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获

悉，在疫情冲击叠加大规模减税降费

政策影响下，2020年全区组织财政收

入 2800.61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716.94亿元；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6155.42亿元，同比增长 5.2%，

为“十四五”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2020年广西财政呈现出

支持抗疫复产成效明显、持续加大民

生投入力度、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等特

点。在抗疫复产方面，截至 2020年 11

月底，全区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125.51亿元，安排 8.32亿元贴息资金

落实“复工贷”“稳企贷”政策，带动银

行机构新增投放 416亿元贷款，惠及

超过 1.5万家企业。截至 2020年 11

月底，累计发放稳岗补贴资金 26.15

亿元，惠及企业 82597户，稳定职工

就业 282.92万人。

在财政支出方面，2020年全区财

政支出总量突破 6000亿元大关，较

2015年增加 2000多亿元，支出规模

创历史新高。其中，民生支出 4943.95

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超八成，累计

筹措下达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资金

720.06亿元，完成年度资金计划筹措

任务的 108.5%，聚焦保障民生改善

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在收支

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全区扶贫支

出 352.05亿元，同比增长 9.7%，有力

促进广西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在减税降费方面，截至 2020年

11月底，全区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372

亿元。在全面落实国家政策基础上，

广西又出台 11 项税费顶格优惠政

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发行新增政

府债券 1322.04亿元，比 2019年增长

53.5%，其中新增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量增长 81.2%。争取抗疫特别国债

186亿元，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

坚实财力基础。 据人民网

圆园21年 1月 12日

责任编辑马良 编辑胡斌 版式肖琴 校对肖红
西南各地 04

广告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土地储备中

心副主任张晓军组织分管科室收购储

备科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了 2020年度

收储工作总结会。

会议集中学习了科室职能职责

等相关文件精神。全体工作人员分别

就 2020年度工作内容、存在的问题

及 2021 年工作计划作个人总结，科

室负责人对收购储备科全年工作情

况进行了深度总结，深刻剖析了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化解措施及

新的工作要求。会议还充分征求了科

室工作人员意见，并对 2021年收储

工作如何开展进行了集中讨论，大家

都积极建言献策。

会议最后，张晓军对收购储备科

2020年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

新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要加强业务学

习、善于总结经验，高度重视征拆补偿

工作中的廉政风险防控，切实做到廉

洁自律、守住底线，以饱满的热情和敬

业的态度做好 2021年各项工作，为土

地储备事业发展增添个人力量。

彭珊珊 文 /图

□本报记者 李国华

“不用成都和重庆之间来回跑，全程

网上办理，不仅大大节约了我们的时间

和办事成本，在疫情期间更是显得方便

快捷……”1月 8日，在成都市青羊区政

务服务大厅“川渝通办专区”企业登记注

册窗口，拿到登记机关为“重庆市渝中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执照的张女士感

慨万千。同日，陆先生也通过同一模式在

成都市锦江区行政审批局领取了由重庆

市渝中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

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

见》要求，近期，为探索拓展“跨省通办”

