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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巫山县巫峡镇文峰村，碧绿的大宁河
水从山脚淌过。

山坡上，一株株红叶灌木陆续抽出新
芽。

3月22日一大早，护林工人黄龙斌就
在丛林里忙活开了。他小心翼翼地修剪

掉枯败的枝条，查看有无虫害发生，又将
几株倒伏的新苗扶正，把土踩实。

“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坡，不少地方山
石裸露，连草都不生。这些年新栽的红叶
树逐渐成林，也带动了村里的旅游发展，
来看红叶的游客特别多。”黄龙斌身后，郁
郁葱葱的林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年多来，重庆围绕“两岸青山·千里

林带”建设，在长江沿线种下了一片片生
态林、产业林，实现绿化与美化、增绿与增
收的有机融合。

适地适树
为两岸披绿

红叶是巫山的“生态宝贝”。早在
2020年，“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正式
启动之前，我市已在巫山进行试点，在长
江、大宁河沿线大力开展红叶保护和补植。

结合国土绿化提升，文峰村在坡上栽
种了黄栌、女贞等乡土苗。可黄栌红叶长
势不好，零零散散不成规模。

“山上土壤贫瘠，一般的树木很难生
长。”黄龙斌说。

他和工友们便在陡峭的山石中凿出
一个个大坑，填上营养土，再种下红叶。
他们先后完成1.2万亩红叶树林的补植，
消灭了断档和“天窗”，丰富了红叶品种，
在大宁河沿线营造了一片红叶景观林。

据了解，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
设中，我市预计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
315万亩，主要解决长江等大江大河重庆
段两岸水土流失难治理、城乡生态修复困
难多、生态屏障功能仍然脆弱等突出问
题。

今年，我市就将完成50万亩营造林
建设任务。 （下转2版）

一年多来，重庆在长江沿线种下了一片片生态林、产业林，
实现绿化与美化、增绿与增收的有机融合——

因地制宜种树 长江两岸更美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4月

1日是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
策实施首日，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和制造业等6个行业纳税人的存
量增量留抵税额退税等业务正式
启动办理。记者了解到，铜梁区已
有不少企业向税务部门提交了退
税申请，享受国家的退税“大礼
包”。

位于铜梁高新区的重庆会通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生产塑
料及高分子改性新材料的科技型
企业。4月1日上午，铜梁区税务
局蒲吕税务所工作人员前往该公
司辅导留抵退税申报，为公司财务
负责人刘顺现场演示电子税务局
退抵税费申请操作流程。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还有560
万元的留抵税额。在新政推出之
前，企业至少要在今年7至8月才
能申请退税，而且只能按照进项构
成比例的60%办理退税。新政的
实施，不仅大大缩短了退税期限，
退税比例也有所增加。

“按照新政策，我们有220万
元存量留抵税额将在7月后退还，
340万元的增量留抵税额可在4
月退还。”刘顺表示，企业新建厂房
已在近期投产，留抵退税新政缓解
了因修建厂房产生的资金压力。
企业不仅有更充裕的流动资金用
于扩大经营规模，也有更多资金推
进生产线研发创新，以及车间数字
化、自动化转型升级。

此外，如果后续满足条件，企
业还能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
额，直接增加了每月现金流，大大
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下转2版）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正式实施

铜梁多措并举助纳税人享红利

本报讯 （记者 周雨）3月
29日，荣昌区举行2022年一季度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云签约”活动，
共签约重点项目38个，合同投资
金额268.5亿元，招商引资工作实
现“开门红”。

此次签约项目具有“创新能力
强、发展潜力大、技术含量高、市场
前景好”的特点。多数签约项目在
相关领域具有引领作用。

一产方面，四川泥腿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国家区域性生
猪种业创新基地核心区和示范区
项目，对叠加荣昌猪产业厚度、加
快荣昌农牧高新产业发展具有积

