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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何星熠

9月8日，南川区南坪镇木渡河，
20.5万尾中华倒刺鲃、厚颌魴、瓦氏黄
颡鱼、白甲鱼、长吻鮠被增殖放流。这
是南川区先锋氧化铝有限公司在赤泥
输送管道发生泄漏污染环境之后，实
施的总金额达106.95万元的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措施之一。

先锋氧化铝有限公司此举，是其
与市生态环境局签订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协议被渝北区人民法院裁定
有效后实施的。由此，我市市级部门
首次联合办案共同追究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得到司法确认，这也是重
庆首例同时追究水生态环境损害和
鱼类资源损失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

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重要改革任务
和重点改革专项措施的相继实施，我
市进一步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步
伐，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制度建
设，在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及实
施环保税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为推进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释放了政策红利，
增添了强大动力。

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谁损害环境谁买单

近年来，重庆以“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为基本原则，以修复受
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以“赔偿
到位、修复有效”为制度建设目
标，建立健全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

2019 年 3 月 28 日，两江新区生
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在对重庆三圣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进
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违法排放
混凝土罐车清洗废水和倾倒混凝土
泥浆，对外环境土壤及水体造成污
染。

经评估鉴定，本案的生态环境损
害量化金额为948.16万元，其中包括
污染源消除费用105.7万元、环境整治
工程费用799.86万元、生态服务功能
损失13.1万元。

通过法制宣传和会议磋商，重
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混凝土分
公司签署了生态损害赔偿协议，自主
对受损害的土壤实施了生态修复，同
时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了其他赔偿义
务。

2019年，“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混凝土分公司非法倾倒混凝土泥
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生态环
境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十大典型案
例”。

作为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试行省市，重庆市大力推进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例实践，大胆探索，积极创
新，构建了实施方案和配套的事件报
告、鉴定评估、赔偿磋商、损害修复、资
金管理、司法衔接等“1+10”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框架，建立起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专家支持机制、联合指导机
制、动态管理机制、司法衔接机制，助
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在重庆
落地见效。

截至目前，重庆市共办理赔偿案
件216件，赔偿金额共计1.4亿元，累计
修复土壤20.5万平方米、林地45.9万
平方米、矿山11.0万平方米，增殖放流
鱼苗40余万尾。

既担义务也享权利，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日趋完善

“上游的水质变好了，就由下
游补偿上游；上游的水质变差了，
那就得由上游补偿下游。”最近，
围绕涪江支流小安溪流域的水环
境保护，合川和铜梁这两个区“较
上劲”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维护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地处
小安溪上游的铜梁区以及下游的合川
区打破传统局部水污染治理局限，以
流域污染防治为重点，签约建立小安
溪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补偿金为每月100万元，实行‘月
核算、月通报、年清缴’，最高一年补偿
金额可达1200万元。”合川区生态环
境局负责人介绍，补偿资金将专项用
于小安溪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
局优化、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
境保护和环保能力建设等。

表面看似“掰手腕”的流域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实质却是两区联手改善
流域生态环境的相互激励；对生态环
境补偿机制的巧妙运用，形成了争相
改善各自辖区生态环境的促进机制，

这正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达成的目
的。

市政府印发的《重庆市建立流域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试
行）》，建立了“谁污染、谁补偿，谁保
护、谁受益”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激励
约束机制。

截至2018年11月，市域内流域面
积500平方公里以上且流经2个及以
上区县的19条次级河流，涉及的33个
区县全部签订生态补偿协议，较原计
划2020年底前实现补偿机制全覆盖的
目标任务提前两年完成。

依据相关补偿协议清算，截至
2019年12月底，市财政和流域相关区
县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受偿）资金
达到9691.8万元。

同时，我市积极加强与周边省份
协调联动，加快推动建立跨省（市）流
域补偿机制，于2018年12月与湖南省
政府正式签订《酉水流域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协议》。依据协议清算，湖南省
已向我市支付2019年补偿金480万
元。

市生态环境局水环境生态处负责
人介绍，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实
施，充分体现了重庆综合运用行政、法
律、经济手段协同推进水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环保税倒逼转型升级，引导
企业绿色发展

重庆税务部门联合生态环境
管理部门，形成环境共治合力，落
实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引导企
业由“被动环保”向“主动环保”转
变，助力重庆建设成为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

绿色税制促进绿色发展，《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已
有4年。环保税开征以来，我市不少企
业通过加大节能减排投入，尝到了绿
色发展的甜头，缴纳的环保税逐年递
减，经济效益逐年攀升。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
是受益企业之一。该企业位于南岸区
茶园长江工业园区，产品主要涵盖齿
轮加工机床、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
智能制造装备等。从2015年开始，该
企业陆续为环保项目投入资金2800万
元，配备了各类废气处理设施、污水处
理系统等环保设施，不断增强自身处
置能力。

