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方将共同争取国家对多向
出渝出川大通道等跨区域重大交通
项目、战略性重大产业项目的财政
政策和资金支持

■共同争取国家支持建立长江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重
点流域生态保护共建共治财税政策

■共同争取国家对双城经济圈
建设重大项目的专项债券支持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4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4月
22日，四川省财政厅、重庆市财政局在
成都签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两省市财政部门合作备忘录》（简称

《备忘录》），双方将在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共同向国
家争取支持，在制定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的财税政策
方面加强沟通协调。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共同争取国
家对多向出渝出川大通道等跨区域重

大交通项目、战略性重大产业项目的财
政政策和资金支持，提升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互联互通水平，协同建设优势互
补的现代产业体系；将共同争取国家支
持建立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研究重点流域生态保护共建共治财
税政策；共同争取国家对双城经济圈建
设重大项目的专项债券支持。

不仅如此，双方将共同研究促进两
地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就
业创业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畅通人
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资源要

素高效整合配置的财税政策。
为让合作事项尽快落地生根、早日

开花结果，双方在川渝党政联席会议的
整体架构下，专门搭起了对接会商平
台，四川省财政厅和重庆市财政局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及处室负责人定期碰
头，共商共议重大事项，主要领导原则
上半年会商一次。

与此同时，双方还建立重大事项滚
动推进机制，每年都将拉出一张任务清
单，照单作业、压茬实施。首张清单明确
了8个事项，包括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
度分离、建立互利共赢税收分享机制，争
取国家设立成渝协同发展投资基金，争取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向成渝倾斜，争取国
家级特色金融示范区，研究公共资源合
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政策，
探索推动科研资金跨省使用等。

川渝财政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

相互搭台 促合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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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23
日下午，川渝两地首条跨省城际公交
重庆潼南城区-四川遂宁磨溪公交线
路开通。

该条公交线路总长29公里，重庆

潼南境内23公里、四川遂宁境内6公
里。线路起点为重庆市潼南区江北汽
车站，终点为四川省遂宁市磨溪镇公共
汽车站。全线共设35个站点，途经潼
南双江镇、界桥（川渝界）、遂宁杜家大

院等地。
“此前两地没有直达公交线路，跨

省城际公交开通，让两地实现了公交
互通。”重庆市交通局表示，今后，潼
遂两地老百姓到双江赶集，买土特产

或到四知堂（杨尚昆故居）、双江古镇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等红色旅游景
点，可以坐公交，且单程车费只需2-5
元。

此次试点开行线路，两地均采用交
通运输部“交通联合”卡，可实现跨省公
交一卡通。

据介绍，两地近期还规划了13条
跨省城际公交线路，中长期规划了40
条线路，并将根据道路交通条件逐步
开通。

重庆潼南城区-四川遂宁磨溪

川渝两地首条跨省城际公交开通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4月22
日，广安市党政代表团赴合川考察交流；
23日，合川区党政代表团赴南充市考察
交流……连日来，川渝交界处的合川与
周边的四川城市频频互动、签约合作，发
力“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期间，合川分别与广安、南充举行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座
谈会，与两地分别签署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多
个方面推进实质合作。

在交通一体化方面，合川与广安将
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共同争取相关铁
路科学布局、合理延伸；实施一批高速公
路、快速通道、景区旅游环线公路建设；提
升渠江、嘉陵江运输效率，有效促进两地
航线、资源互补。合川还与南充共同争取
高铁项目，共同争取相关铁路科学布局、

合理延伸；争取启动G75合川至南充段
扩能改造，推进联通两地的国省道、县乡
道改造建设；推进嘉陵江高等级航道建
设和井口航运枢纽建设。

为了助推产业一体化建设，合川与
广安将协同错位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依托360平台共同打造信息安全产业基
地，共同打造汽摩装备产业基地。同时，
还将推进两地产业园区建立友好合作关

系，建设成渝地区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
业带，推进两地物流园区建设，构建嘉陵
江生态文化精品旅游线路等。而合川与
南充合作方面，则重点推动电子信息、网
络安全产业协作配套，形成协同错位发展
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同时，还将推动建
立西南汽摩装备产业基地，重点推动医药
产业协作发展，共建优质蚕桑基地、丝纺
服装产业集群等。

