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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 王雨萧）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26日介绍，2021
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约 1.1万亿元，为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办理缓缴税费 2162亿元，为
煤电和供热企业办理“减、退、缓”税 271亿
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力支持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恢复。

王道树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说，减税降费落实到位、成效明显，有
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1 年，全国新办

且发生过涉税行为的市场主体 1326万户，
同比增长 15.9%，两年平均增长 12.9%。市
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2021年底，全国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达 1238.1 万户，较 2020 年末
增加 110.9万户。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
自力介绍，2021年，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税收
优惠政策新增减税 2951亿元，企业提前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 3333亿
元，进一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增强企业创

新动能。此外，税务部门会同人社部门积
极落实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
率政策，全年新增降费 1504 亿元，有效减
轻了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办税缴费便利度也进一步提升。”国
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运说，2021年，全
国税务系统推出 10大类 100项便民办税缴
费举措，已全部落实落地。税务部门持续
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范围，实现 90%
的涉税事项、99%的纳税申报均可网上办

理，还实现了企业社保缴费“网上办”和个
人社保缴费“掌上办”。

蔡自力表示，2022年，国家部署实施组
合式规模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聚焦支持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发
展。税务部门将根据新出台的税费优惠
政策，进一步完善政策标签体系，精准筛
选符合优惠政策享受条件的纳税人缴费
人，及时精准推送，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
策不折不扣落地生根。

全国去年新增减税降费约1.1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 鲜康）1月 25日，“战疫情，助复
工”数字人民币主题活动在西安启动，面向社会
公众发放加载指定民生领域智能合约的数字
人民币红包补贴。

据悉，随着西安市降为低风险地区，各行各业
有序复工复产，美团联合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
业银行、邮储银行等数字人民币指定运营机构，
面向社会公众发放加载指定民生领域智能合约
的数字人民币红包补贴，助力全市加速复工复产。

此次活动时间为 1 月 25 日至 2 月 28 日，西安
市居民可通过美团 App 搜索“数字人民币”参与
活动，领取 10 元数字人民币红包、35 元民生消费
券包，在生鲜果蔬、日常用品、餐饮外卖、共享出
行等领域使用。

西安：数字人民币助复工

数字人民币红包补贴页面数字人民币红包补贴页面。。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 黄玥）中央文
明办、全国妇联、民政部 26日发布《弘扬美德传家
风 移风易俗树新风》倡议书。

倡议指出，广大家庭要传承尊老爱幼、夫妻和睦
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感悟红色家风，砥砺家国
情怀，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弘
扬家庭美德过和谐年。广大家庭要婚事新办，抵制
天价彩礼、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良风气，弘扬中
华孝道，传递正确的婚恋观，践行移风易俗过文明
年。广大家庭保持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不聚集
的好习惯，主动接种新冠疫苗和疫苗加强针，不举办
大规模人员聚集性活动，遵守防疫规定过健康年。

倡议强调，文明家庭、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等家
庭典型要带头树文明新风，在弘扬家庭美德、践行移
风易俗方面作表率，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
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三部门发出倡议

弘扬家庭美德过和谐年

本报讯（辛轩）1月26日召开的西安市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透露，西
安市把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有机结合，融疫情防控
于生产全过程，不得随意增加复工复产前置条件，提
高复工复产门槛。

据了解，西安市发改委研究制定了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有关文件，将很快公布。文
件明确了工业、建筑业、商贸服务业、文化旅游业、
运输物流行业以及重点项目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的措施要求，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和市
级各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开展送政策、送服务、送保
障活动，主动上门帮助制定恢复生产措施，积极协
调解决复工企业、重点项目建设中涉及人员返岗、
物资运输、车辆通行等问题。鼓励生活保障类企业
加大上门服务力度，丰富线上消费供给，让群众少
跑路。鼓励企业春节期间不停工、不停产。同时，
出台经济恢复发展政策措施，加速补齐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补短板，加强春节期间运行保障。

西安：不得随意增加
复工复产前置条件

广大职工朋友们：
又是一年春来到，国泰民

安万象新。值此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陕西省总工会谨向全
省广大职工群众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过去的一年，注定是难忘
的一年。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入人心，紧
跟共产党、奋进新征程，我们
自信而豪迈。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再接再厉，谱写陕西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的重要指示，
鼓舞人心，给人力量。精彩圆
满举办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一个充满文化魅力、美丽开放
的陕西形象大放光彩，令人自
豪，意气风发。疫情防控阻击
战歼灭战牵动人心，全民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最美逆行
者”无私奉献，爱心人士“八方
支援”，寒冬温暖，感念之至。
这一年，难忘的事还有很多很
多，汇聚到一起，就是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身处伟大的新时
代，我们奋斗着、奔跑着、幸福
着，用汗水和智慧浇灌理想、
成就梦想。

