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0日，木凉镇玉岩铺村蓝博源果蔬种植家庭农场
热闹不已，2019年中国重庆乡村旅游十二金钗大观园旅游
文化节之木凉镇第九届采梨节在这里拉开帷幕。

当天，现场还进行了“梨王争霸”“囫囵吞梨”“运动
有梨”等互动活动。

见习记者 韦其邑/文 记者 任前蔚/图

图①：8月10日，吃梨比赛吸引游客踊跃参与。
图②：8月10日，游客体验采摘的乐趣。
图③：8月10日，游客品尝巨大的梨子。木凉圆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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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8月 5日，记者从区
税务局获悉，国家税务总局新修订出台的《纳税

服务投诉管理办法》8月 1日起实施。新办法将

进一步提高监督投诉质效，更好维护纳税人、缴
费人合法权益。

据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副科长韦娟介绍，此
次修订出台的新办法将缴费人纳入纳税服务投

诉人的范畴，扩大了纳税服务投诉范围，投诉边

界更清晰；拓宽投诉渠道，主体权责更明确；规范
受理流程，办理时限再压缩；建立快速处理机制，

投诉处理更高效。

纳税服务投诉范围更加明确
新办法明确，纳税人投诉范围包括纳税人对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服务言行、服务质效以及税务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职责过程中

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的其他投诉。
其中，对服务言行的投诉，是指纳税人认为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职责过程中

服务用语不符合文明服务规范要求和行为举止
不符合文明服务规范要求的投诉。

对服务质效的投诉，是指纳税人认为税务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职责过程中未

能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而进行的投诉。具体包
括：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准确掌握税收法律

法规等相关规定，导致纳税人应享受未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的；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落

实首问责任、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办税公开等
纳税服务制度的；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按办

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服务承诺办理涉税业务的；

税务机关未能向纳税人提供便利化办税渠道的；
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擅自要求纳税人提供规

定以外资料的；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
强制要求纳税人出具涉税鉴证报告，违背纳税人

意愿强制代理、指定代理的。

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其他投诉，是指纳税
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

职责过程中未依法执行税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

定，侵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其他投诉。

纳税服务投诉以实名提出
据了解，新办法中，纳税人进行纳税服务

投诉可以通过网络、电话、信函或者当面等方

式提出。
韦娟介绍，网上投诉为纳税人登录重庆市税

务局网站或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的互动交流板块

提 出 投 诉 ，也 可 拨 打 纳 税 服 务 投 诉 电 话
71423039、71630365或者纳税服务热线 12366进
行投诉，纳税人还可邮寄信函或者当面至重庆市

南川区南大街 80号，区税务局纳税服务部门提

出投诉。
据了解，纳税人进行纳税服务投诉原则上

以实名提出，区税务局将建立纳税服务投诉事

项登记制度，对投诉时间、投诉人的姓名（名

称）、有效联系方式、被投诉单位名称或者被投
诉个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所属单位、投诉请求、主

要事实、理由、受理情况以及办理结果等有关内

容进行记录。
纳税人通过电话或者当面方式提出投诉的，

区税务局将在告知纳税人的情况下对投诉内容
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建立快速处理机制 办理时限再压缩
为最大程度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新办法中

建立了快速处理机制，针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未准确掌握税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导致纳

税人应享受未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自然人纳税

人提出的个人所得税服务投诉；自然人缴费人提
出的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缴服务投诉；涉及

其他重大政策落实的服务投诉，税务机关将快速
处理，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办结。

同时，新办法还压缩了处理时限，一是将各
类办理时限全部压缩了 50%：受理审查环节由 2
个工作日压缩为 1个工作日，服务质效、权益保

护类投诉的办理时限从 20个工作日压缩到 10
个工作日，服务言行类投诉的办理时限将原来

的服务态度类的 10个工作日压缩至 5个工作

日；二是细化了投诉的简易程序，对现场投诉、

一定时期内集中发生的同一投诉事项且已有明
确处理意见的，采取即时办结，进一步提速投诉

处理。

纳税服务投诉更高效
投诉办理时限全部压缩一半

本报讯（记者 胡溢）8月5日上午9时许，重庆市交通
行政执法总队高三支一大队执法人员接到报警称，一辆轻
型蓝牌货车在渝湘高速东胜通往水江的道路上发生侧翻，
执法队员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看到，货车横在行车道和应急车
道上，车子底部朝来车方向，一车的桃子散落在高速公路
上。执法人员立即在车辆后方摆放警示标志，并封闭了应

急车道和行车道，留超车道通行。
驾驶员称，自己和丈夫拉着桃子，准备从南川城区开

往水江。没想到行驶途中，货车突然爆胎，于是她不停轻
踩刹车，但由于方向没控制好，货车发生侧翻。由于当时
车流量较大，为了尽快恢复道路畅通，执法队员与夫妻俩
合力把货车推起来，并迅速换好备胎。同时，公路养护人