合川区负责人表示，近期，合川区
党政班子以及部门、边界乡镇还将通过

“请进来、走出去”，与邻近的广安、南
充、遂宁等地开启互动合作之旅，从不
同层面落实川渝合作，助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请进来 走出去

合川与广安南充频频互动合作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4 月
22日，江北区政府与成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银行）通过
视频连线，举行战略合作协议“云签
约”仪式。此次签约，是川渝地区签
订的首个跨省市政银金融合作协
议。

成都银行是一家以国有股本为
主、股权多元化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是四川省首家上市银行、全国第
8家A股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继跨省

经营的第一家省级分行2010年落户
江北之后，时隔十年，成都银行将江
北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战略性合作伙伴，江北区与该行将
在金融产品、金融科技、金融人才、金
融后援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全面
合作。

此次签约的合作协议显示，双方
将以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发展优势和成
都银行金融服务优势为基础，推动成
渝地区共建西部金融中心。

江北区与成都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 陈波）4月 22
日，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市检察五分
院和四川省泸州市检察院共同签署了
《关于在长江跨界流域生态环境资源
保护中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跨区域
协作的意见》。

据悉，市检察五分院和四川省泸
州市检察院在“长江跨界流域公益诉
讼检察协作工作交流座谈会”上，双方
交流了近年来公益诉讼开展情况，并
就两地检察机关建立共同保护长江跨
界流域生态环境跨区协作一体化专业
办案团队等具体协作内容达成了共
识，共同签署该意见。

据了解，川渝两地长江跨界流域
主要包括长江干流的重庆市境内永川
等7个区段，泸州市江阳等5个区县
段，以及濑溪河、龙溪河、大鹿溪河等
长江支流。两地检察机关将通过组建
专业办案团队，形成一体化办案机制，
专门办理长江跨界流域生态环境资源
跨区域案件。

此外，该意见明确了5个监督重

点领域，聚焦长江跨界流域生态环
境和资源破坏的普发性问题，增强
协作的针对性和监督实效；明确了
统筹基层跨区域配合工作、建立案
件办理联动机制、及时移送线索和
通报反馈、加强调查取证协作、全面
共享信息资源、协同生态修复监督、
做好新闻宣传、联合调研等七大协
作内容；明确了开展一次跨界污染
的大调研、办理一批重点案件、集中
整治一个领域或一个流域、集中开展
一次巡查活动、形成一批发挥治理效
能的检察建议、适时开展一次现场
推进会六个要求，增强两地交流合
作。

该意见签署后，两地检察机关将
通过加强长江跨界流域跨区域协作，
形成同防同治监督合力，为进一步充
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实现长江
跨界流域的协同治理，筑牢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有
力检察保障。

川渝两地检察机关开展跨区域协作

本报讯 （记者 黄乔）4月23
日，在第20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
际，四川省高法院与重庆市高法院通
过互联网远程签订了《川渝地区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交流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这将让当事
人以后在川渝两地打官司更加便捷，
裁判标准更加统一，知识产权得到更
好保护。

《协议》主要从统一法律适用、保
全合作、信息共享、会商研讨、审判机
制改革交流、人才培养合作、对外协调
联系等方面加强川渝两地法院的交流
合作。

《协议》要求，加强两地法院司法
审判实务交流，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中统一赔偿标准、保护尺度，在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中统一立案标准、证据规
则和量刑指引，在疑难、复杂、新类型
案件中统一司法裁判尺度，进一步促
进川渝地区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统一。

《协议》提出，加大对知识产权案
件保全特别是行为保全审查标准的研
究，形成统一的保全执法标准。加大
异地保全协助力度，完善异地保全通

报和保障制度，形成异地保全工作合
力。

同时，充分应用川渝地区法院信
息化发展成果，推进实现川渝地区涉
知识产权司法大数据共享互通，拓展
数据分析、反馈、应用渠道。

《协议》还提出，建立川渝地区知
识产权审判人才库和专兼职师资队
伍，并加强与两地知识产权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版权局、海关、文化执法等
知识产权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推动
知识产权鉴定、评估、翻译等中介机构
成果的相互认证，实现知识产权技术
专家咨询库信息共享。

川渝两地高法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协议》签订后，两地法院将积极开
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交流协作，促进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助推成渝地
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为两地共同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携手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司法服务和保
障。

川渝两地高法院“云签约”