极作用。
二产方面，四川大学联合中关

村转化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新型移动式微剂量医用CBS-CT
机生产项目、东莞智联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安防监控和电子
视窗特种玻璃研发生产项目，对优
化荣昌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具有
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产方面，主板上市企业传化
智联股份公司投资25亿元建设物
流总部基地、立体智能仓储及商业
配套服务中心项目，对补齐荣昌物
流短板、丰富产业版图、赋能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荣昌“云签约”38个招商引资项目
合同投资金额268.5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彭瑜 实习
生 苏东梅）3月31日，忠县2022
年第一季度15个重大项目暨招商
项目开工，总投资约100亿元。项
目涵盖工业、农业、商贸、交通、水
利、环保等多个领域，无论是单体
规模还是结构功能，都体现了“优
化结构促转型、提档升级补短板”
的内在要求，成为忠县实现一季度

“开门稳”“开门红”的有力抓手。
据了解，这些项目中有两个项

目总投资分别达15亿元。一个是

高端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扩能
项目，拟在忠县建设生产厂房约4
万平方米，投产后将实现年产10
万吨高端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
产能。另一个是粮食加工仓储及
包装饮用水生产项目，该项目是忠
县2021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将
建设金沙河面业川渝总部基地，包
括10万吨粮食筒仓，日处理3000
吨小麦制粉车间，日产1000吨挂
面生产车间，年产35万吨饮用水
车间，农产品深加工车间等。

忠县第一季度15个项目开工
总投资近100亿元

□本报记者 张莎

又是一年清明时。网上寄哀思，鲜花
送亲人，越来越多重庆市民通过文明祭祀
的方式追思先辈、祭奠逝者，为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和践行文明祭扫新风尚贡献力量。

祭扫重在心，网络寄哀思
“在网上为已故的外婆上香、点烛，寄托

哀思，不失为一种好方法。”4月3日，市民张
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家人分散在
外地，虽然因疫情防控不能回渝祭扫，但
云祭祀让家人们有了寄托哀思的空间。

张先生说，在清明节前，他就在“孝爱
之家网”为外婆创建了一个“纪念馆”，并
将所有亲人都拉进来，让他们随时可以进
入外婆的“网上公墓”缅怀祭拜。他说，有

了这个纪念馆，亲人们不用亲自到墓地也
能表达自己的追思之情，既响应疫情防控
要求，又方便环保。

“进入网站，市民可为逝去的亲人和朋
友免费注册网上公墓和纪念馆，编辑逝者
生平事迹、相片、视频，发布纪念文章，以点
歌、献花、留言等形式寄托哀思。”重庆孝爱
之家网络科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注册
网上公墓或建纪念馆全部免费，从3月1日
至今，该平台新建的网上公墓和纪念馆每
日增加3万个左右，网上浏览量已达百

万，“云祭扫”获得越来越多市民认可。

纪念烈士，他们在行动
“忠儿，清明了，妈想你。妈不能到云

南看你，你不用担心妈，红岩志愿者经常
来看妈妈，今天他们还带了电脑来，妈妈
在家也可以‘看’你了。”4月3日，沙坪坝
区红岩志愿者带着电脑上门，手把手教烈
士妈妈田伯芬在网上完成了祭扫。

连日来，沙坪坝区开展清明网上祭英
烈活动，通过在区政府官网设置“网上祭

英烈”入口，在“红岩清风”“青春沙坪坝”
“沙坪坝区机关党建”等政务微信公众号
开设网上祭英烈专栏，为市民搭建平台，
寄托哀思。截至目前，各渠道网上祭英烈
人数已突破50万人次。

为了将疫情的影响减到最小，沙坪坝
区成立了100人的红岩烈士精神传承志
愿者服务队，将烈士祭扫服务纳入服务内
容，开展“冠红岩之名、铸红岩之魂”系列
活动，帮助烈属进行网络祭扫。

（下转3版）

网上寄哀思 鲜花送亲人

重庆市民文明祭祀让清明更“清明”

□本报记者 赵伟平

“高大姐，渔家乐我不搞了，回主城区
接着干物流运输。”

“陈兄弟，感谢支持工作，以后有啥困
难尽管给姐讲。”

