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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护栏提质改造：同一条道路、跨区道
路的连接路段、不同道路连接交叉路段的人行
护栏，其颜色、型式、材质应协调统一，高度统
一为 110 厘米，颜色采用灰色、乳白色或者蓝
色＋乳白色饰面。同时，对人行护栏、中央隔
离栏、隔离墩柱的材质及样式做出相应要求。

主城桥梁、轻轨桥墩（立柱）容貌整治：主
要是对城市跨线桥、立交桥、人行天桥、高架桥
（含轨道交通高架桥）的桥墩、桥台、梁体以及
踏步侧面统一涂装颜色，规范附属设施，将用6
个月时间，达到“清爽整洁、规范统一”的要求。

隧道内饰整治：主要对主城区内的城市隧
道和下穿道（包括人行下穿道及车行下穿道）
的洞内容貌进行整治，并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完
善城市隧道及下穿道的内部照明系统、通讯和
应急系统。

主城道路设施如何提质？
桥头绿化：重点对主城区鹅公岩

大桥、菜园坝长江大桥、石板坡长江
大桥、朝天门大桥、大佛寺大桥、嘉华
大桥、嘉陵江渝澳大桥、黄花园大桥
等 8 座跨江特大型桥桥头园林绿化
景观进行提升。

轨道交通美化：重点对1、2、3、6
号轨道线全线及轨道5号、10号线建
成路段交通沿线墩柱、地面及两侧人
行道园林绿化进行提升。

城市道路、内环快速及射线高速
绿化：城市道路重点对 210 机场路
（含红锦大道）、渝航大道，渝中区解
放碑至渝州宾馆路段、中山四路至两
路口路段，大渡口区迎宾大道，江北
区建新南路、建新北路，沙坪坝区滨
江路（红岩村至磁器口段）、汉渝路，

九龙坡区龙腾大道、华福路，南岸区
江南大道、南滨路，北碚区碚峡路、双
元路、碚青路，巴南区巴滨路、渝南大
道等18条城市重要道路园林绿化景
观提升。内环快速重点对内环快速
控制线范围内两侧园林绿化景观、中
分带园林绿化景观和沿途立交节点
园林绿化景观进行提升。射线高速
重点对沪渝高速（G50）内环至长寿
方向、沿江高速（G50沪渝南线高速）
至涪陵方向、渝湘高速（G65 包茂高
速）至南川方向、渝黔高速（G75兰海
高速）至綦江方向、成渝高速（G85渝
昆 高 速）至 永 川 方 向 、渝 蓉 高 速
（G5013）至大足方向、渝遂高速（G93
成渝环线高速）至铜梁方向、渝合高
速（G75兰海高速）至合川方向、渝邻

高速（G65包茂高速）至邻水方向等9
条射线高速园林绿化景观提升。

城市立交节点绿化：重点对渝中
区袁家岗立交，大渡口区大渡口立
交、新华立交，江北区（含渝北区部
分）柏树堡立交、李家坪立交，沙坪坝
区磁童路立交、双碑立交，九龙坡区
谢家湾立交、凤中立交，南岸区南山
立交、大石路立交；北碚区蔡家岗立
交、北碚立交，两江新区人和立交，重
庆市市政设施局东环立交，巴南区巴
南立交以及内环沿线立交节点等16
个城市立交节点园林绿化景观进行
提升。

城区空地和山体绿化：重点对城
区空地和城内山体的园林绿化进行
提升。

主城哪些区域绿化将升级？

相关链接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驾车行驶
在江北、渝中、南岸等地的多条主干道，
你会发现一路繁花锦簇，五彩缤纷—4月
2日，市城管委发布消息称，今年我市开
展道路设施提质、园林绿化提升两个方
面的8项重点整治工作已于近期启动，以
期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
花”，让重庆这座山水之城“颜值”更高。

其中，“园林绿化提升”有5类重点整
治区域，即跨江大桥桥头，轻轨交通沿

线，城市主干道、城区高速射线和内环快
速，城市立交桥节点，城中空地及山体绿
化景观提升；“道路设施提质”有3个方面
内容，即人行护栏提质改造，桥梁、轻轨
桥墩（立柱）外观整治和隧道内饰整治。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
市城管委将结合正在开展的“增绿添园”
民生实事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城市园林
绿化框架提升，力争实现“一月有行动，
半年见成效，一年让群众有明显感受，三

年大变化”，使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层次丰
富、特色突出、色彩靓丽、四季有花。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渝中区
石板坡长江大桥桥头和中山三路花镜打造
特色初显，江北区已形成10多条花带，石板
坡长江大桥南桥头正打造山水之城景观。

据介绍，自今年2月下旬启动以来，
主城园林绿化提升工程实施项目202
个，基本完工项目101个，36个项目正
在实施，65个项目进入前期设计阶段。

与此同时，今年3月主城已启动“道路
设施提质”试点工作。截至目前，渝中区
菜园坝立交桥、南岸区南城隧道、渝北区
红锦大道金龙桥、江北区建新南路跨线桥
及人行天桥，完成了颜色涂装试点工作。
同时，市市政设施管理局启动了机场路涂
装整治提档升级工作，预计4月份完成。