过去的一年，是陕西工会
事业改革创新的一年。一年
来，全省各级工会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
省委和全总的工作部署和要
求，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强化初
心使命，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活动中引导广大职工听党话、
跟党走，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深化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做好职
工维权服务，在全面从严治党中锤炼“勤快严
实精细廉”作风。我们发放劳模证、劳模之家
光荣牌和劳动证，建设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
学院，开展“温暖速递”和“职工家庭读书会”
活动，组织工会干部赴基层蹲点和“进车间当
工人、拜师傅悟初心”等创新工作，彰显了陕
西工会与时俱进、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伟大复兴中国梦，奏响奋斗最强音。在
新的一年里，希望全省广大职工永葆政治本
色，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
护”，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新劳动，为奋力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建功立业。特别
在疫情防控趋于相对稳定的良好形势下，我
们要充分发挥好经济建设主力军的独特作
用，让机器转起来、工人忙起来、工会动起
来。全省各级工会要始终站在职工中间，替
职工说话，为职工办事，踔厉奋发，主动作为，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一起向未来，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衷心祝愿全省广大职工虎年虎虎生威，
事业好，家庭好，身体好！

陕西省总工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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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在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西安阎良生产基地，工人在总装车间查看即将交付的机械设备。
西安本轮疫情发生后，该公司员工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坚守岗位持续生产，确保铁路建设所

需设备按时交付。 张博文 摄

“太想念家乡的味道了，我就在网
上买了好几包擀面皮和豆花泡馍。”现
在深圳的宝鸡人庄厚汀说。1月 25日，
据宝鸡市商务局统计，自 1月初网上年
货大集开始以来，全市电商发出快递
722276件，擀面皮、臊子面、豆花泡馍、
醋粉、西凤酒、猕猴桃、苹果等宝鸡特
色产品成为年货节上的“宠儿”。

大集开市火爆 特色产品热销
1月初开始，市商务局联合市供销

联社、县区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组织市
电商直播协会、市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市擀面皮产业发展促进会及全市 150
多家企业、320多个网店、210多个直播
间，在京东、淘宝、扶贫 832平台、饿了

么、抖音、快手等直播网销平台，集中开
展“2022年宝鸡市产业直播年货大集”
活动。截至 1月 24日，全市电商已发出
快递 72万余件，发货量逐日递增，1月
19日最高达到 41634单。其中，宝鸡擀
面皮线上销售日均发货量 65 万份，臊
子面、豆花泡馍、醋粉、米线等小吃日均
发货 5万份。陕西西凤酒电子商务公
司相关负责人称，截至 1月 24日，西凤
酒的省外网销已达 2300 余万元；秦圣
擀面皮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日均
销售 2000多单，日均销售额 6万余元。

春节不打烊 年货继续卖
此外，各县区也在线上同步开展

了各类直播促销带货活动。岐山县

2022 年电商直播年货节，组织评选了
“最受欢迎十佳产品”“最具人气十佳
主播”，并邀请县领导做客直播间，推
介岐山名优特产；麟游县线上年货节，
组织 20 位主播围绕麟游县土蜂蜜、
血条面、胡麻油、荞麦面等农特产品
开展促销活动，将优质的麟游农产
品年货销售到全国各地；凤县年货主
播大集活动，组织 6 位主播将农家土
猪肉、木耳、蜂蜜、花椒等农特产品推
荐给全国观众。同时，举办工业品下
乡活动，丰富年货大集内容。

据悉，此次年货大集将持续到 2月
7 日，春节不打烊，有需要的市民可直
接下单。 （王玲）

宝鸡特产网销全国
网上年货大集已发出快递72万余件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中小学
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
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
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建立
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是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保证党的教
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小学校
得到贯彻落实的必然要求。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本意见精神，加强组织领导
和工作指导，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
好。要在深入总结试点工作基础上，健
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的体制
机制，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方向、管大
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
导职责。要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
重要内容，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党
员队伍建设，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学校教
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把思想政治

工作抓在手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抓好学生德育工作，把弘扬
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刻融入学校
教育，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
义的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
分类指导、分步实施，针对不同类型、不
同规模的学校，在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
备、工作准备的前提下，成熟一个调整一
个，推动改革落到实处。贯彻落实中的
重要事项，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中办印发《意见》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1月 26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同英
中贸协、英国中国商会在伦敦举办的“破
冰者”2022 新春庆祝活动致贺电。

习近平指出，上世纪 50 年代，以杰
克·佩里先生为代表的英国企业家开启

“破冰之旅”，打破了西方对华贸易的坚

冰。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50
周年，回首过去，我们不会忘记为中英关
系发展作出历史贡献的老一辈友人。展
望未来，希望两国有识之士和工商界代
表秉持“破冰精神”，不断拓展互利合作，
赋予中英友好新的时代内涵，更好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
“破冰者”2022新春庆祝活动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