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主题活动明天在西政举行
重庆市“国家安全教育线上学习”活动10日在上游新闻客户端上线，20万份1G流量包鼓励市民线上学习

重庆联通：
轨道交通将实现5G网络全覆盖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付迪西

近日好消息，重庆市“电子社保卡”正
式上线，可实现在线就医结算、参保信息查
询及养老资格认证等功能，重庆市民立即
就能发起申领！

目前建设银行作为全市电子社保卡签
发合作银行之一，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
APP渠道，全市社保卡持卡人均可实现电子
社保卡的一级和二级签发。通过电子社保
卡即可高效、便捷、安全享受人力社保及相
关线上服务，省时省力。

什么是电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是实体社保卡线上应用的有

效电子凭证，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唯一映
射，由全国社保卡平台统一签发，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统一管理，与实体社保卡一样，电子
社保卡全国统一、全国通用。实体社保卡是
电子社保卡的基础，有实体社保卡才能申领
电子社保卡。当实体社保卡卡状态异常时（如
挂失、注销等），电子社保卡同样不可使用。

电子社保卡的功能有哪些？
据了解，目前电子社保卡办理类功能包

括灵活就业补贴、毕业生求职补贴、技能提升
补贴、社保卡交易密码修改、社保卡查询密码
修改、居民养老档次变更、养老待遇资格认
证、预申请仲裁、预申请调解等。电子社保卡
查询类功能包括待遇享受、参保信息、缴费查
询、成绩查询等。后续还将进一步支持跨部
门应用，助力政府公共服务，促进民生服务和
智慧城市建设，大大方便市民出行和消费。

如何通过建行申领电子社保卡？
目前，建设银行作为全市电子社保卡签

发合作银行之一，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
APP渠道，实现建行社保卡持卡人签发电子社
保卡的一级和二级签发。具体申领流程如下：

第一步：前往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中国建
设银行”APP；

第二步：进入“中国建设银行”APP，点击
右下方“悦享生活—更多—保险医疗”频道；

第三步：点击“电子社保卡”进入电子社
保卡主界面，点击“电子社保卡签发”；

第四步：根据提示，完成签发申请信息录
入，进入人脸识别等认证；

第五步：认证成功，客户设置电子社保卡
密码即成功领取一级签发电子社保卡，即可
实现社会保险信息查询和人社业务办理功能；

第六步：点击开通缴费结算，录入在银行
柜面预留手机号，获取短信验证码；

第七步：验证通过，完成缴费结算功能开
通，实现电子社保卡二级签发，后期将陆续实
现在线缴费、金融支付等功能。

成功申领电子社保卡后，市民就可以用
手机来刷卡了，是不是很方便呢？而且再也
不用担心弄丢社保卡了。赶紧来“中国建设
银行”APP领取你的专属电子社保卡吧。

◆温馨提示：
1.电子社保卡的申领条件是已办理金融

社保卡的客户。
2.他行办理的金融社保卡暂不可通过建

行手机银行申领电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惠民生 建行邀您来申领
“中国建设银行”APP领取方便快捷

体育赛事VR直播、足不出户远程欣赏美
景……5G应用正逐渐走向大众生活。日前，重
庆联通介绍，在推动5G技术落地方面，该公司
已经搭建起了智慧旅游、车联网、体育赛事直播
等多个应用场景，到2019年底，其5G基站建设
规模预计达1688个，未来将推动更多应用落
地，如对轨道交通进行5G网络全覆盖等。

实现全国首次5G商业直播

今年3月 31日，2019重庆国际马拉松在
南岸区鸣枪开跑。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3万余名马拉松选手，在风景优美的沿江
跑道尽情驰骋。

在南滨路的联通展厅巨幅 LED屏前，围
满了众多前来看重马的观众。3万余名选手
激情奔跑的画面、迷你马拉松轻松搞笑的各式
装扮，都以360度的全景视角在屏幕上一一呈
现。现场市民还可通过VR眼镜以沉浸式视
觉体验跟随选手一起狂奔。

这是全国首次5G商业直播，也是国内首
次5G+VR直播。

“重庆联通从2018年底就开始对南滨路、
巴滨路的5G网络覆盖建设。在南滨路到巴滨
路长达 20余公里的沿江公路上建设了 20多
个5G基站，实现了对全马往返赛道的全程覆
盖，赛事当天，通过遍布于赛道的30多路高清
摄像机，将采集到的画面和声音通过联通5G
网络同步传回，并以纤毫毕露的高清画面和
360度全景VR观看方式，将活动现场画面通
过联通5G网络传递至全球各个角落。”重庆联
通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将实现轨道交通5G网络全覆盖

重马赛事直播，仅是重庆联通推动5G应
用的一个案例。

2018年重庆联通已作为中国联通17个城
市之一开展了5G实验，2019年重庆又被确定
为联通集团 7 个 5G 规模组网城市之一。目
前，重庆联通已完成5G核心网建设，建成5G
试验网站点50个。在5G应用方面，已经成功
搭建了智慧旅游、红色教育和车联网、5G游轮

等多个场景应用。
今年1月15日，重庆联通与重庆车辆检测

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携手共建重庆首个 5G-V2X自
动驾驶基地及创新平台。

5G智慧旅游方面，重庆联通选定了重庆
市知名景点武隆景区，通过“5G+无人机+VR
直播体验”，以大宽带、高速率、低时延特性为
VR实时技术添砖加瓦，使人们足不出户也能
真切感受天生三桥、龙水峡地缝等武隆著名景
点的气势磅礴。

