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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牛科

为助力企业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帮助企业深度了解重庆本土扶持中小企
业政策，解答企业在政策应用上的疑惑，指
导企业申报政策实操办法。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依托旗下重报都市传媒集团 15年专业
打造的“渝商”品牌体系，联合重庆市总商会
面向 85.3 万户重庆中小企业用户共同推出
了重庆市中小企业线上培训课堂——渝商
微课。3月 13日（周五），税收优惠政策讲解
与运用课程将在“渝商微课”小程序上线。

一堂课教你活学活用税收优惠政策

本期“渝商微课”邀请到国家税务总局重
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业务骨干，从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他优惠政策
3个方面，详细解读疫情期间我市出台的相关
税种优惠政策，并通过实际案例对应相关税
种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减免申报操作办
法，帮助企业有效利用优惠政策，减小经营生

产压力。

课后互动答疑解惑

本期课程将采用“音频授课”的形式，通
过“渝商微课”小程序平台播出，直播授课时
长为15分钟。授课结束后，主讲人将通过微

信互动群，与学员进行30分钟的实时互动，参
与互动的学员可通过文字形式向讲师提问，
主讲人将及时为各位学员答疑解惑。敬请广
大重庆市中小企业主及员工在线关注参与。
抗疫情保生产，让我们与全体重庆中小企业
一起同心聚力，共渡难关，加快复工复产！

活学活用税种优惠政策

《防疫期间税收优惠政策解读》明晚开讲

备注：若群人数已达上限，可添加下方
工作人员微信，邀请您加入该群。

主办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市
总商会

执行机构：重报都市传媒渝商事业部、
重庆市创客汇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课程名称：防疫期间税收优惠政策解
读

主讲人：黄美凤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
市税务局纳税服
务中心业务骨干

授 课 时 间 ：
2020年3月13日（周
五）20:00—20:15

授课平台：渝
商微课小程序（请
扫描右方二维码
进入直播间)

互动时间：2020 年
3 月 13 日（周 五）20:
15—20:45

互动地址：请扫描
右方二维码进入微信
互动群

课程详情如下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是社区吗？我家厕所的下水道堵了，水
都反灌进屋里了。现在找不到疏通师傅，请
帮帮我！”日前，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百花社
区工作人员蔺学勤，接到百花村 742栋 8号
陈先生的求助电话。蔺学勤和陈琳两人急忙
赶到陈先生家中。

“你们可来了，我就发现厕所堵了，可怎么
弄都不通。现在疫情期间，疏通师傅又不愿上
门，只有向社区求助了。”陈先生告诉社区工作
人员。“你先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蔺学勤主
动撬开沉沙井井盖，试了好几次疏通都不行。
蔺学勤又撬开另一个沉沙井井盖，发现该栋的
沉沙井管道有点堵塞，蔺学勤又找来了竹条疏
通。看着两个女同志，不怕脏、不怕臭的疏通
着，陈先生也主动加入了进来。

经过两个多小时努力，严重堵塞的沉沙
井管道终于被疏通，陈先生不住地表示感谢。

猪肉是“菜篮子”的一个重要组成，涨跌
之间牵动很多家庭的直接支出。3月11日，
市商务委发布消息，上周（3 月 2 日—3 月 8
日），我市重点监测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中，猪
肉零售终端价格已连续两周出现下跌。预计
随着生猪产能逐步恢复，猪肉价格或将继续
缓慢回落。

据监测，上周白条猪批发价48.88 元/公
斤，周环比跌1.49%；后臀尖批发价54.00元/
公斤，周环比跌2.40%；上周超市精瘦肉零售
价格为68.75元/公斤，周环比跌0.52%；上周
农贸市场精瘦肉零售价格为71.69元/公斤，
周环比跌1.06%。

蔬菜方面，连日以来，疫情形势好转，带
动生产、运输、储存成本降低，蔬菜价格也出
现继续回落。据监测，上周批发市场监测的
30种蔬菜价格中“20跌 10涨”，蔬菜批发均
价4.70元/公斤，周环比跌3.29%。

零售市场上，农贸市场监测的30种蔬菜
零售价格中“18跌12涨”，农贸市场蔬菜零售
均价8.19元/公斤，周环比跌2.38%。预计疫
情缓解以及复工复产，会带动蔬菜供需两旺，
蔬菜价格或将总体稳定，小幅回落。