开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交流合作

本报讯 （记者 罗芸）4月23日
中午，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党政联
席会第一次会议上，梁平和达川等6个
区县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列出包
含54项、总投资近4000亿元的合作事
项清单。据了解，清单上计划在今年
内启动的28个重大项目中，已有19项
已动工。

明月山绵延230余公里，横跨我市
的梁平、垫江，以及四川的邻水、达川、
大竹、开江共6个区县，是长江上游的
重要生态屏障之一。由梁平区发起的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区，旨在共同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渝东
北、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努力实现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协作配
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公共服务
体系更加健全、机制体制更加高效的一
体化发展新格局。

联席会上，6区县共同签订了合
作协议，并列出了重点共建的54个项
目，总投资金额达3958亿元，包括共
建明月山践行“两山论”样板地，共同
用好、护好300万亩竹资源，建设明月
山森林城市群、生物多样性功能区、精
品民宿群、竹木家居产业园等；联合推
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加快实施达州-
梁平-万州铁路扩能改造、开工梁平-
开江高速公路建设等；共同升级改造
明月山联通路、景区路，共同推进人工

智能、5G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联合推进现代产业一体化，打造电子
信息产业示范带，推动电商产业跨区
跨境发展；做大能源库，共同打造川渝
国家级重要能源产业基地；聚焦六区
县特色优质农产品，采用一园多组团
模式共建明月山绿色食品加工产业
园，做亮做响“明月山”“明月江”“龙溪
河”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共创明月
山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联
合推进生态环境一体化，推进龙溪河、
明月江及其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
可持续发展，健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磋商交流机制，提高跨界污染防治、环
境监测执法和应急联动响应；联合推

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巴蜀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基地、明月山乡村
振兴培训基地、产业工人培训基地，强
化医疗、医保、社会治理等方面合作协
作。

目前，6个区县的合作已开始“落
地”，22日在梁平百里竹海启动了“明
月山民宿消费季”，6个区县共同推出
了14条精品线路；今年计划启动的28
个重大项目中，有19个已开工建设，包
括川渝东北部货运物流分拨中心、明
月山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明月山国
家战略储备林基地、三峡中医院(渝东
北、川东北地区中医应急能力建设项
目)等。

合力建设54项总投资近4000亿元的项目

川渝6区县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何秋劭

巴蜀一家亲，川渝一盘棋。历
史上，成渝地区一直在全国具有重
要经济影响，特别是成渝两地，前者
被喻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
荒年”的天府之国，后者则被喻为

“绾毂西南，扼控江汉”的国家重
镇。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

从国家层面看，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
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于推动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成渝地区
层面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将促使成渝地区补齐短板、打
牢基础，优化结构、加快升级，深化
创新、增添动力，扩大开放、拓展空
间，绿色发展、倒逼转型，最终逆转

“哑铃式”的发展格局。
凝聚共识，才能更好地合作。

当前，成渝地区的干部群众对川渝
合作充满了希望，我们要善于利用
各类宣传载体，讲好川渝合作故事，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行动是最好的动员。3 月中

旬，四川重庆两地召开首次党政联
席会议，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吹响了“进军号”；4月中旬，重庆
召开市委五届八次全会，为重庆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绘制
了“责任书”“路线图”；川渝两地相
关部门也迅速响应、密切配合，出
台了一系列方案举措，加快推进合
作的步伐……川渝两地党委政府
主动对接、积极谋划，加快一体化
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实现良
好开局。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需要凝聚各方合力。要向外“借
力”，争取谋划一批具有引领性、带
动性和标志性的重大基础设施、重
大产业、重大开放合作项目，吸引更
多具有带动性的重大项目落户，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夯实产业
基础；要向内“聚力”，引导各方力量
参与其中，献计献策、贡献力量，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多方
参与、群策群力的生动局面。

当前，成渝地区发展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重要战略机遇，只有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在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突破，才能唱好“双城记”、建
好“经济圈”。

为川渝合作凝聚各方合力

重报时论

4 月 20 日，合璧津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油溪长江大桥，正在加紧施工。合璧津高速全长
94.857公里，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其中控制性工程九峰山二号隧道右线已掘进过半，预计2021
年建成。届时，成渝高速、渝蓉高速、渝遂高速、九永高速等6条高速公路将被串联起，这对促进成渝
地区区域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罗斌 摄

合璧津高速加紧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