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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随着气温高升，市街绿化开始出现病虫害迹象，严重影响城市景观环境

和市民通行安全。为保障市街绿化良好生长态势，区城管局即日起利用夜

间绿化洒水车人工喷洒农药，对龙角路（河东转盘至沱湾桥头）及周边支路

市街绿化开展集中防治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病虫害防治时间及范围

（一）喷洒时间

2020年3月25日至3月31日晚上10:00——次日凌晨5:00（如遇到连续

阴雨天气时间顺延）。

（二）喷洒范围

龙角路（河东转盘至沱湾桥头）及周边支路的所有市街绿化。

（三）防治对象

市街绿化各种虫害、病害和煤污病、白蝘。

二、注意事项

本次防治选用的农药为低毒高效型农药，因该药仍有一定低毒性，药物

喷洒后会有一定气味。作业期间，请市民朋友们避免外出，同时注意做好以

下防护工作：

（一）防治范围内临街住宅、店铺门窗须保持关闭。

（二）移除户外临时设施、器具及临时经营摊点物品。

（三）家长须看护好孩子，勿让小朋友在市街绿化周边玩耍逗留，避免接

触残留农药。

（四）本次防治工作使用的农药不仅对绿化病虫害有效，对其他小型昆

虫和家养宠物也有一定危害，请养宠物的市民朋友们做好看护工作，以免造

成不必要的影响。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因防治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重庆市綦江区城市管理局

2020年3月25日

关于开展龙角路（河东转盘至沱湾桥头）及
周边支路市街绿化病虫害集中防治工作的通告

由于疫情影响，全区商品房销售受到较大冲击，为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

渡过难关，特制定以下十条政策措施。

一、延长“房交会”优惠政策截止日期。我区第七届“房交会”优惠政策

截止日期，由原定的2020年3月31日延长至2020年5月31日。申报资料提

交时间相应延长至6月30日止，兑付时间延长至9月30日止。

二、对购买商业和办公用房给予奖励。凡个人购买商业用房、办公用房

的，按缴纳契税总额的50%，给予奖励。执行时间至2020年12月31日止。

申报资料提交和兑付分两次进行，在房交会优惠政策执行期内购买的，按前

条执行；之后购买的，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期间集中受理，

于2021年3月底前支付。

三、对欠缴土地出让价款免收违约金。凡在2019年12月31日前出让并

成交的土地，在2020年6月30日前缴清土地出让价款的，不再征收土地受让

人未按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所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

四、调整项目资本金监管政策。房地产开发企业可按照项目施工进度，

分楼栋申请使用项目资本金。疫情防控期间，将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缓

存期延至6个月；在疫情发生前已监管项目资本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

周转确有困难、工程建设进度未达到申请使用节点要求的，可申请提前一个

节点使用项目资本金。

五、缓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受疫情影响的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由企业申请，经建设主管部门批准，最迟可延期6个月缴纳，但在竣工验

收备案时必须缴清。

六、缓缴减免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减免政

策，对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企业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上一年未发生农民工工

资拖欠的，减免50%；连续2年未发生拖欠的，减免60%；连续3年未发生拖欠

的，全额减免。对疫情防控期间新开工的项目，延长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告

知承诺期限，最迟可在2020年6月30日前缴纳。

七、缓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受疫情影响的新开工项目，可申请延

期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延期缴纳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

八、支持适当提前预售许可办理时间。八层以下房屋建筑面积完成

80%、九层以上房屋建筑面积完成35%的，即可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执行时

间至2020年6月30日止。

九、支持提前使用预售监管资金。对无不良记录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

以申请提前使用在预售资金监管子账户内的余额超过预售总额 3%的部

份。执行时间至2020年6月30日止。

十、推动房地产信贷政策相对稳定。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房地产行业的

按揭贷款、开发贷款等合理性融资需求，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

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以按程序展期；鼓励达到预售许可条

件但未办理预售许可的在建楼幢进行抵押贷款。

以上政策措施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3月19日

重庆市綦江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渡过难关的十条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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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制图/重庆日报记者 丁龙