的区域协同深度和广度，川渝市场监管

部门以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

战略引领，以打造西部营商新高地为工

作目标，推行川渝市场准入“业务同标、

数据共享、系统互融”的一体化发展思

路，统筹建立市场准入“异地同标”服务

机制，创新推出营业执照“异地互发”服

务平台，全面构建起川渝营业执照异地

“办、发、领”一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

企业群众营业执照异地办理“互办互发、

立等可取”。

川渝市场准入“同一事项、同一标

准”。为提升企业群众“两地一体，无感切

换”的市场准入办事体验，川渝市场监管

部门按照“三规范、三统一”的要求，对市

场主体登记注册的名称自主申报字词

库、企业经营范围规范化表述以及企业

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三要素”进行了“两

地一体”的统一规范，实现了申请人在川

渝两地任一窗口申请市场主体登记注册

适用同一规则、同一标准。

川渝营业执照“互办互发、立等可

取”。川渝市场监管部门以“渝快办”“天

府通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纽带，通过对现

有企业登记服务平台进行流程再造，联

合打造推出“川渝通办”企业登记注册专

区，一体化推广企业无纸全程电子化登

记模式。申请人可以在专区内按照系统

指引进行认证注册、信息填报以及电子

签名，系统将智能匹配生成一套标准规

范的申请材料，申请人对该材料确认提

交后即可快速完成营业执照异地申请。

两地市场监管部门会按照管辖范围对已

提交的申请自动分类完成审核处理。在

此基础上，川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托

登记数据互通共享机制，创新推出了营

业执照“异地互发”服务平台，畅通了异

地领照的“最后一公里”。申请人可根据

自己的选择，在川渝两地任一方便前往

的注册登记窗口领取执照，无需等待邮

寄，畅享异地办照“立等可取”。

川渝营商环境“共建共享、一体打

造”。以打造开放共享、协同共建的一流

营商环境为目标，建立健全川渝两地市

场监管“跨省通办”的一体化服务机制、

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进一步畅通国内

大循环的市场资源和要素流通。各地设

置“跨省通办”服务专区，专窗、专人、专

办，为企业提供绿色通道服务，推动实现

川渝营业执照互办互发“一日办结”。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不断推进，下一步两地

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便利企业跨地区生

产经营和促进就业创业这一主线，推动

市场监管领域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异地互

办。

（图由四川省市场监管局提供）

川渝一体化推进营业执照
异地“互办互发、立等可取”

近日，重庆市经信委和四川省经信

厅发布《关于首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的公告》，公布重庆荣

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四川隆昌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 20个首批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名单。

去年 10月，重庆市经信委和四川省

经信厅共同研究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创建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并启动首批产业合

作示范园区创建申报工作。经产业园区

申报、市（州）区（县）初审推荐、专家评

审、两省（市）经济和信息厅（委）党组审

议等程序，确定四川隆昌经济技术开发

区、四川宜宾三江新区、四川自贡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四川合江临港工业园区、川渝高竹

新区、四川开江经济开发区、四川德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四川资阳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四川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区，

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庆綦

江工业园区、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开

发区、重庆江津工业园区、重庆开州工业

园区、重庆合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

庆空港工业园区、重庆大足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重庆潼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重庆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首

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

区。

根据《办法》，示范园区创建范围包

括聚焦协同打造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

装备制造、消费品、材料、生物医药等重

点产业集群。由成渝两地符合创建条件

的产业园区，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交通区位等条件，按照功能共建型、产业

共建型、产业配套型、资源开发型、飞地

经济型等方式共创产业合作共建园区。

申报创建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的双方应具

备缔结友好关系、合作方向明确、产业基

础较好、发展空间较大、服务体系完备等

基本条件，未来能够承载相关产业集聚

集群发展。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建设将共同围绕

园区开发建设、产业优化布局、重点项目

招商、公共平台打造、产业生态构建、产

业集群发展、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开展

试点示范，建立完善常态化工作机制。

据四川日报

首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名单出炉

近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龙湖金沙天街的西西弗书店，火车站主题设计让读者眼前一亮。该书店占地约 980 平方米，涵盖图书品

类 2 万余种，该书店位于国内首个商圈高铁 TOD项目———龙湖重庆金沙天街内，在设计上深度诠释书店与车站相似的“连接”属性，多维度

呈现站台文化的时代变迁。书店以“沙坪坝老火车站”建筑为主画面，核心展示区域展示美洲、欧洲、亚洲三种不同地域的站台文化。车站式主

题体验场景为市民提供了集阅读、亲子、休闲于一体的车站式主题体验。 特约记者 孙凯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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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阳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

十六纪检监察组与贵阳市人民检察院

党组召开专题会商会。贵阳市纪委市

监委派驻第十六纪检监察组组长吴勇

主持会议，贵阳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检察长丁泽军、市纪委市监委

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葛海波出席会议

并讲话。会议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与

纪检监察机关的沟通协作，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贯通协

同，形成同向发力、协作互动的工作格

局，切实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落到实处。

丁泽军强调，贵阳市检察院党组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执行《党委（党组）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坚

