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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 5 月 14 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研究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是好的，同
时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
艰巨繁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
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确保完成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内防反弹工
作。黑龙江、吉林等近期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地区要有针
对性加强防控措施。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加强和完善
社区防控，做好核酸检测排查等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武汉联络组要加强指导和督促。北京市要加强全国

“两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要指导学校细化复学防控方
案，保障师生安全和健康。要有针对性强化医疗机构感
染防控措施，健全陪护和探视管理，有序恢复正常诊疗秩
序，切实防范院内感染。

会议要求，要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各地要认真汲取近期发生聚集性疫情地区的教训，举一
反三，对本地防控漏洞再排查、对防控重点再加固、对防
控要求再落实，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对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不力的，要严肃处理。要针对夏季天气特点
完善防控要求，教育引导群众科学防护。

会议强调，要针对境外疫情的新情况新趋势，采取更
加灵活管用的措施，强化外防输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要持续做好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工作，加强
边境地区、口岸城市卫生检疫和隔离观察救治能力建
设。要继续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
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
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
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
品保障能力。

会议强调，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
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
接断点，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
协同复工达产。要加快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和生活服务
业恢复到正常水平，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
循环。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5月14日，记
者从省政府办公厅与青海省税务局共
同召开的“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优化办税
缴税服务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一季度我省已累计实现
减税降费27.5亿元，为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减税红利全面覆盖
据了解，为全面促进企业复工复

产、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支持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一系列税费优惠
政策相继出台。这些政策不仅涉及税
费多、受益主体广，更有效调动了社会
各方资源，减轻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对稳定就业、帮扶市场主体渡过困难期
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据收入
核算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实
现减税降费27.5亿元。其中，新出台支
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
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 7.4 亿元；2019 年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2020年继续
实施形成的减税降费20.1亿元。

全省经济发展向好
受到减税降费政策减收和疫情带

来税基减少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前4个
月，全省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完成
137.55亿元（已扣出口退税），同比下降
9.39%。随着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效应
的不断显现，全省企业复产复销逐周向
好，一季度末，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收入
已接近去年可比水平的96.59%，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销售收入已接近去年
可比水平的 99.9%，住宿和餐饮业销售
收入已接近去年可比水平的80.08%，房
地产业销售收入已接近去年可比水平
的 86.2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销售收
入已接近去年可比水平的77.58%，预计
二季度税收收入降幅将会较一季度明
显收窄。

创新服务助力发展
同时，我省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

税缴费服务，推出网上办、融合办、容缺
办、预约办等多元化的“硬核”服务举
措，截至4月底，我省各税（费）种累计申
报 146 万户次，其中通过“非接触
式”申报有 134 万户次，比率达到
93%。此外，在发票领用方面我省
的“非接触式”办理的比例已达89%

以上，全省主要涉税事项网上办税比例
从2019年的60%提升到86%。通过与银
保监部门推进“银税互动”服务，为小微
企业抵押担保提供了有力保障，仅一季
度就已向1314家企业投放“银税互动”
贷款48.48亿元，有效解决了信用良好企
业的“燃眉之急”。

下一阶段，我省将以电子税务局为
基础，通过智慧税务中心建设，全力推
进青海智慧税务平台，让“非接触式”服
务成为主流。以“银税互动”等产品为
载体，把“银税互动”作为服务实体经
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有力抓手，健
全完善税收大数据资源的采集加工、共
享交换、分析应用、安全防护等管理机
制，实现各层级、前后台、系统间、内外
部数据的互联互通和集成聚合，为我省
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更多技术支持。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5月14日，记者从我省召开的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业务培训视频会议上获悉，今年，我
省确定改造450个城镇老旧小区，涉及居民5万多户，发
放住房租赁补贴8467户。近期我省还出台了《青海省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对全省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准
入、分配、退出和运营及住房租赁补贴的发放管理等作了
明确界定，有力促进全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为进一步提高公租房运营管理水平，全力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5 月 13 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州
（市）、县（市、区、行委）举办了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业务
培训视频会议。现场通过授课课件，重点对新修订的

《青海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以及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相关政策及计划任务安排情况进行解读，对2020
年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举办此次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业务视频培训班，是我省进一步提高
公租房运营管理水平，全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的重要举措，旨在帮助大家进一步熟悉掌握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和租赁补贴发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政策，
理清工作思路，增强工作能力，切实促进各项工作。