重庆日报讯（记者 商宇 黄

乔）记者从3 月25 日举行的重庆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我市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恢

复商贸服务业经营活动的通知》，全

面取消与疫情风险等级不相适应的

管控措施，加快推进商贸服务业企

业、网点（门店）复工复市，确保在本

月底实现全面复工复业、复市复消。

全面恢复餐饮门店堂食服务

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介绍，3

月初，市政府出台了“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 40 条”政策，全力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和生产经营，对商贸服务业

的复工复业、复市复消提供了有力

的政策支持。

目前，我市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基本实现全面复工，社区商业和市

场经营户复工率 93%，五大商圈 33

个购物中心、31个百货商超有序复

工、客流量逐步增加，全市重点监测

的77家专业市场开门营业，入驻商

家开业率82.2%。

彭和良介绍，市商务委还印发

了《关于全面恢复商贸服务业经营

活动的通知》，统筹部署全市商贸服

务业企业复工复业、复市复消相关

工作。

《通知》明确，全面取消与疫情

风险等级不相适应的管控措施，加

快推进商贸服务业企业、网点（门

店）复工复市，确保在本月底实现全

面复工复业、复市复消；全面恢复相

关营业场所正常经营秩序，开放所

有进出口，取消人员流动限制措施；

全面恢复餐饮门店堂食服务，从业

人员需“戴口罩”提供服务，取消餐

桌、餐位摆放等限制措施；全面推广

使用“渝康码”，实现各商贸营业场

所人员和货物安全、有序流动。

《通知》还提出，抓好氛围营造，

继续深化“十个一”系列主题消费活

动，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比如接下来

将推出以“车市有好礼、放心购爱

车”为主题的汽车消费季活动；抓好

公共服务，协调解决关键问题，建立

诉求响应机制，全力帮助企业依法

有序复工复业、复市复消；抓好督促

指导，形成市级、区县、街镇上下联

动工作机制，指导商贸领域各行业

不断加强自身标准化建设、提高安

全健康管理能力。

创新举办一系列消费促进活动

下一步如何提振消费？彭和良

表示，市商务委计划从4月开始，结

合重庆疫情防控形势和季节性变化

的特点，创新举办一系列的消费促

进活动，释放消费的活力。

具体来讲，将继续深化“十个

一”主题消费活动，并号召我市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广大的干部

职工带头消费，共同来努力营造消

费的氛围。

同时，策划举办消费促进季活

动，将统筹开展商圈购物、汽车惠

民、家居展销等一系列的购物消费

促进主题活动。拟从4月份开始到

6月份二季度高频次推出丰富多彩

的促销活动，涉及实物消费和服务

消费各个方面。

此外，还将结合春夏季节特征，

推动商文旅联动，创新举办各类美

食、文化、旅游、体育消费促进活动。

“在市级层面统一组织各类促

销活动的基础上，我们鼓励支持各

个区县结合自身的实际和消费的特

点，举办一系列特色主题消费促进

活动，共同来营造我们消费市场氛

围。”彭和良说。

火锅行业复工率达96.8%

市火锅协会副会长刘梅介绍，

市火锅协会积极开展零接触火锅外

卖服务，从1月26日到3月24日，全

市共有200余家火锅门店通过开设

火锅外卖，获得订单总计 13 万份，

销售额1785万元。

同时，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云

端“宅家火锅节”，组织 186 家火锅

门店开展“2020重庆宅家火锅节”活

动，平均每天每家门店外卖订单30

份，销售额2500余万元。

“我们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

