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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记者 魏冯

4月15日，四川省、重庆市医疗保障局签
署川渝医保战略合作备忘录、医药价格和招
标采购合作协议，两地将携手共建西部医保
建设示范区，争取年底前开通川渝跨省门诊
特殊疾病费用直接结算；同一天，四川省、重
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签订协议，将共建巴蜀科
技云服务平台，争取成立中国科协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4月14日，重庆市科学技术局与四川省
科学技术厅签订2项协议，将以“一城多园”
模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建立成渝地区创
业孵化“双城联动”合作机制，协同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川渝两地签下不
少于51个合作协议。仅4月1日至15日，两地
合作协议不少于26个，合作呈“鼓点般密集”。

川渝合作，正朝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

合作走深走实
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最多

今年以来，川渝两地签下不少于51个协
议，涉及多领域合作的“一体化”发展协议最
多，川渝毗邻地区合作逐渐走深走实——

4月14日，广安与重庆7个区县共同签
约，联手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
化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随后，重庆市垫江
县到广安市邻水县签订协议，将共建“明月
山”生态扶贫发展川渝协作示范带等。

4月7日至8日，泸州市和荣昌、永川、江津
分别签订一体化发展2020年行动计划，将启动
以荣昌货运机场、泸州港、泸州云龙机场为节点
的物流“金三角”枢纽建设，和江津联合运营长
江上游水运外贸直通船和水上快运精品航线
等，涉及基础设施、产业协同等多领域合作。

4月1日，绵阳市和重庆市北碚区签协
议，双方探索构建绵阳—遂宁—北碚—南
充—广元—绵阳铁路循环，聚焦新材料、生物
医药、新能源与智能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等优
势领域合作，将在两地分别建设绵阳—北碚
特色产业合作园区等，两地合作覆盖交通、产
业、科教等领域。

3月10日，遂宁市与重庆市潼南区签订
一体化发展“1+N”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规划
设立遂潼新区，探索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

离试点经验，合作范围覆盖教育、交通、农业
农村、文化旅游、医疗保障、自然资源等。

不仅是区、县、市一体化合作加快脚步，
部门间也在积极深化一体化合作，将战略共
识转化为具体分项规划。

如市场监管体系一体化。4月2日，四川省
市场监管局和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签约，将率先
在全国探索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准
入异地同标”便利化准入机制，创新构建跨省跨
区域“同一标准办一件事”的市场准入服务系
统；在重大疫情防控联动机制建设上，双方将推
动实现成渝地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监管信息
实时共享等，深化川渝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

3月26日，遂宁市委宣传部、重庆潼南区
委宣传部签定遂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体化
发展协议，合作范围覆盖宣传引导、网络治
理、文明共建、文化服务、文旅产业等7大类。

合作范围拓宽
覆盖交通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

境等10余个领域

今年两地合作的专项协议，覆盖交通建

设、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司法协作、民间社
会事务等10余个领域，合作领域进一步拓
宽。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重点。3月26日，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
区签订框架协议，双方将在通道口岸互联上，
共同维护合理市场价格，共同拓展亚蓉欧辐
射范围，共享既有通道资源优势。

产业发展协同联动上，四川省经济合
作局与重庆市招商投资局在4月10日签订
协议，围绕汽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重
点产业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打造等重点领
域，协同开展双向集群招商、产业链互补招
商，合力探索推动建设“川渝合作产业园”，
支持双方毗邻市（县）共建承接产业转移合
作示范园区。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协同上，4月1日，重
庆市生态环境局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签订三
项协议，合作涉及两地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协
作、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及联合执法工作机
制，双方将每年轮流组织跨界污染问题联合
执法行动。

司法联动协作机制上，成都天府新区法
院（四川自贸区法院）与重庆两江新区（自贸
区）法院在3月13日签订协议，将在服务成渝
地区发展大局、助推法治规则制度创新等方
面加强合作；3月30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
院、内江市资中县人民法院签约，共建司法联
动运行体系，涵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重点焦点领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智慧法
院建设等协作项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上，4月2日，四川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重庆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签约，两地将建立就业服务共
享协作机制，共建（共享）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园区）、创业导师库、创业项目库，建立两地
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理流程等。

