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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晒半年财政“账本”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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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经济圈共建有序推进
上半年累计投资超1500亿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消息，川渝两地
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充分发挥两省市领导
联系重大项目机制作用，协同加强项目服
务调度，协调解决项目要素制约，为加快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有力支
撑。上半年，58个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
目开工，开工率86.6%，累计投资、年度投
资分别完成1537.9亿元、414.6亿元。

成达万高铁、南潼高速、嘉陵江利泽
航运枢纽等 19个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开工，累计投资 418.7 亿元；遂潼等 4
个毗邻地区平台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全部
开工，累计投资33.6亿元；川渝千亿方天
然气基地项目累计投资591亿元。

川渝合作生物医药产业园等21个现
代产业项目开工，累计投资376.9亿元，微
玻纤新材料、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加快建设。

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等6个巴蜀
文旅走廊项目全面开工，累计投资115.1
亿元，巴蜀非遗文化产业园、川陕苏区红
军文化公园等项目即将建成投用。

近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柏华社
区开展了“百首经典颂党恩”歌唱比赛
活动。

活动中，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唱响了新时代的
主旋律；党员李顺清演奏的《歌唱祖国》，
激发起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合唱《唱支山
歌给党听》，唱出了对党的感激之情。最
后，党员们手拿党旗高声合唱《我的祖
国》，让此次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一首首熟悉的红歌、一曲曲高昂的
曲调，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
让大家在红歌的指引和照耀下，沿着先
辈的足迹砥砺前行。”柏华社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社区百首经典歌曲颂党恩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近日，大渡口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国
智走访慰问了辖区部分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和烈士遗属，向他们致以亲切问
候和崇高敬意。

在位于春晖路街道月光小区的朱友
芬家中，张国智认真倾听老人讲述过去
的日子，仔细询问老人身体、家庭等情
况。朱友芬年过九旬，系烈士遗属，其丈
夫为第二十九兵工厂工人，在护厂中壮
烈牺牲。张国智强调，相关部门要认真
做好服务保障，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让英雄模范的精神发扬开来、传承
下去。在春晖路街道柏华社区，在了解
到其退休后仍热心社区公益事业后，张
国智说，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曾为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退休
后发挥带头作用，积极参与社区工作，是
大家学习的榜样。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党员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近日，大渡口区教委宣讲团前往九
宫庙街道创新社区开展王红旭先进事迹
宣讲活动。

据了解，今年6月 1日下午，大渡口
区育才小学体育老师王红旭勇救两名落
水儿童，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用美
好青春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
歌。宣讲活动现场首先以一段视频引
入主题，重现英雄壮举：危急关头，王红
旭置生死于度外，不顾江水湍急，勇保
两名落水儿童性命。王红旭的高尚品
德深深感动了宣讲活动现场的所有
人。随后，大渡口区育才小学的冉茂樨
老师又生动地讲述了王红旭老师因救
落水儿童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在宣
讲活动现场，就读于重庆交通大学的大
学生田丰桦说：“王红旭老师舍己救人、
甘心奉献的大爱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是
我学习的标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一个个具体的财政数字增减背后，
暗含的不仅仅是收支的流量变化，更关
键的是政策取向和经济表现。今年上半
年重庆财政收支情况如何？传递出哪些
信号？

昨天，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上半
年重庆财政收支执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记者获悉，我市财政收入已经恢复到了
疫情前的水平。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1215 亿元，同比增长 15.3%，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4%。从收入总量上
看，税收和非税分别为858亿元和357亿
元，均实现稳步增长。重庆市财政局副
局长、新闻发言人李虹介绍，总体看，上
半年重庆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不断巩固，符合预期，与全市经济稳中加
固、稳中向好的形势相吻合。具体分析
来看，有几大特点：

首先是税收累计增幅连续5个月保
持两位数增长，与全市经济运行稳定增
长的判断相契合。李虹介绍，上半年，重
庆GDP增幅是 12.8%，而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增幅是 15.3%，两个指标基本同
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每个月
都是正增长，特别是直接体现经济发展
情况的税收，已经连续 5个月累计增幅
在20%以上。

其次，所有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全部正增长，与全市经济运行区域协同
的判断相契合。从区域看，一区、渝东北
和渝东南两群，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分别增长 14.1%、23.6%和 10%，区域
发展整体均衡。中心城区支撑作用明
显，税收增长22.6%。

从税收收入来看，上半年，重庆税收
增长的动力多点显现，与全市经济运行
需求回升的判断相契合。李虹介绍，在
各行业加速恢复、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盈
利能力不断改善等因素驱动下，我市投
资和消费需求稳定回升。房地产建筑
业、金融业、商贸及其他服务业三个行业
税收分别增长了 14.4%、18.9%、19.7%。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重庆工业税收贡
献了全市税收增量的41%。

