意的帮助民营企业，推动民营经

济发展。

在走访重庆旭阳猪鬃有限公

司时，就公司存在历史遗留法律

问题，杨锐表示，企业可以通过破

产重组获得新生，区法院也将派

遣专人提供法律援助。在走访綦

江重配齿轮有限公司、重庆市安

平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时，杨锐指

出，企业要对当下经济形势有足

够且清晰的认识，企业唯有在充

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推动

智能化。同时，企业要加强资本

运作，开辟多种融资渠道，维持企

业正常生产。

集中走访民营企业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