员迅速清理散落在路上的桃子。经查看，由于驾驶员处置
得当，没有造成路产损失，驾乘人员均无大碍。接受执法
人员的安全教育后，驾驶员驾驶车辆离开高速公路。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驾驶员，随着气温升高，道路上行驶
的机动车容易发生爆胎，大家在开车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辆
状况和胎压。同时，应注意给车辆加水，保证刹车状态良好，
切勿超载和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辆运行情况，避免车辆发
生自燃起火。如遇车辆在高速行驶时发生爆胎，千万不要乱
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把稳方向盘，将车辆慢慢滑行至路肩

或紧急停车带里，待车辆停稳后在后方设置警告标志并报警。

车辆高速路爆胎侧翻
处置得当人员无大碍

执法人员提醒：夏季出行应提前检查车况

本报讯（记者 胡溢）8月1日，记者从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区整治违法建筑 10.4万平方米，

拆除新增违法建筑3.85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我区进一步强化日常巡查，健全全区两级

网格化管理，明确网格人员工作内容、责任、奖罚措施，做
到规矩先行，履行职责有目标、问责有依据。在巡查中，我
区借助无人机航拍取证，提高巡查成效。今年上半年，全

区组织巡查450次，及时制止违法行为203起。
同时，大力开展强拆工作，充分用好拆违促拆迁手段，

采取督促自拆、分散强拆与集中强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重点项目区域内专项整治行动，积极推进物流园区、工业
园区、城市建设储备地等重点项目内违建查处工作，保障

项目顺利开展。

针对新城区物业小区违法建筑突出的情况，区指挥办
和西城街道加强与各物业单位沟通联系，有序展开查违拆

违工作。目前，共计办理小区违法建筑案件113户1965平
方米，较好遏制了违法建筑建设势头。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下半年，指挥办将继续开展小区
拆违行动，并强化景区、耕地、河道等区域违法建筑整治活

动，严格防控，确保违法建筑零增长。

我区上半年拆除
新增违法建筑3.85万平方米

工作人员对鸟巢海湾小区在建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记者 任前蔚 摄

（上接第一版）
区市政环境卫生管理所副所长周云刚介绍，在城区，

400余名环卫工人每天清扫垃圾600余车。

在炎热天气里，区城管局为环卫工人准备了板蓝根、
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药品，室外温度达到 38℃以上
后，会挨个给大家送水。

冲 路面一尘不染
8月6日下午，区市政环境卫生管理所冲洗科员工杨光

林，驾驶着冲洗车对博翔誉峰路段进行冲洗，路面被水冲

洗后变得干干净净。

“先用车冲洗，再人工边冲边扫。”杨光林说，城区的每
条道路都经过至少3次清扫。

目前，区市政环境卫生管理所有 14辆冲洗车，对城区

路段实行循环冲洗，保证每条道路干净整洁。
“现在只有3台新的冲洗车空调好点，其他老旧车辆就

算开空调，作业时也满头大汗。”杨光林介绍，“而且，冲洗
车的发动机就在驾驶室底下，冲洗加压时发动机转速提

高，驾驶室的温度可以达到50℃以上。”
不仅仅是城区，如果遇到乡镇暴雨致路面泥沙淤积、

路段粉尘严重，乡镇清理困难时，冲洗车还会到各个乡镇

支援。

管 严控路面撒漏
8月7日一早，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扬尘控制

组队员就开始对新城区的工地进行巡视，查看出入路口是

否干净，运输车辆轮胎是否带泥等。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西城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余东介绍，为了控制渣土车辆撒漏，西城执法大队的执
法队员除了每天巡视，还在白腊口、北师大南川附校等地

设点查处脏车入城，严格控制扬尘污染。
对建筑施工渣土车辆，区城管局严格监管，从车身、车

轮、挡泥板、冒装等方面进行严格检查，在各施工工地加装
摄像设备随时进行监控，要求各施工工地必须完善冲洗设

施、沉沙设施、降尘设施后方可运输，从源头上杜绝脏车入
城，污染城市道路。同时，在城区三个入城口，设立脏车入
城警示标志，加强对机动车脏车入城的查处。

“我们加强与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局、区交通局、区

住建委等联动，把部门扬尘控制与大众参与结合，共同保

卫蓝天。”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汪钢说。
2019年以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计查处未

保持工地周边环境清洁16起，未按批准时间、线路清运建筑

垃圾5起，在城市道路设施上撒漏固体物质26起，未保持车身

清洁“脏车入城”19起，随意倾倒建筑垃圾8起，未办理《重庆
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证》运输建筑垃圾3起，处罚款67900元。

讲“面子”重“里子”