召，推动行业企业复工营业，目前全

行业的复工率达到96.8%，员工返岗

率95.4%。”刘梅说，下一步，市火锅

协会将号召行业企业在继续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动行业实现

100%的复工复产。同时，落实好

“涮一次火锅”活动，动员 300 余家

会员单位参加，推出惠民消费优惠

活动，吸引广大市民走进火锅店。

并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支持企业通

过特许、直营、加盟等方式“走出

去”，提高重庆火锅等品牌附加值；

办好火锅节，提升重庆火锅美誉度、

知名度。

据3月26日重庆日报

商贸服务业本月底实现全面复工复业复市复消
●取消与疫情风险等级不相适应的管控措施
●恢复相关营业场所正常经营秩序，开放所有进出口
●恢复餐饮门店堂食服务

宅家太久，有没有想念外面的

美食美景？3 月 25 日，区商务委出

台《“拥抱春暖花开享受美好生活"

主题消费活动方案》，号召广大市民

趁着春光走出家门，积极参与“春暖

花开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十个一”

系列专题活动。

这“十个一”活动是：

吃一碗米粉。向区内外广大市

民宣传介绍赶水米粉、扶欢米粉等

名小吃的复工复市情况，打消其心

理顾虑。鼓励米粉馆经营商家以质

优价美的服务吸引广大市民走进米

粉馆。

烫一次火锅。向区内外广大市

民宣传介绍火锅行业面对疫情开展

外卖、恢复堂食的做法措施，吸引其

走进火锅店或在线下单购买火锅外

卖，提升火锅行业人气。

品一次北渡鱼。向区内外广大

市民宣传介绍我区特色美食北渡

鱼，吸引其到店品尝，享受一场视

觉、味觉的盛宴。

逛一次商圈。向区内外广大市

民宣传介绍通惠商圈、凯旋天街、名

扬国际等重点商圈的复工复市情

况，打消其心理顾虑，以商圈吃喝玩

乐购一条龙的消费属性吸引广大市

民前来消费。

进一次车市。向区内外广大市

民宣传介绍我区汽车市场和二手车

市场复工复市情况。充分利用疫情

导致部分广大市民购买私家车需求

上升的契机来抢抓商机、促进消费。

购一批扶贫产品。多渠道、多

媒体向区内外广大市民宣传介绍我

区扶贫产品。组织产销对接和借助

“菜坝网”和大美綦江 APP“红蚂蚁

商城”等涉农平台强力推销贫困村

和贫困户的米、面、粮、油、果蔬、肉

类、禽蛋、蜂蜜等消费扶贫产品。倡

议干部职工及家人献一点爱心，买

一批扶贫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订一批网单。疫情期间线上业

态、线上消费如火如荼,永辉超市、

新世纪超市、八谷农产品公司、共午

超市、新兴购超市等传统商贸企业

纷纷推出线上业务，让广大市民在

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就购买到物美价

廉的生活必需品。各传统商贸业要

顺应疫情后市民心理变化，吸引广

大市民在线下单。

住一次农家乐。引导农家乐因

地制宜打造特色，推出特色菜品，吸

引广大市民到户外踏青、赏花、放风

筝，到农家乐吃农家菜、住农家屋、

体验农耕文化，用阳光扫除阴霾，重

返健康生活。

来一次郊游。阳春三月，万物

复苏，春暖花开，正是踏青好时节。

向区内外广大市民宣传介绍我区优

质旅游资源，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古

朴淳厚的千年古镇、厚重的红色文

化和神秘的史前文明吸引广大市民

与家人一起走出家门，逛逛景区，拍

张全家福，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的

美好。

去一次夜市。向区内外广大市

民重点展示红星夜猫街、千山1516

等夜市集聚街区的风采风貌。鼓励

夜市经营商家不断丰富业态、延长

营业时间、提供多样化服务，以夜市

特有的魅力，吸引城乡广大市民到

夜市消费。 本报记者

拥抱春暖花开 享受美好生活
区商务委集中开展“十个一”系列主题活动提振消费信心

我区餐饮企业恢复堂食 记者 王京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