禽蛋方面，天气转暖，产蛋率提升，禽蛋
供应增加，禽蛋价格小幅下跌。上周农贸市
场 鸡 蛋 零 售 价 12.62 元/公 斤 ，周 环 比 跌
4.03%，白条鸡零售价格为25.09元/公斤，周
环比跌 1.06%，白条鸭零售价格为 22.58 元/
公斤，周环比跌 1.48%。预计我市禽蛋价格
或将继续稳中下跌。

粮油方面，上周粮食零售均价5.80元/公
斤，周环比涨0.17%，有所小幅波动。整体来
看，目前供需稳定，预计粮油价格将继续保持
稳定。

猪肉价格连续两周下跌
预计还将缓慢回落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市民在超市选购肉类食品 记者 徐菊 摄

从“云复工”到门店复工 店长带头“云销售”

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3月 11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截至3
月10日，全市累计实现生产的规模工业企业
（含持续生产）6500家，开工率99.8%；员工返
岗合计133万人，返岗率93.8%。

八大支柱产业开工率98%以上

据市经信委介绍，从重点行业看，八大支
柱产业的开工率均在98%以上，汽车和电子
两大行业基本实现全面复工开工。从重点企
业看，年营业收入 5亿元以上的 668户工业
企业已全部开工，合计返岗人数59万，返岗
率达94.6%。

从用电恢复情况看，相比上年 3月日均
值，3月 10日的用电恢复率已达95.89%，较
全市企业复工之初的 2月 10 日提高了 53.6
个百分点；从工业用气量恢复情况看，3月10
日用气量1823万立方米，比去年3月日均用
量增加4.2%。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些数据表明，我市规模工业企业产能利用情
况目前已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市经信委还会同各区县向工业企业派驻
联络员，按照“底数清、情况明、问题准、措施
实、服务好”的原则，“一厂一员、一企一策、一
事一议”组织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工作；对企业
反映的问题实施“闭环”管理，协调部门和有
关区县帮助企业解决交通组织、员工食宿、物
流服务等方面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100家重点调度企业已全部复产

市经信委介绍，目前全市 100家龙头骨
干企业及 600家配套企业中，100家重点调
度企业已全部复产，合计返岗人数19.5万人，
返岗率为 93.5%，600 家配套企业开工率为
99.5%、返岗率为89.5%。

同时，抓牢两大产业。组建汽车、电子产
业两个专项工作组，建立70余家整车和整机
企业，959家汽车配套、257家电子配套企业
清单，派遣骨干力量协调调度、提高开工率，
通过驻厂协调、发函对接等方式，着力解决因
人口流动和不同地区防疫政策差异等造成的
同步复工难问题，加速推动上下游协同复产。

截至目前，两大行业用电恢复率（当日用
电量/上年3月日均用电量）均超100%，产能
利用达到较高水平。

32家企业获银行贷款24.3亿

市经信委介绍，市级部门积极搭建银企
对接绿色通道，截至3月8日，累计发布疫情
防控重点企业名单45家，32家企业获银行贷
款 24.3 亿元；推动落实专项再贷款政策，96
家企业纳入央行优惠利率专项贷款国家重点
名单、196家纳入地方重点企业名单，其中72
家已获银行贷款36.55亿元；市级应急转贷平
台已办理转贷113笔 7.06亿元，为企业节约
成本 2117 万元；建立 2000万元市级防疫物
资保供资金池，发放借款900万元。

目前，我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已基本全面
恢复。下一步，我市将重点关注中小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特别是落实好重庆“支持企业40
条”，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恢复生产的影响。

重庆规模工业企业开工率99.8%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记者昨日从重庆高新区获悉，该区与
浪潮集团“屏对屏”完成“云签约”，达成建
设西部运营总部的合作。下一步，浪潮西
部研发中心、区域科创孵化基地也将入驻
重庆高新区。

浪潮集团是中国知名云计算、大数据
服务商，其浪潮服务器销量全球第三、中
国第一，浪潮云在中国政务市场占有率
第一。自 1997 年入驻重庆，在渝投资超
10亿元。浪潮与重庆政务服务平台共同
打造的“渝快办”，已上线 1000 多项高
频、便捷的便民服务事项。浪潮集团重
庆公司董事长康凯表示，西部运营总部
落地重庆高新区后，其本地业务的签约、
结算将全部在重庆完成。目前，相关落
地方案已经出炉，双方正就细节进行商
讨，预计2020年下半年开工。

