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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亮出 2019 年税收
“成绩单”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 2019 年
“诚信之星”

黔江村民程绍光、程祖全父子获奖
据新华社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持续深化诚信宣传教育，发挥诚信典型的
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履约践诺、诚实守信的良
好风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向社会发布了
2019 年
“诚信之星”
。
此次发布的 10 位“诚信之星”是：天津师范大学退
休干部王辅成，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码头李镇退伍军
人张志旺，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宁凤
莲，
安徽省滁州市皇甫山林场退休职工高青旺，
江西省
抚州市金溪县秀谷镇徐坊村理事长徐春华，河南省开
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郭建华，
重庆市
黔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区村民程绍光、程祖全父子，
四
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关庙乡苏坪村 9 组村民罗万森，宁
夏回族自治区金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晶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公安局马
尔洋派出所所长丁发根。
发布现场播放了“诚信之星”先进事迹视频短片，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负责同志颁发了“诚信之星”
证书和奖杯，
艺术家诵读了致敬词。
“诚信之星”
讲述了
自己的诚信追求和人生感悟：
他们有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自觉以
“把一切献给党”
作为自己的终生信念；
有
的几代接力、矢志不渝，用恒久努力让荒山重披绿装；
有的以诚立身、以信兴企，赢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的金字招牌；有的坚忍执着、知难而进，用毕生坚守照
亮贫困群众的脱贫之路。他们的感人事迹生动展现了
新时代中国人守信践诺、以诚立身的精神风貌，
是诚实
守信价值理念的坚定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模范践行者。

组织税费收入 4270.7 亿元 预计新增减税降费超 700 亿元

1 月 18 日，记者从重庆市税务工作会获悉，2019 年，全市预计
新增减税降费超 700 亿元，累计组织税费收入 4270.7 亿元，其中税
收收入 2799.9 亿元，剔除减税等因素后，全市地方级税收实际增长
6.6%。此外，税务部门办理出口退税 144 亿元，进一步为市场主体
减轻税费负担，为企业健康发展、转型升级增底气、添动力。

付税务备案电子化”功能，实现付汇办理“企税银”三点折线变“企
银”两点直线……
“一窗办”
“一网办”
“掌上办”，纳税服务质效有了
新提升，
市民办税缴费有了新体验。

重点推进
“智慧税务”
建设

依托信息化，
税务部门在
“互联网+税务”
行动计划中，
重点推进
“智慧税务”
建设，
打通征管信息系统、畅通数据交互渠道，
进一步完
2019 年，重庆市税务局印发了年度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工作方
善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机制，健全税务监管体系。全息扫描、疑
案，等高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分批次、有步骤地实施 18 类 58 项优化
点识别、模型分析，
让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
“双随机、一公开”
新型监
服务配套措施。在简化行政审批方面，打造“全程电子退库”系统，
管模式更加精准，
既精确打击
“假企业”
“假出口”
“虚开票”等涉税违
压缩退税时间，全面开通企业所得税网上更正申报功能，优化办税
法犯罪行为，又实现对正常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无风险不打扰，有效
流程，
实现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申报，
减少纳税次数；在规
维护了公平公正的良好税收秩序，
营造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数据
范管理方面，全面推进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
调用、信息归类、指标分析，让大企业服务管理、税收经济分析更具
税务行政执法公示三项制度，
进一步提升执法水平、规范执法行为、
针对性、专业性，实现数据治理成果的集成应用，
有效服务全市经济
降低执法风险；在优化服务方面，
推广多元化社保费缴费渠道，让缴
社会高质量发展。
费更便捷，持续深化“银税互动”项目，化解融资难题，开通“对外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韩政 通讯员 练鹏

实施 18 类 58 项优化服务配套措施

相关新闻

去年全市网络零售额 926 亿元，
你贡献了多少

2019 年重庆市全年实现网络零售额 926 亿元。食品保健、服
装服饰、旅游出行类目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
16 日，重庆市网商协会召开第二届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二届
九次理事会。会上，重庆智汇电子商务规划研究院（以下简称
“研究
院”
）发布了《2019 年重庆市网络零售发展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围较好，
网络零售额排名靠前。
綦江区、永川区网络零售排名进入前十。秀山县电商发展依然
成为渝东南片区
“领头羊”
。

926 亿元！全年网络零售同比增长 25%

从网络店铺数量来看，截至 12 月底，研究院累计监测网络店铺
数 92.64 万家，
同比减少 28.82%。
服务型网络店铺占比 90.98%，
实物型网络店铺数占比 9.02%。
网络店铺数量的减少和网络零售额的增加，
反映出全市电商行
业的整体水平和质量提升，
电商发展环境良好。

报告指出，2019 年重庆市全年实现网络零售额 926 亿元，同比
增长 25%。B2C 网络零售额稳步增长，达 582 亿元，占总零售额的
62.82%。
食品保健、服装服饰、旅游出行类目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网络
零售总额达 546 亿元，
占比 58.96%。
其中，
食品保健行业较去年增幅 14.46 个百分点，
旅游出行较去
年增幅7.69 个百分点，
服装较去年相比减少了8.11 个百分点。

