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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冰山雪岭、
急流大川、高原湖泊……如何在有限的
空间再现康巴藏区的真实景象？12月6
日晚，由重庆市歌剧院打造的歌剧《尘埃
落定》在施光南大剧院首演，该剧探索从
现实主义出发，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歌剧
艺术相嫁接，为观众带来全新观感体验。

歌剧《尘埃落定》改编自阿来获得
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是2018年西
部地区唯一入选“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
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作品。

重庆日报记者在演出现场看到，暗
淡的灰色成为该剧舞台的主色调。该
剧出品人、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表示：

“色彩是沉重的旧制度的隐喻，整体颜
色做旧，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舞
台灯光通过加强光的对比，控制灯光照
度，全程塑造出了犹如油画一般的质感
和影调，增强了该剧的视觉厚重感。

“《尘埃落定》的艺术风格是魔幻现
实主义，其本质还是现实主义。在视觉
呈现上，我们要将故事环境和内心情感
外化。”舞美设计师丁丁介绍，“整个舞
台看上去神秘、厚重又丰富多彩，这样
的安排既是藏区生活现实的反应，也是
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隐喻的传递。”

演出最后一幕，舞台上一座4层楼
高的官寨轰然倒塌，激起一层烟尘，现
场掌声雷动。“官寨既是主要人物的生
存空间，更是土司制度的象征。官寨的

倒塌象征着土司制度的坍塌，也象征着
藏族人民终于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
导演廖向红表示，期望用歌剧样式解
读、演绎的《尘埃落定》，能够使观众对
藏族的土司制度以及土司制度下部族

人群生存状态有所了解。
“舞美非常具有藏族风格，王宏伟

饰演的二少爷不论是从唱功还是戏剧
的表现力都非常棒。”来自渝北区的观
众周建国说，之前已经看过很多艺术形

式的《尘埃落定》，歌剧版《尘埃落定》，
不管是戏剧冲突还是舞台呈现都有着
全新的表达。

据了解，12月6日至9日，该剧将
在施光南大剧院连演4场。

歌剧《尘埃落定》在渝首演

魔幻现实主义与歌剧艺术相融带来全新观感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
者 叶昊鸣）记者6日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日前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
指导意见》，提出对民营企业等非公有
制经济，要公平对待，提供同等服务。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在推进服务范围覆盖全民方
面，还要打破城乡分割、户籍分割，推
动公共就业服务城乡常住人口全覆
盖，并将台港澳人员纳入了服务对象；
拓展用人单位服务范围，将处于初创
阶段以及灵活形式等用人主体纳入服

务对象。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围绕劳动者求

职创业全过程，明确求职招聘服务、创
业服务的基本内容，对难以实现就业和
创业的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帮扶，同
时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立公
共就业服务应急机制；要通过引入社会

力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
供给体系，通过推动线下线上服务融
合，实现同一业务事项多渠道受理，通
过财力倾斜、技术手段运用、对口支援
等手段，推进城镇公共就业服务向农村
延伸；要通过打造全国统一的智能公共
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全面推进“互联
网+公共就业服务”，完善信息发布、规
范业务经办、实现数据共享，推进智慧
化服务，通过推进“减证便民”行动，完
善便民服务措施，加强行风建设，全面
实行“一门、一窗、一网、一次”办理，推
行便民化服务。

三部委印发《关于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指导意见》

提出对民营企业提供同等公共就业服务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记
者 朱超）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
就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
拘押一事答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向
加拿大和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
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加拿大政府拘押了
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

士，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已
就此发表谈话。中方是否在北京
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提出交
涉？

耿爽表示，中方获悉相关情况
后，第一时间向当事人提供领事协
助，并向加方、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
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
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外交部回应华为首席财务官被拘押：

澄清理由并立即释放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者
郁琼源）日前，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国
家广电总局、国家电影局了解到，为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关于
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
逃税等问题通知要求，从今年10月开
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以来，相
关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加强政策宣
讲，做细告知辅导，帮助纳税人做好自
查自纠工作。目前，规范工作开展有
序，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认真自查
自纠、主动申报纳税。通过这项工作，
将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保障

依法纳税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和维护公
平竞争的税收环境，促进影视行业健康
发展。

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国家支持影
视行业健康发展的方向不会变，税收促
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不会变，而
且将在规范管理的同时，进一步服务和
支持影视行业加快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电总局、国
家电影局有关负责人重申，根据税收征
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对自查自
纠并到主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
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免予行政处罚，

不予罚款。希望广大影视企业及从业
者能以本次影视行业规范为契机，主动
对照税收法规，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并
以此规范企业及从业者涉税业务，努力
做守法诚信的纳税人。据记者了解，在
自查自纠阶段不存在约谈程序及相关
事宜，税务部门对影视从业人员开展了
政策辅导和沟通解释工作，以帮助影视
企业和从业人员更好自查自纠。

按照税法规定，个人从事影视、演
出、广告等方面的收入应当按劳务报酬
等所得项目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对
于过去部分工作室将影视人员个人劳

务报酬等收入混入工作室经营收入的，
三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应当实事求是
加以区分。其中属于工作室提供辅助
服务的经营收入，过去已按核定征收方
式征税的不予调整；其他影视人员个人
劳务报酬等收入，由影视人员个人据实
申报，自查自纠。同时，三部门再次明
确强调，各地工作中要严格依法依规，
精准把握和执行政策，维护影视企业及
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据统计，今年7月以来，全国影视
企业注销数量保持平稳，新增注册影视
企业数量呈上升态势，影视业创作生产
数量与质量稳步提高，这反映了当前我
国影视行业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业
内专家表示，规范税收秩序，有利于提
升影视行业在薪酬、资本、核算等财务
方面的管理水平，必将促进我国影视业
健康发展。