据介绍，“道路设施提质”工作将于
4月开始全面推进，9月底初见成效，10
月接受检查验收。

让重庆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
道路设施提质、园林绿化提升重点整治工作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市经信委近日发布消息，在国家发改
委发布的“2017—2018年（第24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证名录”中，
再升科技、平伟实业、金山科技、金美通信4家渝企上榜。截至目前，全
市已有30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联合认定，并给
予相应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门槛”
主要为：企业具有较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有较强技术创新能
力和较高研究开发投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知名品牌等
多项硬指标。

市经信委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市计划培育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0家
以上，并培育更多“国字号”企业技术中心。为此，市经信委将重点围
绕北斗卫星导航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中交通信车联网数据资源平台等
项目，推动渝企与市内外高校及研究院所共建研发机构。

重庆新增4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4月1日起，包括重庆在内，全国各
地迎来首个环境保护税征收期。环境保
护税对谁征收？征收标准是什么？重庆
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负责人，为你
解读——

谁是纳税人？
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

作为环保税的前身，“排污费”在我
国已有30多年历史。在日常生产生活
中，学校、医院、商场、餐馆，甚至是个人，
都会“排污”。那么，是不是都要缴纳环
保税呢？

“不是所有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
位都要申报缴纳环保税。”重庆市地税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环保税法》规定，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才是“环保税纳
税人”，应当缴纳环保税。

该负责人举例：一家餐馆如果将污
水排进排污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是不需要申报缴纳水污染物环保税的；
但如果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田野、山坡
等外环境中，则属于环保税纳税人，必须
申报缴纳环保税。

同理，水泥、钢铁、火电、化工、石油等
行业企业都可能成为环保税的纳税大户。

税额如何定？
重庆分两阶段走

环保税设置的税目，大的分类包括
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

四类，纳税人可在线上线下申报。
从税额标准看，环保税将以现行排

污费收费标准作为环保税的税额下限，
规定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2元至12元；水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
污染当量1.4元至14元；固体废物按不
同种类，税额为每吨5元至1000元；噪
声按超标分贝数，税额为每月350元至
11200元。

2017年12月28日，重庆市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重庆市大
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
额方案的决定。重庆市环境保护税额分
为两阶段：一是2018年至2020年，大
气、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分别
为2.4元／污染当量、3.0元／污染当量；

二是2021年起，大气、水污染物环境保
护税适用税额分别为3.5 元／污染当
量、3.0元／污染当量。

有哪些优惠？
五项免税、两项减税

税法规定了五项免税：一是农业生产
（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二是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
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
染物的；三是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
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应税
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
准的；四是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
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五是国
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同时，还设置了两档减税优惠，即纳
税人排污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30％的，
减按75％征税；纳税人排污浓度值低于
规定排放标准50％的，减按50％征税，
从而进一步调动企业改进技术工艺、减
少污染物排放的积极性。

环保税这些事儿，为你打听清楚了
本报记者 杨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4月
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现场工作会上获悉，从今年
起，我市医疗机构将逐步建立预约诊
疗制度、远程医疗制度、临床路径管
理制度等 5项制度。其中，将探索推
进的全市预约诊疗服务统一“号源
池”建设，将让挂号更方便，因而备受
各方关注。

三级甲等医疗机构预约
时段将精确到1小时

按照市卫计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到
2020年，全市医疗机构将逐步建立预约
诊疗制度、远程医疗制度、临床路径管理
制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制度、医务社工

和志愿者制度。
按照《方案》，我市二级及以上医

疗机构将进一步增加预约诊疗服务
比例，大力推行分时段预约和集中预
约检查检验，三甲医院预约时段将精
确到1小时。医联体牵头单位优先向
医联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留预
约诊疗号源。

“预约挂号虽然方便，但现实情况
是，预约一家医院的号要下载该院的
APP，如果预约另一家医院还得关注
它的公众号。”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
说，为此，我市将探索推进全市预约诊
疗服务统一“号源池”建设，届时，通过
一个统一的平台就能挂到重庆每家医
院的号。

此外，到2020年，全市医联体将实
现远程医疗全覆盖、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并建立一体化临床路径，为患者提供顺

畅转诊和连续诊疗服务。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还将设立医务

社工岗位，协助开展医患沟通和提供诊
疗、生活、法务等服务。三级医疗机构设
立医务社工部门，配备专职医务社工，开
通患者服务呼叫中心，统筹协调满足患
者相关需求。

医疗机构将建立5项诊疗模式

为了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我市
各医疗机构还将建立多学科诊疗模式、
连续医疗服务、急诊急救服务、日间手术
服务、护理药学延伸服务等5项诊疗模
式。