民间社会事务上，四川省民政厅和重庆
市民政局在4月10日签约，将建川渝两地区
域内养老服务协作协商机制，探索“养老扶持
政策跟着户籍老人走”的机制，探索养老服务
补贴异地结算制度、建立川渝两地统一的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标准，合力打造
巴蜀慈善品牌等。

川渝合作“鼓点密集”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自4月起，两地15天签下不少于26个协议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中新（重庆）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下称中新数据通道）开通半
年多以来的运行效果如何？4月16日，重庆市
大数据发展局和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以
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中新数据通道工作组2020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确认设立应用推广和政策
创新两个工作组，并明确本年度将接入四川企
业。

中新数据通道自2019年9月开通以来，作
为我国首条针对单一国家“点对点”的数据专用
通道，为中新两国企业开展业务合作提供了通
信保障。目前，中新双方依托该通道在金融服
务、航空产业、贸易物流、信息通信等多个领域
展开合作，促进跨境贸易服务和数据流动，带动
了大数据、运输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

“中新数据通道建成后，通过路由优化压缩
了传输时延，目前通道的时延约50-70毫秒，
丢包率小于0.5%，实现端到端传输，提高了数
据安全性。”会上，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副总经理
尹远表示，中新数据通道建成后为双方企业提
供了高品质跨境通信业务，也为双方建设国际
信息通信高地提供了重要支撑。接下来，重庆
电信将继续对IP网络、传输网络、网络安全等进
行专项优化，持续提升中新数据通道运营能力。

按照计划，今年中新数据通道在应用推广
方面，重庆和新加坡将共同筹备中新国际数据
通道用户论坛，吸引西部企业、在华新加坡企业
及东南亚企业和在新加坡中资企业等参加；在
政策创新方面，双方已专题研究将四川接入到
中新国际数据通道的合作事宜，并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推动与西部12个省区
市和海南、广州等地建立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共
建共享制，将中新数据通道建成为国际贸易“信
息高速公路”。

会上，重庆与新加坡双方还围绕中新国际
数据通道开发应用，促进跨境贸易服务和数据
流动，加强电信、数据保护和信息通信服务，以
及深化数据跨境流通监管协同等方面进行分
享交流。中新双方工作组全体成员，市大数据
发展局、市中新项目管理局、新加坡资讯通信
媒体发展局等政府部门负责人，重庆电信、重
庆移动、重庆联通、新加坡电信、新加坡星和电
信等企业人士，中新数据通道首批接入的7个
园区负责人，以及中新（重庆）信息通信创新合
作联盟、重庆邮电大学等科研院校共50余人
参会。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大数据建设

中新数据通道
将接入四川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川渝两地签
下不少于51个合作协议。仅4月1日至15日，
两地签下合作协议不少于26个

■川渝两地签下的合作协议中，涉及
多领域合作的“一体化”发展协议最多

■两地合
作 的 专 项 协
议，覆盖交通
建设、产业发
展、生态环境、
司法协作、民
间社会事务等
10余个领域，
合作领域进一
步拓宽邻水县高滩园区是距重庆主城最近的四川省级经开区，渝邻快速通道全线

贯通后，高滩园区将更好地融入重庆半小时经济圈。（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罗斌 摄

绿化美化坡坎崖 精心描绘山水画
主城区完成坡坎崖美化项目146个，工作总量已过半

今年以来，我市城
市管理部门全力推进
坡 坎 崖 绿 化 美 化 工
作。据市城市管理局
统计，截至3月底，主城
区已完成坡坎崖绿化
美化项目146个，面积
679 万平方米，完成坡
坎崖绿化美化工作总
量的51.36%。

坡坎崖变身城市阳台

周一一早，在位于礼嘉街道礼仁立
交旁的礼仁公园，已经有不少三五成群
的居民散步休闲。“以前这里就是一片
山坡，不到一年时间便建成了这么漂亮
的公园，真的非常棒。”家住附近的居民
徐翼贵高兴地说。

作为两江新区坡坎崖绿化美化的
重点项目，该地块占地面积约7.9万平
方米。项目于2019年6月启动建设，
目前景观工程已全面完工并对外开放，
市民可以进园游览，休闲座椅、直饮水
机等配套设施正在抓紧时间安装。

据两江新区市政管护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地块用地为典型坡坎崖山
地地形，原始场地内存在大量高边坡、
格构挡墙和周边居民私垦的菜地，最大
高差在50米左右。