“重庆高新区有非常良好的研发气氛，

同时紧邻高校、人才聚集。”浪潮集团重庆
公司战略业务总监李伟介绍，下一步，浪潮
西部研发中心也将落户高新区，面向国产
化设备、网络、存储等云计算核心装备、虚
拟化、大数据交易、智慧城市等方向，进行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型智慧城市、
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方面的研发。同时，
浪潮还将在重庆高新区打造区域科创孵化
基地，链接浪潮上下游合作伙伴，集约集聚
国内智能计算领域内的行业翘楚，孵化产
业新星，形成智能计算产业发展策源地、集
聚区和新业态集群。

据了解，由于疫情影响，重庆高新区
在招商推介方面，强化线上洽谈、协商，通
过电话、邮件、微信、视频会议等方式，提
高与企业对接频率和项目推进效率。目
前，重庆高新区已与中电科无人运输投送
智能管控基地、东华星联车联网研发中心
等 30 个重点项目达成协议约定，合同投
资总额达300亿元。

社区疏通沉沙井管道解民忧

有序复工复产有序复工复产

“云上”签约 浪潮西部运营总部落户高新区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记者昨日从两江新区了解到，两江协同
创新区继一期景观、“两路一坝”、西工大重庆
科创中心等5个在建项目复工复产后，两江
协同创新区规划展示中心和一期路网二标段
两个重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据了解，两江协同创新区规划展示中心
总建筑面积约5500平方米，包括展厅、画廊、
办公区、会议室等各个功能空间。展示中心
建筑本身极具辨识度，是两江协同创新区的
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该项目建成后能够进一
步完善两江协同创新区的基础配套设施，提
高两江协同创新区的对外影响力，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形成良好的对外宣传和展示窗
口。该项目预计2020年12月竣工验收。

一期路网二标段道路总长7853米，由启
动区1号路、智汇一路、智汇二路等六条道路
组成，预计 2020年 11月完工。相关负责人
表示，规划展示中心和一期路网二标段的开
工建设，正式开启了两江协同创新区新一轮
项目的落地建设，将进一步加速两江协同创
新区绽放新形象。此外，两江协同创新区二
期房建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三期房建长春
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项目预
计今年7月份正式开建。

两江协同创新区加速“绽放”
两大重点项目新开工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美心南坪西路店已开门营业
记者 张旭 摄

“哎哟，郑姐，你这照片、视频拍得越来
越好了哟。”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南岸区
南坪西路，美心门店店长郑万琴正在跟客
户微信沟通，向对方发去的样本实图是她
现场拍摄的。店员看到店长拍摄的图片，
由衷地夸赞“拍得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他们经历了
“云复工”到“门店复工”，客户面对面的接
触比以前少了，线上联系多了。

46 岁的郑万琴进入这个行业近三十

年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通过应聘进
入美心工作，当门店店长也已经十多年
了。”

南坪西路店3月2日复工（开门营业），
为此，他们做了不少准备。“严格按照防疫
的相关要求来，消毒措施、物资到位，每个
员工的渝康码符合要求、通过钉钉‘锁定’
行动轨迹，体温检测……”

按照公司的统一规定，门店上午 8
点半开门营业，下午 5 点半关门歇业。
门店正式复工前，他们还实行了一段时
间的“云复工”，与顾客线上沟通，处理
各种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回到店里来
上班，可是精神、专注力，都在门店的经
营上……”

郑 万 琴 说 ，目 前 门 店 上 门 的 客 人
少。“但是，并不意味着客户就没有需
求。而且，绝大多数还是刚性的需求。”3
月 9 日，一位顾客急匆匆地上门，要买一
块门回家。对方表示，家里的门坏了，十
万火急。

顾客选定门之后，当天，郑万琴就安排
了工人送货上门安装。“临走的时候，顾客
不停地感谢，说如果没得我们的话，他真的
不知道怎么办了。”

受疫情影响，门店的销售额下滑。为
了开拓市场，郑万琴和同事们想了很多办
法。“我们通过公司的商城，通过微信朋友
圈、抖音，推出各种优惠活动。”他们把这些
销售方式统称为“云销售”。有趣的是，得
益于此，郑万琴拍摄图片、视频的水平越来
越高。

“我们必须积极主动，不能以为只是你
在找客户，客户可能也在找你。关键在于，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