前述负责人解释，所谓多学科诊疗
模式，即针对恶性肿瘤、胸痛、创伤、孕产
妇危急重症、儿童和新生儿危重症等疑
难复杂疾病、多系统多器官疾病，二级及

以上医疗机构开设多学科诊疗门诊，为
患者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针对大医院病床紧张的现状，我市
部分三甲医院开展了日间手术服务。”该
负责人说，这一服务还将扩大病种范围，
到2020年，病种将达到70种以上，缩短
患者等待住院和等待手术时间，提高医
疗服务效率。

区、县域内就诊将实现“一卡通”

按照《方案》要求，到2020年，依托
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我市将实现区、
县域内医疗机构就诊“一卡通”，患者使
用同一就诊卡可以在区域内任一医疗机
构就诊。同时，探索就诊卡的结算、支
付、查询、挂号等功能，进一步解决群众
看病难问题。

此外，我市还将建设市、区县（自
治县）两级急危重症救治中心。该中
心将依托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和专科医
疗服务能力强的市级、区县级医疗机
构，分别建立市、区县（自治县）级胸痛
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孕产
妇救治中心、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
中心。

预约挂号 重庆将探索建统一“号源池”
到2020年区、县域内就诊有望实现“一卡通”

作为全国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5个综合试点省市之一，我市牢
牢把握“持续增强纳税人获得感”这一目标，市纪委驻市地税局纪检组
创新工作方法，严格监督执纪，扎紧制度笼子，为地税事业拧紧拒腐

“安全阀”。这是不久前，记者在市纪委驻市地税局纪检组采访时获知
的消息。

防腐败
从“管户”到“管事”，防范权力寻租

改革前，税务系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税收专管员“一人统
管”企业所有税收征管事务。

“我们在查处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办税部门直接掌握房屋核价及
税收优恵政策减免权力，容易导致发生税务干部与中介机构进行利益
输送。”市纪委驻市地税局纪检组组长涂放姑介绍，在传统的税收征管
制度下，这种一人包办的管税流程很容易产生“送红包”“通关节”等权
钱交易的违纪违法行为。

针对这些情况，纪检组结合查处的多起问题线索，展开专题分析
研判，向市地税局党组提出了抓住分权制约、全面实施环节管控的意
见，在税制改革中大力助推“个人管户”向“团队管事”转变，实现分权
制衡、流程制约和过程监管，防范廉洁风险。

涂放姑举了一个例子：“以前想逃税，可能打点一个税管员就行，
现在每个环节由不同人管理，相互制衡下税管员就不敢收红包了。”据
统计，目前收受红包、“暗箱操作”等税收管理上的举报投诉占比已从
2014的17％下降至2017年的8％，环节管控成效明显，全市地税系统
违纪违法案件的案发率也大幅度下降。

抓作风
抓细抓小，向“庸懒散”宣战

“现在，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脸好看，事也好办’，对工作各方面
都很熟悉，我觉得很满意。”市民王红在沙坪坝办税服务大厅办理房产
税业务后由衷感叹。

别小看这简单的“满意”二字，曾经的办税服务大厅，一些工作人
员着装随意、迟到早退、工作效率低下的现象被不少人吐槽。如今，在
全市大大小小的办税服务大厅，树形象、学业务、提技能的良好氛围越
来越浓。

而这种改变，正是源于纪检组给市地税局党组的《关于规范全市
地税系统税务干部制服着装的建议的函》。此后，纪检组又开展专项
治理，重点监督收受红包、大吃大喝、违规用车、言行不规范、纪律松弛
等方面问题。

“纪检组不仅要管违规违纪，让工作作风更加务实高效也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纪检组副组长汪华鹰表示，纪检组着重加强
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庸懒散现象，进一步提升群众满
意度。

改方式
依靠先进技术铸造防腐利剑

纪检组办公室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从电脑屏幕上调取
了全市各区县地税局办税大厅的实时监控画面，每一个窗口、办税人
员的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据介绍，在对办税大厅的监督上，以前是不定期察访，难免出漏
洞，现在随着智能化办税大厅建设的推进，在办公室就可以实时监控，
及时发现纠正各类问题。

纪检组充分借鉴税收管理中的数据管税、风险管理理念，运用高
科技信息化手段，促进工作方式转变。

在对各类执法行为的监督上，以前主要靠社会举报、纪检干部收
集问题线索等方式，现如今，纪检组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借用税收风
险扫描和税务稽查数据成果，对税务执法行为规范性和履职行为廉洁
性进行检查，快速准确发现问题。

在对税务干部的监督上，纪检组在对各岗位风险进行识别和排序
的基础上，区分不同风险岗位，进行分类监控和管理。

2017年，通过对以往数据的分析，纪检组发现存量房交易税收
征管岗是高风险岗位，因此将其作为监管的重点对象，明确要求区
县局纪检监察干部要紧盯这一岗位人员，对其进行廉洁约谈全覆
盖。由于实施重点监管，这一环节发案的数量大为减少，2017年，
在房屋交易大幅增加的同时，全系统仅查处1件利用房屋交易谋取
私利案件。

市纪委驻地税局纪检组在深化体制改革
中防腐败、抓作风——

为地税事业拧紧拒腐“安全阀”
本报记者 周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