此外，企业主体税种增长较快，与全
市经济运行质效提升的判断相契合。李
虹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经营
效益强相关，在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情况

下，上半年全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分别
增长28.5%、22.3%，较去年同比增收98.5
亿元。

支出方面，上半年，重庆财政支出仍
旧保持了较高强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93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教育、科
技、社保就业、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做
到了只增不减。比如，为了加快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不
仅加强制度供给，出台了科技创新财金
30条，市本级财政今年还新增投入10亿
元。同时，有力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西部（重庆）科学城、广阳岛、“两江四
岸”核心区和高铁、轨道、机场等重大项
目资金所需，没有出现“项目等钱”的问
题。

除了一般公共预算，上半年，重庆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114亿元，同比增长
31.2%；支出983亿元，同比下降22.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8亿元，同比下
降 26.3% ；支 出 7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1.9%。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093亿
元，同比增长29.4%；支出980亿元，同比
增长6.4%。

“重庆小姐大赛”致市民朋友书
致广大市民朋友：

近期“重庆小姐大赛”组委会收悉多
位热心市民询问，问及相关冠以“世界”

“环球”“亚洲”等头衔的赛事活动如何报
名，是否与“重庆小姐大赛”主办方或承
办方有关联合作。为积极响应群众关切
事件，对广大参赛选手及家庭负责，对相
关品牌赞助商和合作伙伴负责，进一步
加强维护“重庆小姐大赛”城市品牌良好
形象，特发函告如下：

我单位从未与相关冠以“世界”“环球”
“亚洲”等头衔的赛事活动开展任何合作，
也从未参与相关冠以“世界”“环球”“亚洲”
等头衔赛事活动的非法申报。“重庆小姐大
赛”是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新女报时
尚传媒集团承办的西部时尚赛事，从2009
年迄今已举办了11届，“重庆小姐大赛”已
成为极具城市代表性的时尚美丽新经济原
创IP。“重庆小姐大赛”相关赛事运营，包括
年度常规赛、年度超级赛以及特色定制赛
等，活动时间覆盖全年。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新女报时尚
传媒集团分别作为赛事主办和承办单位，
赛事获得市区相关主管部门支持和指导，
历年来严控大赛品质，遵守赛事运营纪
律，为合作伙伴和赞助商营造良好商誉，
对参赛选手予以充分尊重，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实施定向人才培养；一直以来，“重庆
小姐”品牌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每届数
万人参与，持续的造势和发酵，形成数百
万次网络互动，数千万次传播和关注。

2020 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与重庆旅
游投资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
绕项目打造、营销推广、文旅活动等方面
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协议。在重庆市文旅
委指导下，“重庆小姐大赛”率先联合旅
游投资集团打卡长江黄金邮轮和相关景
区、景点，助力重庆文旅疫后经济复苏。
赛事相关信息通过全媒体阵营覆盖报、
网、端，其中包括重庆日报、华龙网、上游
新闻等重庆主流媒体，人民网、新华网、

中新网等国内主流媒体，今日头条、新
浪、腾讯等互联网头部媒体。

2021 年“重庆小姐大赛”将于近期启
动，为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有识之士报名参与重
庆城市名片推广，共同维护文化活动良
好秩序，经研究决定设“重庆小姐大赛”
公开电话 023-63907870，欢迎广大市民
朋友咨询、监督。

“中国·重庆小姐大赛”组委会

资料图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1215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税收和非税

分别为858亿元和357亿元，均实现稳步增长。

主要税收情况：

国内增值税306亿元，同比增长28.5%。
企业所得税167亿元，同比增长22.3%。
个人所得税40.9亿元，同比增长26.7%。
城市维护建设税50.2亿元，同比增长22.3%。
印花税18.3亿元，同比增长36.8%。
契税115亿元，同比增长35.2%。
城镇土地使用税41.9亿元，同比增长6.5%。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支出2293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教育、科技、社

保就业、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只增不减。

主要支出情况：

教育支出390.8亿元，同比增长8.6%。
科学技术支出28.9亿元，同比增长8.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14.3亿元，同比增长6.1%。
卫生健康支出221.2亿元，同比下降8.9%。
节能环保支出84亿元，

同比增长16.1%。
城乡社区支出 197.6 亿

元，同比下降22.8%。
农林水支出157.8亿元，

同比增长14.7%。
交通运输支出 128.3 亿

元，同比增长9.8%。
住房保障支出 66.4 亿

元，同比增长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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