利用场内形式多样的边坡、堡坎和
台地，原有的荒坡地摇身一变成了大气
的立体型游憩空间。“在坡地植物处理方
面，我们采用立面色块灌木地被造景、堡
坎挂网攀爬安吉拉月季、缓坡植物群落
构建、格构生态覆盖绿等方式，打造‘挂
毯’式的边坡景观。”该负责人介绍。

礼仁公园是我市推进坡坎崖绿化
美化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加强城市坡地、堡坎、崖壁绿化
美化，实现城市提升，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去年10月，市政府办公厅下
发了《关于印发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
绿化美化实施方案的通知》。按照要
求，我市将按照“一年试点示范、两年
全面铺开、三年基本完成、四年巩固提
升”的进度，实施坡坎崖绿化美化地块
309个，总面积约1323万平方米。

按照《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
化实施方案》，主城区309个坡坎崖整治

项目将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
宜、科学实施，完善功能、提升品质的原
则加以推进，突出重庆山城、江城特色，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

“坡坎崖绿化美化将力求精致大
气。”据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将打造像“挂毯”一样的坡坎崖绿
化美化，为山城挂上漂亮的“绿毯”，让

城市面貌更美、环境更优、品质更高。

为市民带来生态福利

作为市级“坡坎崖”立体绿化重点
项目之一，沙坪坝区平顶山公园旁的圣
泉公园一亮相，就惊艳了周边的居民和
过路的游客。此前，从经纬大道旁的显
丰大道左转到小龙坎的那段公路左侧
洼地，外观破旧杂草丛生，略有生态但
缺乏美感。

“这是我们的生态福利。”联芳花园
居民汪龙生说，圣泉公园的开放，在平
顶山公园旁边增加了一块平坦之地，新
建公园内有彩色的跑道，还新增了儿童
活动场地，为整个公园周边住宅小区增
加了活力。

“实施坡坎崖绿化美化工程将因地
制宜，注重美观。”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坡坎崖绿化美化将坚持宜木
则木、宜花则花、宜草则草。

按照《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
化实施方案》，我市将在“四山”范围内
实施“城市绿肺”工程。对城市内部山
脊线（鹅岭—佛图关—虎头岩—平顶山
中央山脊线，龙王洞山—照母山—石子
山北部中央山脊线）沿线进行全面覆绿

和林相改造，增加观景平台，串联山城
步道，提升观光品质。

另外，内环快速路两侧红线外50
米范围内将打造生态绿带，形成沿线观
花廊道；完善滨江公园休闲游憩观光功
能和亲水性。

与此同时，城市主干道沿线将按照
景观大道建设要求，培育形成山城特色
林荫路；将加强桥头立交节点坡坎崖生
态修复，塑造精美画面。

高质量打造精品工程

“2020年是开展坡坎崖绿化美化
工作最重要的一年。”市城市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快速全面地推进主
城各区坡坎崖项目，市城市管理局抓紧
制定完善与之配套的技术标准。

一是制定了《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
绿化美化实施方案图则》。对山城重庆
坡地堡坎崖壁特征进行科学分析，从经
济、安全、城市美学和生态等方面制定绿
化美化策略。二是制定完善了《主城区
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化设计导则》。从
工程技术指引、植物配置模式指引及配
套设施指引等方面对主城区七类坡地堡
坎崖壁进行详细设计指引。三是强化植
物选用的引导。结合重庆地区自然地理
概况、重庆城市园林绿地植物应用现状
及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化的特点，完成
重庆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绿化观花、色
叶、闻香植物品种600个的推荐使用。

接下来，市城市管理局将在全市打
造一批坡坎崖示范工程，2020年主城
各区确定2个坡坎崖重点示范项目，主
城以外区县结合“七大工程”建设，因地
制宜实施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严把
方案设计关、过程质量关、后期管护关，
力争出效果、出典范、出形象。引导主
城以外区县锦上添花、百花齐放。

到2020年底，主城区城市建设用
地空地覆绿全面完成；2021年底，主城
区坡坎崖绿化美化基本完成；到2022
年底，主城区坡坎崖绿化美化持续巩固
提升，基本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四季见花、处处花香”。

张锋 盛志信
图片由市城市管理局提供金山大道边坡绿化美化金山大道边坡绿化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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