806 亿元！主城网民贡献最大
从区域划分来看，主城片区网络零售额 806 亿元，贡献率达
87.07%，
较去年增长 2.87%。
其中渝北区、九龙坡区、江北区、渝中区、沙坪坝区整体电商氛

92.64 万家！网络店铺数减少 28.82%

重庆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
颁奖仪式举行
17 日，
重庆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颁奖仪式举行。
经过严格评选，市委、市政府决定，
授予綦江区
“重
庆市文明城区”荣誉称号，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石
柱县“重庆市文明县城”荣誉称号，万州区高梁镇等
150 个村镇“重庆市文明村镇”荣誉称号，黔江区生态
环境局等 199 个单位“重庆市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含
文明旅游风景区），涪陵区吴晓凡等 100 个家庭“重庆
市文明家庭”荣誉称号，市威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雷
锋的士”队员廖财莉等 50 人“重庆市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同时，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授予 150 所学
校
“重庆市文明校园”
荣誉称号。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148.59 亿元，
农村网络零售增长 47.42%
报告显示，
农村网络零售额148.59亿元，
较去年同比增长47.42%。
其中畜禽、
粮油、
水果类目网销分别排名前三，
总占比达85.44%。农村网
络零售额大幅上涨，
体现了重庆电商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同时，
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等电商新模式加速向农村电商渗透，
为农产品上行也开辟了新通道。线上线下融合，
带动农产品全渠道
销售，
形成了
“田间＋电商+商超门店”多渠道融合发展。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菊

金鼠献瑞

建行献礼

重庆市分行新春购金节“金”彩亮相

“

鼠年春节马上
就要到了，黄金制品
近期也是持续走俏，
不少消费者都喜欢
买黄金，以博得一个
好彩头，或送长辈、
送爱人，送晚辈，以
鼠年生肖为题的贵
金属产品因其形式
多、颜值高、寓意深、
价 格 优 ，可 满 足 收
藏、馈赠、投资等多
种需求，更是受到众
多市民青睐。
近几年来，建行
都会给市民带来不
一样的生肖精品，在
即将来临的鼠年新
春也不例外。为满
足市民贵金属收藏
和传承需求，践行普
惠金融发展需求，1
月 17 日，建行重庆市
分行购金节“金”彩
亮相，活动期间建行
金产品优惠力度空
前 ，无 论 你 是 选 择
“建行金旺财小锦鼠
金章”，
“建行生肖大
师金”，还是“建行金
福鼠”等，都可享受
最高每克 10 元的优
惠，还可参加“全家
福年年拍”活动，快
咨询你身边的建行
客户经理，速度去抢
购吧！

建行金生肖大师金

最高每克优惠 10 元
美林大师匠心出品

生肖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生肖属相的概念已经深入人
心，并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岁时节令、社交礼仪、娱乐游艺、服饰饮食、
生肖信仰等等。十二生肖蕴含了中华民族
的智慧与憧憬，寄托着人民大众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之情。
据建行重庆市分行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
“ 建行金生肖大师金”系列产品全套十
二个主题，分别对应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属相，设计元素来源于我国著名
艺术家、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之父韩美林具有知名度与代
表性的生肖艺术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生肖文化的同时，融合了艺术创
新，
实现文化与艺术的经典结合。
产品材质：Au9999；产品重量有：
50g、100g、200g、
500g

建行金旺财小锦鼠金章

呆萌可爱
“鼠”你最旺

“建行金旺财小锦鼠金章”以鼠为设计灵
感，鼠聪明伶俐，象征富贵有余。小萌鼠可爱
逗趣，手抱金钱，守望元宝，寓意招财守财，财
运旺旺。相信这么呆萌可爱的旺财小锦鼠金
章一定会成为市民们的最爱伴手礼。
产品材质：
Au9999；
产品重量有：
3g、
5g、
8g。

建行金福鼠 “鼠”你最幸福
建行金福鼠，鼠象征聪明、丰收，富足、多子多福。
“鼠”
在古汉语中谐音是“福”，别称“福鼠”。同时鼠是财神手中
的招财之物，产品以鼠尾串钱为设计元素，象征招财进宝、
财源广进。
产 品 材 质 ：Au9999；产 品 重 量 有 ：50g、100g、200g、
500g、
1000g。

建行金福鼠纳财

福禄富贵吉祥

“建行金福鼠纳财”以位居首位的十二生肖鼠为设计灵
感，体现鼠的聪明伶俐、勤劳能干的形象。金鼠翘首以盼，
盼富贵、盼福禄、盼吉祥，
饱含祝福之意。
产品材质：
Au9999；产品重量有：
68g、88g、288g。

“一日时辰子为首，十二生肖鼠占头。”迈入全新的 2020 庚子年，
生肖属相之首肖鼠开启“金”彩时代。建行购金节火热持续到 2 月 8
日，
快来建行把
“鼠”于你的幸福带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