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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个主体税种（地方部分）共收入

909亿元，占地方税收总额的56.7%，增长11.7%，拉动地方税收增长

6.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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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税收收入1603亿元，增速为

0.6%●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66亿元，同比增长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41 亿元，增长

8.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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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日，市高法院
发布了《2018年度民营经济司法保护情况
报告》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重庆日
报记者从《白皮书》中了解到，去年，重庆法
院认真履行审判职能，审结涉民营企业案件
12.9万件，挽回经济损失近500亿元，并初
步形成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评估体系。

挽回民营企业经济损失近500亿元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与公
司企业有关的案件日益增多。”市高法院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唐亚林介绍，重庆
法院坚持以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权益
保护为重点，充分发挥民事、行政、刑事
审判和执行工作在维护市场安全稳定、

规范市场诚信交易、促进政务环境高效
透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全面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

2018年，重庆法院审结涉民营企业案
件12.9万件，挽回经济损失近500亿元。

“其中，审结涉民营企业民商事案件12余
万件。”唐亚林说，经过分析，受理的各类
合同纠纷案件中，以公司、合伙企业和其
他经营性组织等市场主体为当事人的合
同类纠纷案件主要集中为：服务合同、建
设工程合同、房地产买卖合同、金融借款
合同、加工承揽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特许
经营合同、合伙协议等纠纷案件。

“我们在这些合同纠纷案件审理
中，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意思自

治，维护民营企业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
各类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尽力维
护不同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效益，提升
市场经济活力。”唐亚林说。

保障民营企业胜诉权益及时兑现

据介绍，2018年重庆法院执结涉民营
企业案件近35000件，通过加强对失信被
执行人的惩戒力度，健全与市发改委等多
家单位的执行联动机制，强化财产等信息
的查控力度，促进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及时
兑现。

“我们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民事
财产保全工作的通知》，禁止超标的、超范
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唐亚林说，

特别对因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产业政策调
整所引起的涉诉纠纷或因生产经营出现
暂时困难无法及时履行债务的民营企业
被执行人，慎用保全、查封、冻结、扣押、拘
留等措施，尽量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可能造成的不当影响。

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

唐亚林介绍，目前，重庆法院在充分
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体系中与法
院司法相关指标内容的基础上，已初步拟
定由5项一级指数、12项二级指数、29项
三级指数、92项四级指数构成的指数体
系，并已向部分民营企业家代表、部分高、
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征求意见建议。

据了解，该体系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拟于今年3月正式公布，并将选择五个法
院试运行。

唐亚林表示，评估指数体系的建立和
运行，必将助推我市营商环境更加法治
化、国际化和便利化。

重庆法院去年审结涉民企案件12.9万件
挽回经济损失近500亿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2月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去年8月正式落户重庆两江
数字经济产业园的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目前筹备工作已
接近尾声，将于2月底正式投入使用。届时，该中心将从企
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为重庆数字经济发展搭建全
新平台。

据介绍，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总面积超过11000平
方米。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0家数字经济行
业企业入驻，涵盖智能城市、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未来企业
入驻规模将达到100家左右。

“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将从空间孵化载体、企业基本
配套服务以及数字经济产业资源的服务等三方面为入驻企
业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为重庆数字经济发展搭建一
个立体的服务平台。”该中心运营方——清控科创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曹麟说。

另外一方面，阿里云创新中心（重庆）目前与新加坡资讯
通信媒体发展局、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等组织达成了
合作，将在未来嫁接新加坡以及高校创新创业联盟等平台资
源，进行数字经济人才的培训和储备。

其中，借助和新加坡通信媒体发展局的合作，该中心将
为有意来重庆发展的新加坡企业提供完善的咨询和培训计
划，同时也将借鉴新加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为重
庆中小企业发展赋能。

阿里云创新中心2月底在两江新区投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2月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获悉，当日巴南经济
园区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成功发行1.5亿新
币公募债券，票面利率4.35%。

据介绍，该项目是由海通国际、浦发银行、重庆农商行、
华夏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完成，是近年来首单以备用信用证
增信结构发行的新币公募债券，也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首
笔新币公募债券。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地后，重庆银保监局成功争取到跨
境融资担保创新政策，通过境内金融机构担保或境外机构国
际信用证方式为企业增信，以缩短债券发行时限、提高债券
信用评级。

在巴南经济园区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跨境发债项目中，发
行团队创新采用银行备用信用证增信模式，提高国际债项评
级，确保了债券的成功发行。

截至目前，重庆市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已累计落地跨
境发债项目11笔，金额折合26.1亿美元。

此外，通过复制推广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跨境融资模式，
带动四川、广西、陕西、青海、新疆等西部省区企业赴新加坡
发行债券，累计金额折合超过30亿美元，有效支持西部省区
经济发展。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
首笔新币公募债券在新交所成功发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月1日，
市财政局发布消息：2018年我市地方税收
收入为1603亿元，增长8.6%，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70.8%。

“去年财政平稳运行，主要得益于全
市经济的‘稳、进、好’。”市财政局表示，在
结构调整期，税收增长8.6%，来之不易，这
为新一轮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去年全市税收能保持较快增
长，这与我市着力推动经济增长动能的转
换密切相关。