救助政策

医疗救助

条 件

城 乡 低
保对象；特困

人员；城乡孤
儿；在乡重点

优抚对象（不
含 1—6 级残

疾军人）；城
乡重度（一、

二级）残疾人
员；民政部门

建档的其他
特困人员；因

病致贫家庭

重病患者。

政 策

1.全额资助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2.普通疾病救助。普通疾病门诊医疗救助。对特困人员以及城乡低保对象中的80岁以上老年人和需院外维持治疗的重残重

病人员，每年400元的限额门诊救助，其医疗费用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属于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的自付门诊费用，在救助限额标准
内给予全额救助，救助资金当年有效，不结转使用。对限额门诊救助对象以外的城乡低保对象和城乡孤儿、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其

医疗费用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属于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的自付门诊费用，按60%的比例给予救助。年门诊救助封顶线300元。
普通疾病住院医疗救助。救助对象患普通疾病在全市民政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其医疗费用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属于医

疗保险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对重点救助对象（含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城乡孤儿）在一级、二级医疗机构按80%的比
例，在三级医疗机构按70%的比例给予救助；其他救助对象在一级、二级医疗机构按70%的比例，在三级医疗机构按60%的比例

给予救助，年救助封顶线6000元。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险“一站式”同步结算。
3.重大疾病医疗救助。一是特殊病种医疗救助。按照全市统一规定，将26类疾病（89个病种）纳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救

助对象患病符合相应病种在全市民政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其医疗费用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属于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
用，重点救助对象按70%的比例给予救助，其他救助对象按60%的比例给予救助，年救助封顶线10万元。二是大额费用医疗救

助。在二级及以上民政定点医疗机构一次住院治疗费用（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超过3万元，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属于医疗保

险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按特殊病种的救助比例给予救助，年救助封顶线6万元。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险“一站式”同步结算。

南川区脱贫攻坚政策

（上接第一版）
据区交通局规建科科长郝勇介绍，2018年以

来，我区对县乡道公路、通村干线和高速公路、园

区、景区等连接线路进行提档升级，从2018年以

来，已经升级改造 200余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地
方经济发展。

通村通畅
“山旮旯成宝地”

南城街道石林社区 7组的犹明选在当地出

了名的好客，这几天一有客人来，他立马带着
客人去参观他的鱼塘。“我这个鱼塘水质好得
很……”犹明选十分“显摆”，还在鱼塘边摆了三

个石雕，“我要在两边种绿化树，再在桥上建个亭

子，以后客人来钓鱼、喝茶才安逸。”……

犹明选对未来的憧憬源自村里道路的改

变。去年，石林社区郑家碥—卢井—崔家岩的通
村公路修通，5公里的水泥路不仅便利了该村 7
组、8组、9组村民的出行，也为村里的产业发展

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这里山好，水好，路没通的时候就是山

旮旯，有很多人来考察过，都因为路不通打了退
堂鼓。”犹明选说，现在路通了，山旮旯变成了风
水宝地，不仅来“谈投资”的业主多了，村民自己

想搞农家乐的也多了。

石林社区这条通村路只是我区通村通畅工程
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我区下达通村通畅工程建

设计划1300余公里，极大改善了农村交通面貌。

通社通达
“布鞋出门不湿脚”

8月 1日，南城街道石林社区的犹元楷将院
坝打扫得干干净净，和邻居在院里拉起了家常。

“娃儿喊我去城头，我才不去哟，现在的农村哪里

不如城头嘛，交通恁个方便！”

犹元楷住的这个院子叫巷子坝，10几户人

家，家家都是两楼小洋房。院子干净整洁，离通

村公路不足 100米。出门不湿脚的新生活也是
从去年底开始的，“去年4.5米宽的水泥路通到了
村，随后 3.5米宽的水泥路就通到了院坝。”犹元

楷说，现在穿布鞋赶场都不湿脚了。
鸣玉镇文化社区的村民对入户路的建设感

受深刻，该社区一直以发展蔬菜为主要产业，收
运蔬菜都得靠车，车辆入户却是个大问题。去
年，该镇对文化社区部分院坝实施了“户户通”，

修建3.5米宽的水泥路将院坝和通村公路连接起

来。“道路户户通，三轮车随时可以进出，方便得
多。”村民向小平说，有城里的亲戚来家里玩，小

车也可以直接开到院坝中。而今年，该社区将有
更多村民享受到户户通，“等包谷收了后，我们将

全面铺开入户公路的建设。”文化社区党支部书

记严群英说。

“距离通村公路200米范围内，受益群众6户
以上，我们就会以 3.5米宽的标准硬化到院坝。”
规建科工作人员程仕云说，这一举措打通了农村

公路建设的最后一百米，也真正让群众实现了出

门不湿脚的愿望。

从 6.5米宽的干线公路到 4.5米宽的通村路

再到3.5米宽的入户路，我区不断健全、优化农村
路网结构，全区 184个行政村通畅率达到 100%，
1226个村民小组实现 100%通达，885个村民小

组实现通畅，到 2020年，将实现村民小组 100%
通畅目标。

通畅通达通民心

拆违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