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2月
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长江上游
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简称“城
市花博会”）组委会获悉，首届城
市花博会“幸福像花儿一样”全
民美拍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已出
炉。

今年11月，首届城市花博会
期间，主办方举行了“幸福像花
儿一样”全民美拍摄影比赛。本
次摄影比赛以“城市·花·笑脸”为
主题，主要展现重庆生态环境，反
映重庆市民的幸福生活。活动
过程中，主办方共征集到 1000
多幅摄影作品，其中269幅作品
进入到评选阶段。经过四轮评选
后，共选出71幅获奖作品，其中，
一等奖1名、优秀奖20名、入围奖
50名。

获奖名单公示如下：
最佳视觉奖：钟志兵 《走，看

花博会》

优秀奖：
李一鸣《和谐》，李文彬《看盆

景》，何林哲《归田园》，崔力《花仙
子》，李元琼《热闹花博会》，龙翔

《游人如织》，冯光明《比美》，杨强
《花博会上的大剧院》，王欢《光》，
万难《花落仙境》，唐毅《哇，多肉》，
贺终荣《花市一家子》，邹飞《逛花
市》，莫建林《江边新景点》，秦廷富

《金灿灿》，陈超《美丽花仙子》，李
相博《美拍》，李玉雪《陪伴》，周曼
秋《礼物》，游宇《笑脸》

参与奖：（其中有作者为多幅
作品获奖）

张淼、杨帆、崔力、屠瀚、王焱、
粟超凯、邓显静、陈志、罗嘉、候宝
平、陈文会、王龙海、淑梅、刘谨成、
冯娟、刘力、王新碧、谢飞、陈美西、
龙帆、李小巧、许凤、龙友权、龙富利、
曾觅、杨艺、熊军、刘洋、李元洲、邓玉
洁、崔鸣放、齐鲁、曾铮、贺终荣、张先
正、石涛、邹飞、李辉、秦廷富、曾理

“幸福像花儿一样”
全民美拍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出炉

歌剧《尘埃落定》演出现场。 （主办方供图）

快读

下载“建行惠懂你”APP或打开手
机微信搜索“建行惠懂你”微信小程
序，根据页面提示操作，轻松完成在线
测额、预约开户、申贷、支用、还款等多
种用途，堪称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
的移动掌上神器。日前，通过“建行惠
懂你”APP申请小微信用快贷有优惠，
日息低至0.121厘。

小贴士》》

建行“惠懂你”APP一站式信贷服务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建行杨家坪支行小微客户通过“惠懂你”APP办理小微快贷快速到账

“作为一名普通的小企业主，深深地
感受到了建行科技创新金融产品的魅力，
感受到建行用心、贴心、暖心、实惠的服
务。”日前，在市民何先生的赞叹中，建行
重庆市分行通过“惠懂你”手机APP营销
的首笔小微快贷快速落地。

“建行惠懂你”APP是该行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生物识别等技术，为小微企业
推出集成在线测额、预约开户、身份认证
以及贷款申请、支用、还款等功能为一体
的一站式信贷服务。

通过“建行惠懂你”APP，客户能够随
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无需
登录，只需要填写企业名称，勾选行业，填
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以及近一年企业
纳税总额，就能试算出贷款额度。符合条
件的客户可立即申请贷款，全流程在线操

作，从申请到贷款支用最快几分钟，还可
实现在贷款合同有效期内随借随还、循环
支用，极大提高了融资效率，充分满足小
微企业融资需求，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据了解，何先生的重庆正百物资有
限公司主要经营五金产品销售，自2014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建行杨家坪支行开立
基本户，并在建行代缴税。“今年9月，我
们接了一个大客户订单需大量采购原材
料，急需流动资金周转。但由于企业小，
没有抵押物，也没在银行贷过款，一时之
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何先生说，正
在这个时候，建行杨家坪支行的客户经
理找到了他，向他推荐了建行“小微快
贷”产品。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何先生下载了建
行“惠懂你”手机APP。令他意想不到的

是，没有填写任何繁琐的申请资料，仅输
入几个简要信息，从在线测额到贷款申
请、支用都通过APP操作，短短几分钟，
30万元的贷款就到了他的账上，“快速的
申请审批支用，方便快捷，困扰我这么久
的资金周转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建行‘惠
懂你’真的是雪中送炭，非常贴合我们企
业需求，真正做到了想企业所想。”

“‘建行惠懂你’APP的上线，打破了
时间空间限制，将融资服务与小微企业生
产经营场景有机结合，让银行服务触手可
及。”据建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惠懂你”APP上线以来，重庆本地小微
企业主注册数量已近2万户。

“‘惠懂你’APP只是建设银行以金
融科技为支撑，打破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瓶颈的一个缩影。”该负责人表

示，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我们将继续提高服务
效率，降低综合成本，以实际行动将服务
小微企业真正落到实处。”

谭叙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2019年部分节假
日安排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2019年
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
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
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2018年12月30日至
2019年1月1日放假调休，共3天。
2018年12月29日（星期六）上班。

二、春节：2月4日至10日放
假调休，共7天。2月 2日（星期
六）、2月3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5日放假，与

周末连休。
四、劳动节：5月1日放假。
五、端午节：6月7日放假，与

周末连休。
六、中秋节：9月 13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七、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

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日（星
期日）、10月12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
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
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
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
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12月4日

国办发布通知

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我国开出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案件最大罚单
➡记者12月6日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根据对我国三家冰醋酸

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反垄断案件调查，依法对三家涉案企业作出行政处
罚，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共计 1283.38 万元。这是反垄断法实施 10 年
来，我国在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案件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