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把

讲政治放在首位，坚决贯彻上级决策

部署，压紧压实全面从“严”主基调，认

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市

检察机关要以专题会商会召开为契

机，以“抓党建·铸忠魂”创建活动为载

体，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积极支持配合

派驻纪检监察组，统筹部署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纠治“四

风”，驰而不息正风肃纪，持续保持“不

敢腐”的高压态势，健全完善“不能腐”

的制度机制，有效营造“不想腐”的浓

厚氛围，为贵阳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吴勇强调，派驻十六纪检监察组到

贵阳市检察院开展工作以来，聚焦“关键

少数”、聚焦履职尽责、聚焦“四风”问题、

聚焦纪律执行，在抓“两个维护”、政治监

督、权力制约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压实主

体责任，促进政令畅通。认真跟进监督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六稳”“六保”等专项

工作，发挥驻的优势抓实疫情防控监督，

做实做细监督检查，严防“四风”反弹，强

化对“三个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推动

贵阳市检察院党组更好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治检各项任务。

葛海波指出，贵阳市检察院党组高

度重视支持纪检监察工作，与派驻十六

纪检监察组互相信任，达成共识，同向发

力，及时参照贵州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第

九纪检监察组做法，研究出台三个制度，

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与监督责

任贯通协同，切实将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落到实处，为推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落地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报讯（记者 吴文俊）1 月 11

日，记者从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2021年春节将至，即日起至 2月

18日，该局将围绕节日消费集中的民

生领域价格，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重

点对贵阳贵安的超市、商场、客车站、

火车站、收费站、农贸市场、粮油市

场、旅游景区等场所进行价格检查，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

在监管中，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

茅台等名优白酒、重要民生领域、交

通运输、旅游业、电商平台、防疫物资

等进行价格监管，配合公安、税务等

部门对茅台等名优白酒市场零售店

进行监督检查，依法严惩非法经营、

扰乱社会治安、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

行为；严厉打击“黄牛党”“黑批发商”

炒酒行为，严肃查处囤积居奇、哄抬

价格、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加强粮

油肉禽蛋菜奶盐等生活必需品及天

然气、液化石油气等冬季重点商品的

市场价格监管，对近期供应偏紧、价

格上涨较快的商品加大检查频次；加

强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价格

检查，严肃查处违规上调票价、价外

收费、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

行为；严肃查处餐饮、住宿、购物、观

光等环节不明码标价、不履行价格承

诺、虚假打折、虚假优惠、低标高结、

模糊标示价格附加条件等违法行为；

严厉打击景区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

指导价，通过违规设置“园中园”门

票、不同景区联票等形式变相提高门

票价格，不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等违

法违规行为；加强对社区团购、外卖、

网购平台等线上销售商品和服务的

价格监管，督促经营者完善价格促销

方案，依法查处哄抬价格、价格欺诈

等各类不正当价格行为；按照疫情防

控工作常态化要求和有关部署安排，

加强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市场

价格监管，加大对零售药店、商场超

市、交通场站等重点区域巡查检查力

度。

据介绍，市场监管部门成立了监

管专班，开展重点检查和随机抽查，

形成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有效震慑；统

筹运用政策宣传、提醒告诫、行政约

谈、巡查检查、行政处罚等多种监管

手段；注重发挥市场主体、相关部门、

行业组织和消费者的社会共治作用，

畅通 12315投诉举报热线，及时受理

消费者投诉举报，做好应急处置，为

广大群众创造公平有序的节日消费

环境。

强化沟通协作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贵阳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十六纪检监察组
与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召开专题会商会

□本报记者 吴文俊

贵州省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强民生领域价格监管
保障节日市场公平有序

廉洁自律守底线
提升能力促发展

巴中市土地储备中心召开2020年度收储工作总结会

2020年广西财政收入超2800亿元
民生支出 4943.95 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超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