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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地税
倾情服务纳税人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今
年以来，金堂地税始终坚持以
纳税人需求为导向，以“规范、
便捷、高效”为服务标杆，致力
解决纳税人最关心的问题.据
了解，该局严格落实《纳税服务
规范》和《征管规范》系列规范
性文件，让办税服务大厅、税务
管理所的服务规范和业务规范
落地，实现办税流程规范、简
化。同时，金堂地税还着力推
行“网厅、手机APP办税为主，
实体办税为辅”的办税新模
式。此外，营改增后，该局还深
化国地税联合办税，积极推广

“一窗一人”联合办税服务模
式，实现国地税业务一窗办理。

昨日起，邮政普通包裹服务资费有
了新的定价方式。由实行政府定价改
为政府指导价。企业可以在不超过国
家规定资费标准范围内，根据市场供求
竞争状况、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自主
来确定具体资费水平。

邮政普通包裹，单件重量不超过
10千克、且每立方分米重量不低于167
克。

如果消费者要邮递这样一个普通
包裹，根据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近期发
布的通知，昨日起资费体系结构将有所
变化。

一个调整是，简化计费区和资费
档。把原来全国216个计费区、86档资
费，简化调整为31个计费区和6个资费

档。要算自己寄这个包裹得花多少钱
变得容易了。

而另一个调整变化，就在这费用数
字上。过去，邮政普通包裹资费是由政
府定价，此次改为实行政府指导价、上
限管理。也就是说，价格可以有所浮
动，根据市场供求竞争状况、用户承受
能力等因素，邮政企业自主确定具体资
费水平。当然，浮动也不能超过国家规
定资费标准的范围。

这次调整后，邮政普通包裹资费怎
么浮动，会上还是会下，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

对于价格变动，相关通知中明确，
调整的原则是，保持资费总水平基本稳
定。 （央广）

基于数字经济对宏观经
济的巨大潜能，昨日，腾讯研
究院发布《中国互联网+数字
经济指数（2017）》，报告以腾
讯用户的数字经济行为数据
作为基础，汇集滴滴出行、美
团点评、京东、携程等互联网
公司的大数据，以指标形式，

精准刻画出国内数字经济发
展状况。其中，广东、北京、
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四川
等省市位居“互联网+数字经
济指数”榜单排名前十。

根据“互联网+指数报
告”显示，互联网+数字经济
指数每增长一个点，GDP 就

能增长 1406.02 亿元。截至
2016 年底，我国互联网+数
字 经 济 指 数 增 加 了 161.95
点，据此估算，2016 年全国
数字济总量达到了 22.77 万
亿元，占据全国GDP总量的
30.61%，数字经济对 GDP 的
拉动效应明显。

昨日，腾讯研究院
发布了《中国互联网+
数字经济指数（2017）》
报告，报告显示，2016
年全国数字经济总量占
全 国 GDP 总 量 的
30.61%，成为国民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
是对新增就业的带动，
还是对GDP的拉升，数
字经济都表现出强劲的
活力。值得一提的是，
成都数字经济指数首次
进入全国前五位，紧随
四大一线城市之后。其
中，互联网+交通出行
指数增长最大，越来越
多的成都市民选择共享
单车出行，甚至超过乘
坐地铁，成为成都人的
第二大出行方式。

■天府早报记者 王蕾

崇州地税税收宣传进景区

4月，正是列入成都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
有 300 多年历史的元通清
明春台会，活动期间吸引了
较多游客。崇州市地税局
借力这一契机，开展“税收
宣传进景区”活动取得良好
成效。

在活动宣传过程中，崇
州地税首先围绕纳税人关
注的“重难点”做宣传，比
如，普通纳税人关心的二手
房房屋易政策、契税政策、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
等。其次，崇州地税充分利
用“互联网+”思维，设计“鞍
前马后送政策“码不停蹄”

赢奖品活动，采用二维码的
形式，组建二维码政策矩
阵，通过邀请纳税人扫码学
习政策，阅读相关税收政策
后参与抽奖的形式，提升纳
税人的参与积极性和税收
宣传的趣味性。再次，崇州
地税不断强化与乡镇党委
政府的沟通联系，邀请社区
工作者加入税收宣传的行
列，税务干部与社区工作者
共同走进个体工商户中，广
泛宣传税收在增加地方财
政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和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王蕾）

在“互联网+数字经济”
的市级排行中，北京以25.90
点蝉联榜首，深圳、上海、广
州三个一线城市名次与2015
年相比保持不变，分列2—4
位。成都排名提升1位，首次
进入前5位，显示出西部中心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
力。

数据显示，成都去年产
业 分 指 数 较 2015 年 增 长
280.28%。其中医疗和交通
物流行业的数字产出增长
尤为突出，超全国平均水

平。成都在全国医疗行业
分指数排名由2015年的第7
位上升至2016年的第6位，
交通物流行业在全国位列
第 3 位，较去年提升 4 个位
次，是成都排名变化最大的
行业。

四川数字经济指数位列榜单前十

成都 医疗和交通数字产出增长突出

而更多的成都市民也切
身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
红利，尤其是在交通出行方
面，以共享单车为例，自从去
年 10 月份共享单车正式进
驻成都，短短半年时间，成都
市民每天骑摩拜单车的人数
已经达到 260 万人次，而成
都地铁一天的载客量则是
240万人次。

“自2016年 11月中旬共
享单车进入成都以来，发展
迅速，特别是今年入春以后，
随着天气转暖，共享单车更
是呈井喷式发展。”此前，成
都市交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4月15日，成
都共享单车总量已超过50万
辆，注册用户数超过460万，
累计服务超1亿人次，近期日

均骑行量已超过300万人次，
单车日均骑行次数超过6次。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
传统的大家脑袋里想的公共
交通方式，一个是公交巴士，
一个是地铁，在成都，共享单
车成为三个公共交通方式之
一，而且在每一天的载客量上
已经超过了地铁，成为了第
二名。

单车已成成都第二大出行方式

邮政普通包裹由企业自主定价

成都数字经济指数跃升至全国第五位

共享单车已成成都人第二大出行方式

2016 年全国数字经
济总量占全国GDP总
量的 30.61%，成为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30.61%

在数字经济领域内，产
业分指数去年快速增长，总
体增速达到190.78%，是互联
网+数字经济中增长最快
的。在细分行业中，医疗健
康、交通物流、教育行业增幅
居 前 ，分 别 达 到 397.61% 、
307.77%、304.88%。其中，增
速最快的文化娱乐、医疗、交
通物流、教育、餐饮住宿等行
业都属于消费升级的主要对
象。

这些行业的高增速实
际上反映出社会整体对于

消 费 升 级 产 品 的 强 烈 需
求。其中文化娱乐行业增
速最快，究其原因，这一方
面是因为影视、音乐、文学、
电子竞技等文化娱乐内容
数字化门槛较低，与云、移
动互联等信息技术可以快
速结合；另一方面，文化娱
乐产品制作周期短、供给弹
性大。相比之下，医疗、教
育等行业的数字需求虽然
较高，但供给端受到线下
资源的约束，增速受到限
制。

而商业服务、生活服
务、零售等行业增速排名靠
后 ，虽 然 也 分 别 取 得
160.76%、148.00%、101.89%的
高速增长，但在产业分指数
整体超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表现并不突出。究其原因，
金融行业监管政策较为严
格，对新技术应用态度较为
谨慎；生活服务等行业进入
常态化发展轨道，越来越多
走入线下实体；零售发展时
间最长，也最为成熟，增速
较为温和。

消费升级行业增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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