重庆联通还在歌乐山部署5G实验网，运
用VR技术与红岩博物馆进行合作，创新开展

“5G+VR+红色教育”。
本月初，重庆联通5G+VR又在“长航朝天

皓月”游轮上亮相，这是全国首个5G技术游轮
VR超感体验项目。除了VR游轮体验之外，
重庆联通还推出了一个基于 5G 的“黑科
技”——AR全息投影实时视频，利用该项技
术，未来在打电话过程中，眼前便可投射出对
方的全息影像，通话双方便可像在一起“面对
面”聊天一样。

按计划，重庆联通2019年底5G基站建设规
模预计达1688个，将让5G应用走向更多场景。

“重庆联通还计划对轨道交通进行5G网
络全覆盖，到时候，市民和游客乘坐轨道交通
时无论是下载网络内容，还是拍视频上传，都
能体验到‘飞一般的网速’”。重庆联通相关负
责人介绍，未来重庆联通 5G将围绕“智慧园
区、车联网、智慧旅游、无人机业务”等业务场
景，大力拓展2B业务内容及应用，进一步完善
对垂直行业的网络支撑与业务挖掘。重庆联
通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2018年 8月 23日中
国联通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深入推进大
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联
通将持续加大在重庆的投入，未来 3 年内
（2019年-2021年）在重庆将投入50亿元，建
设重庆互联网基础枢纽设施，构建数字重庆网
络基础。同时，中国联通将在重庆大力实施智
能制造、绿色生态、智慧旅游、智能交通、企业
上云等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积极推
进大数据智能化政务服务发展，并加快推进智
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扶贫等大数据智能化
公共服务发展，全面携手合作，共同提升重庆
市产业智能化应用水平。

广告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今年年初国务院推出的小微企业普惠性
减税政策，进一步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税标准，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至10万元。按
照此次新政，个体“双定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
应税销售行为，对核定的经营额按月不超过10
万或按季不超过30万的，免征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为确保减税降费新政的红利更好地落实

到每个群体、每户纳税人，重庆市税务局将今
年的个体户“定额定税”工作推迟，通过开展详
实的摸底调研和数据分析，做足、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为“定额定税”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我市个体户纳税人本年度“双定”工作
已于日前全面结束，《定税通知书》也已陆续发
放至每位“双定”个体户手中。

税务部门介绍，截至 2019 年 4月 2日，我
市个体工商户共登记近 58 万户，较去年 12
月 31日新增近 3万户。按照当年月销售额 3
万元（含）以下免征增值税的政策，2018 年全
市 55 万户个体工商户有 51235 户个体工商
户达起征点，需缴纳定额增值税。受惠于年
初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增值税月免
税标准提高至 10万，达到一次起征点以上的
个体工商户数量由去年的 51235 户下降至今

年的 1630 户，按双定户管理个人独资企业
103户。

除了受惠面广，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对双
定个体户群体的税费减免力度之大，同样前
所未有。2019 年，全市除已达到增值税起征
点的1630户个体工商户和103户按双定户管
理个人独资企业，可按 50%的顶格标准减免

“六税两费”，其余超57万个体户不用缴纳定
额增值税。

好消息 重庆超57万个体户不用缴纳定额增值税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通讯员 贺艳

全国教育日宣传活动已连续4年开展

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每年的4月15日是我
国法定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法》自
2015年 7月 1日施行至今，在中央国安办的统一部
署下，全国已连续4年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
动，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是“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喜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我市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将从本
月起逐步在全市推开，本次活动旨在全面践行总体
国家安全观，进一步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目
前，活动从社会广泛宣传逐渐引向深入，定于4月
11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举行“国家安全教
育进校园”主题活动，拉开全市大中小学开展国家
安全教育的序幕。

广大青年学生应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少年强则中国强，在今年4月 15日“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我市举办“国家安全教育进
校园”主题活动，将进一步培养和提升青年一代的
国家安全意识，使广大青年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奋发图强，用实际行动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其
意义重大而深远。本次主题活动由市委国安办主

办，活动以大学生宣讲“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要内
容，充分运用融媒体技术，通过网络直播，面向全市
大、中、小学和全社会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推广国家安全法、网络安
全法、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及反恐怖主义法等国
家安全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共享宣讲素材，打造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国家安全共同体。

下一步，“重庆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
团”将不断聚集全市优秀大学生，深入机关、军营、
校园、社区进行广泛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和
人民群众深入学习和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维
护国家安全，争做时代先锋。

20万份流量包鼓励市民线上学习

本次活动充分运用新媒体网络传播技术，由市
委国安办主办的重庆市“国家安全教育线上学习”
活动，于10日在上游新闻客户端隆重上线。活动以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全市各区县各部门
及高校，组织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学习，着力
提升全社会国家安全意识。

2019年 4月 10日至 29日，进入上游新闻客户
端活动专题，观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关视频及新
闻，即可累积学习时长。上游新闻准备了 20万份
1G流量包，供广大市民参与线上学习后领取。移动
用户可随机获得当日、本周或者本月的1G流量包。

扫 描 二 维 码 ，进 入 活 动 专 题 页 面 ；观
看 视 频 或 者 浏 览 相 关 新 闻 即 可 累 积 学 习
时 长 ，用 于 为 学 校 或 区 县 助 力 ；移 动 用 户
成 功 参 与 助 力 后 ，可 直 接 点 击“ 领 取 流
量”，随机领取当日 1G 流量、本周 1G 流量
或本月 1G 流量（一个手机号限领取一次，
总量 20 万份，领完即止）。

4月11日下午3点，
我市“国家安全教育进
校园”主题活动将在西
南政法大学举行。西南
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将
作为活动分会场，同时
联动全市60余所高校，
共同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学习活动。上游新闻届
时将全程进行网络直
播，并开设线上学习专
题，方便广大市民进一
步了解“总体国家安全
观”相关知识。

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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