2018年，全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三个主体税种（地方部分）共收入
909亿元，占地方税收总额的56.7%，增长
11.7%，拉动地方税收增长6.5个百分点。

税收收入是经济增长的直接体现。
数据显示，我市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重持续提高。“这说明我市财政收入
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高质量发展在财政
收入上逐步显现。”市财政局表示。

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2018年我市
税收收入占比提高。与之相对应，2018
年，我市通过取消路桥费等措施清费降费

让利于民，非税收入下降了14.6%。
从支出来看，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4541亿元，增幅为4.7%。“尽管增
速放缓，但该办的事情仍在抓紧办和全力
办。”市财政局表示。

去年，我市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

化，有保有压，“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
划”等重点领域和民生改善得到了有效保
障，财政资金的投向更加精准高效。

2018年，全市公共安全、教育、科技、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支出均增
长6%以上，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水平。

去年民生保障改善等支出增长6%以上

2月1日，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系统的干
部在帮助老百姓打扫农房边的清洁卫生。特约摄影 高兴明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2月1日，我市多个区县启动
了以“清理生活垃圾、清理沟渠塘堰、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
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不良习惯”为主要
内容的“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数千名干部与群众一起打
扫卫生、清洁家园，让广大村民干干净净过春节。

市农业农村系统机关及直属单位干部来到渝北区兴隆
镇牛皇村，与当地干部一起深入村社及农家院坝，带领村民
清理生活垃圾、废弃秸秆、露天堆放的农业废弃物等。“新春
临近，看着房前屋后变得干净整洁，我们过年的气氛更浓
了。”牛皇村村民叶家平说。

当天，在大足区邮亭镇，“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也正
式启动，号召村民立即行动、积极参与，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建设者、引导者和维护者。据了解，邮亭镇将以“三洁庭
院”和“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开展“三清一改”村庄清
洁行动。“去年，我们共评选出3510户‘三洁庭院’和418户

‘文明家庭’，今年，将实现全镇‘三洁庭院’和‘文明家庭’创
建活动全覆盖。”邮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去年12月起，我市正式启动“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
动。相关部门和区县从老百姓身边小事抓起，从清洁卫生做
起，从改变村民不良生活习惯要求起，通过广泛动员各方力
量、优化整合各种资源，集中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春节前夕，各区县组织干部
深入农村，对‘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再落实，既能宏扬传统的农村文化，又能动员群众爱清洁、讲
卫生。”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我市37个涉农
区县共清理积存或散落垃圾9.54万吨，清理沟渠4.8万公
里，清理废弃秸秆、农膜及露天堆放农业废弃物46万吨，有
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重庆开展“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周松）2月1日，沙坪
坝区曾家镇安监办接到群众举报，辖区芙蓉
兴盛超市非法销售烟花爆竹，曾家镇安监办
和曾家派出所立即赶到现场，依法查处收缴
了7件烟花爆竹并予以销毁。当天，潼南
区也查处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件2起，治
安拘留3人，收缴非法烟花爆竹120件。

据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介绍，新修订的
《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2月1日
起正式实施，公安机关将陆续设立191个
烟花爆竹专门检查站，依托16个省际交通
检查站、121条春运干线检查站和2万余个
交通安全劝导站进行检查，防止烟花爆竹
非法流入禁放区域。同时，每日投入6万
余名巡防力量，加强对禁放区域网格化巡
逻防控，对非法经营、非法运输、非法储存、

非法携带、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严厉
查处、从重处罚。此外，多形式、多层面加
强宣传引导，做到让“禁放”条例家喻户晓。

“没了鞭炮声或许少了点年味，但是，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减少了对空气的污染，
也减少了火灾发生的可能，我非常理解也
非常赞同。”市民李雯华说。

“放鞭炮比较危险，还常常引起各种
纠纷。禁放烟花爆竹，既能减少噪音污染
和空气污染，也减少了安全隐患，让大家

安心过年。”市民刘嵩同样对“禁放”条例
表示支持。

民警提醒，春节临近，将进入燃放烟
花爆竹的高潮期，请市民切记不能在禁放
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违法燃放的，将被
罚款100-500元直至拘留；非法经营、运
输、储存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将被处5-15日拘留；构成犯罪的，将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民发现违反烟
花爆竹管理行为，可拨打110或通过当地

公布的举报方式举报。
同时，市民在允许燃放的区域购买烟

花爆竹时，请注意识别产品外包装标注的
燃放级别，正规烟花爆竹产品按药量和危
险性分为A、B、C、D四个级别，A级和B
级属于专业燃放类，C级和D级属于个人
燃放类。请勿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和专业
燃放类产品。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时，
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
避免意外安全事故发生。

新修订的《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实施首日

全市查处烟花爆竹案件3起

近日，涪陵区马武镇，工人正在串青
菜头，准备上支架。据悉，涪陵区青菜头
种植涉及 23 个乡镇，种植面积达 72 万
亩，年产量160 万吨。同时，已形成涪陵
青菜头、全形榨菜、方便榨菜、出口榨菜
等四大系列 100 余个产品的加工能力，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 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目前，青菜头种植加工产业带
动 60 万农民、近 2000 户加工户增收致
富。到 2020 年，实现产业总产值 150 亿
元，农民人均青菜头种植加工纯收入达到
2200元。

特约摄影 龙帆

青菜头上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