保障性安居工程既是加快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提升
城市内涵品质的重大举措，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
盼。下一步，全省各级相关部门将严格把握老旧小区改
造范围、内容和标准，多措并举，建立改造工作统筹协调
机制和改造资金共担机制，注重发挥街道、社区和小区居
民的积极作用，简化项目审批手续，强化监督管理，全力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依据《青海省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制定完善公共租赁住房和住房
租赁补贴准入标准和具体管理措施，强化动态管理，做好
现有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和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
不断增强城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啸宇）年初以来，我市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盯前
期、促开工、抓重点、抢进度，明确年度
任务目标，精准施策助力企业复工达
产，不折不扣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全市
重大项目开复工的态势得到不断巩固
和拓展。截至目前，全市120项重点建
设项目，已开复工 80 项，开复工率达
67%。各项目建设充分发力，确保全市
扩大有效投资。

据悉，今年以来虽然受到疫情影
响，但我市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市发展
改革委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重点项目，
确保疫情防控和重点建设项目“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对重点项目逐项
对接落实，合理调整施工进度，确保垃

圾焚烧发电、大河滩水库、多巴湖湿地
城市公园等重点前期项目顺利推进。
在此基础上全市确定了涉及农牧水利、
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商贸流通、生态环
保等八个方面的 2020 年实施的重点建
设项目120项。市发展改革委加大多部
门协调联动，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
障，全力加快这些重点建设进度，确保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目前，全市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基
础设施项目中，缓堵保畅昆仑路快速化
等项目加速实施，海湖路与昆仑路
跨线桥项目已完成管线迁改等，正
在全力推进，群星路下穿工程也全
面进行了桩基施工、管线迁移等；生
态环保项目中，西宁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建设目前临时施工道路等
已完成；民生领域项目中，西宁市群众
文化艺术活动交流中心项目已主体结构
封顶，明远学校、第一人民医院北川分院
等项目加快实施；商贸流通项目中，青海
国际会展中心项目进入主体建设，目前
项目酒店区完成钢结构吊装，会展区正
在进行东、中、西展厅基础施工等专业招
标的前期准备，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的建
成将填补我省高端综合会展领域空白，
打造我省对外开放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 芳旭）水鸟云集、鱼
翔浅底，有着“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
湖，这样的美景随处可见，向人们展示
着动人的自然之美。为了将青海湖打
造成为中国最美湖泊国家公园，今年，
我省将全面启动实施国家公园示范省
建设三年行动，从“旅游安全、市场监
管、综合整治、厕所革命、智慧景区建
设”等方面提高景区服务质量，维护好
青海湖“大美净好”的靓丽名片，力争到
2022年正式设立青海湖国家公园。

去年以来，我省坚持生态保护优
先，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青海湖水

体面积达到 4549.38 平方公里，与 2018
年相比扩大了 20.08 平方公里；濒危物
种普氏原羚由 2004 年的 257 只增加到
2700余只；青海湖裸鲤资源量由2002年
的 2592 吨增长到 9.3 万吨，增长 35.87
倍。目前，青海湖湿地包括湖体、沼泽
湿地、湖滨湿地、季节性漫滩、盐碱及沼
泽、淡水湖泊、河口湿地，面积为53600
公顷。

为了让青海湖焕发最美的容
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今年，
我省印发《青海国家公园示范省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 年—2022

年）》，提出“规划青海湖、昆仑山国家公
园，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构建起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基本框架”。青海湖景区管理局制定了

《计划方案》，确立了“2020 年编制完成
《总体规划》，2021年开展青海湖国家公
园申报工作，2022年正式设立青海湖国
家公园”的三年计划目标，将把青海湖建
设成为具有自然之美、和谐之美、人文之
美的中国最美湖泊国家公园。

为了全力推进青海湖国家公园建
设，今年被确定为“国家公园申报启动
年”。青海湖景区管理局将全面参与国
家公园建设“六大行动”，梳理青海湖生
态旅游资源，利用青海湖生态资源优
势，为国家公园开展环境教育做好基础
性工作。另外，以加强青海湖景地共建
为目标，发挥青海湖景区在全域旅游中
的核心吸引和服务支撑作用，将打造规
模化、特色化的青海湖服务基地，做好
乡村旅游资金帮扶和培训服务，引导群
众依托农牧业资源，开展旅游服务业，
使之成为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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