4月1日上午10点，垫江县新民镇凌
云村，村党支部书记高天兰与七社村民陈
刚（化名）坐在了一起，气氛融洽。而在这
之前，他俩是出了名的“死对头”。

为何化干戈为玉帛？这要从陈刚修
建鱼池和镇上实施的“田长制”说起。

44岁的陈刚初中毕业后一直在重庆
主城区从事物流运输。由于近年来渔业
市场前景好，去年7月他回到老家，准备
把自家的一亩地拿来修鱼池，再结合农房
改造开办渔家乐。

于是，陈刚请来工程队将土地进行整

修，随后又买来河沙、水泥准备硬化。听
说这件事后，高天兰带着村干部到陈刚家
了解情况，陈刚称河沙、水泥是为种地修
水渠用的。

高天兰年轻时在沿海创业，2010年
回到新民老家后一直在村里工作，经验比

较丰富。直觉让她产生了疑问：一个连小
麦和谷子都不分清的人现在要回来种地？

果然，陈刚胆子越来越大，后来干脆
不再偷偷摸摸修鱼池，直接和高天兰摊
牌。

“地是我家的，我准备修鱼池开个渔
家乐，你们管不着。”

“地是你的没错，但按政策拿来修鱼
池就是不行！”

一来二去，在修鱼池这件事上，高天
兰与陈刚玩起了长达6个多月的“猫鼠游
戏”。 （下转2版）

垫江新民镇试行“田长制”确保粮田种粮——

高天兰“追地”记

本报讯 （记者 白麟）4月1日，涪陵页岩气田消息称，
今年一季度气田共生产天然气18.14亿立方米，销售17.4亿立
方米，同比均增长1.67%，展示出强劲发展势头，实现了一季
度生产“开门红”。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时5个月的去冬今春供暖季期间，涪
陵页岩气田累计产气达30.0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国内供暖季
的天然气保供任务。

为了保障民生和工商业用气，涪陵页岩气田在供暖季到
来之前，就成立了保供工作专班，着力打好资源扩充战。通过
持续加大气田白马区块常压、复兴区块陆相凝析油气等接替

阵地的攻关力度，做足“冬储”文章，有效夯实了天然气保供的
资源基础。同时通过科学调峰，暂停检修，确保满产满销，先
后开展稳产井提高配产120多井次。技术人员积极开展低效
井治理，实施“一井一策”差异化治理措施，低效井生产时率上
升到79.5%。

保供期间，气田全力以赴加快生产运行步伐，积极采取新
井方案早落实、钻前早开工快建设、钻井压裂提速提效、集气
站快建快投等措施，实现地面工程建设提速30%以上，累计投
产新井60口，比计划多投产12口，新增产能300万立方米/
天，新井累计贡献产量1.11亿立方米。

涪陵页岩气田5个月产气30亿立方米
超额完成国内供暖季天然气保供任务

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林草兴则生态兴，森林是水库、钱
库、粮库、碳库，现在，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进入了实现生态环境改善
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重庆是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前
不久召开的全市“两岸青山·千
里林带”建设现场推进会提出，
今年重庆将安排3.01亿元资金，
进一步按照峡谷景观生态屏障
类、浅丘产业生态屏障类、城镇
功能生态屏障类“三类”分类指
导，落实滨江景观生态隔离带、
中山生态产业发展带、高山生态
防护林带、消落区固土涵养生态
带“四带”布局，同步提升生态、
景观和经济效益，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

重庆“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建设自2021年启动以来，是如何
推进的，取得了哪些成效，还存
在哪些困难？重庆日报记者就
此进行了调查采访。敬请关注。

推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丰都县兴义镇长江村沿江一带林木葱茏。 （市林业局供图）

巴南政策组合拳促进企业发展

4 月 3 日，重庆歌乐山
烈士陵园，社会各界在此举
行清明祭英烈活动，重温英
雄事迹，缅怀革命先烈，传
承红色基因。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社会各界
清明祭英烈

4月2日，位于巴南区的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碌。

近年来，巴南区通过社保降费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协助保
障企业用工等政策组合拳，为辖区内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助力。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