“环保税的实施加速了企业转型
升级的步伐，根据环保税‘多排多缴、
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机制，想要减
少税负，就必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改
善产品生产工艺。”公司负责人介绍，
企业投入专项资金，增加喷漆室、调漆
间废气处理设施、打磨废气处理设施、
喷砂废气处理设施等设备，并从原辅
料、生产工艺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
通过废物循环利用，有效降低了企业
排污量。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市税务部门
不断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持续
深化重庆市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
建设，形成合力，提高征管质效。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
生导师、教授胡元聪表示，“实现高质
量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需要各部
门聚智聚力，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好每
个‘棋子’的作用，相互配合形成良好
局面。以环保税为主的绿色税制，是
相关部门开展协同共治的一个很好
的着力点，发挥其调节、引导、倒逼的
作用，将有力推动全市产业节能减
排、绿色发展。”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落实环保税政策

重庆加快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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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四川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9月27日，重庆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政务服务保障、
节约型机关建设、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等领域开展合作，协同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据了解，两地机关事务管理局将
坚持“优势互补、合作互动、协同创新、
共同发展”原则，着力构筑起机关事务
工作“政策共研、标准共建、信息共享、
干部共训”合作机制。

根据协议，两地机关事务管理
局的合作内容共有6项，分别是共同
服务保障川渝两地政务交流及经济
合作等会议活动、共同推进标准化

信息化“两化融合”建设、合作开展
节约型机关建设、协同开展政策理
论研究、对接编制机关事务发展规
划、构建机关事务干部交流培训机
制。

在推进川渝两省市节约型机关建
设方面，两地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发挥
职能相同、资源相似、地域相近的优
势，推动节能降耗、制止餐饮浪费、新
能源技术运用、绿色出行、运行成本控
制等具体事宜上的合作交流，推广节

能信息化技术共享运用。
围绕共同推进标准化信息化“两

化融合”建设，两地机关事务管理局将
聚焦办公用房管理、公务用车管理、公
共机构节能管理、机关资产管理、机关
后勤服务等方面重点业务工作，加强
标准制定和贯彻、融合探索和创新、信
息共享和监管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形成具有服务双城经济圈建设鲜明特
色的机关事务工作理论、实践和工作
成果。

川渝两地机关事务管理局签署合作协议
就节约型机关、“两化融合”建设等开展合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智
慧政务是大数据社会的产物，是未来
发展趋势。9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南岸区政务办获悉，该区深入推进

“一网通办”，今年 1至 8月，南岸区
“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办
件量达到3.14万件，按时办结率达到
100%。

“智能化办税为我们节约了办税
的时间成本，特别是电子税务局的不
断优化升级，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在
网上办了。”追星汽车服务（重庆）有限
公司财务人员章湛就为线上办理的高
效率点赞，“现在可以在网上申领发
票，直接免费邮寄到公司，对我们这种
每月用票量大的企业来说，真的是太
便利了。”

“为了提高办税质效，我们在‘互
联网+智慧办税’方面做了不少探索。”
南岸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所长夏令表
示。

夏令介绍，这些探索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设置70多台自助办税终
端为纳税人提供非接触式全流程办税
服务；二是采取在线辅导加现场辅导
结合的方式，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
走马路”；三是打造智能咨询渠道，实
现365天、24小时接受纳税人无障碍
咨询。目前，90%以上涉税业务可实现
线上咨询、网上办理。

智慧办税仅是南岸区推进“一网
通办”的一个缩影。聚焦智慧应用
提升，南岸打造了“一网、一门、一窗
式”智慧政务中心，构建区、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智慧政务服务体
系。

其中，区级行政服务中心设置分
领域综合窗口和无差别综合窗口，15
个镇（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和147个村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建设全科综
合窗口，将人力社保、医保、民政等10
个部门100余项服务事项纳入全科窗
口“一窗综办”，对近50%的事项压缩
办结时限，累计减少办结时限615天，
提速41%。

此外，以群众办事方便为出发点，
南岸区大力推进套餐式、主题式集成
服务即“一件事一次办”改革，首批推
出“我要开饭店”“我要开理发店”“我
要开广告公司”等26项高频事项“一件
事一次办”集成套餐服务，结合并联审
批、部门联动、数据共享，实现办理事
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
次办成”，累计承诺时限减少287个工
作日，群众累计跑动次数减少92次，提
交材料减少157份，申报表减少72份，
提速49%。

“‘一网通办’不仅大幅提高市民
办事效率，也能够改变过去部门之间
信息系统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政务管
理上彼此封闭信息不通的局面。”南岸
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何飒表示。

“一网通办”的效益正逐渐显现：
今年1-8月，南岸区共办理行政审批
和公共服务事项3.14万件，平均每月
办件量达到4000多件。其中，网上行
政审批办件量居全市第二，公共服务
事项办件量居全市第一。

下一步，该区将持续提升整体服
务能力，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
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持续提升政务
服务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推动更多
事项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一网通办”

“全程网办”。

南岸区深入推进“一网通办”

1月至8月办结事项3万多件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 月 27
日，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重庆万
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京邦达物
流有限公司、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4
家企业签署退役军人就业合作协议
书。

据悉，这四家企业第一批将拿出
4000余个岗位招聘退役军人，提供电
子商务、技术工程师、财务管理、产品顾

问、机械维护、仓储物流、交通驾驶等多
层次岗位类别。4家企业还将对招录
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职位晋升进行专
门规划，提供帮助。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签署合作协议，是前期与
部分大型企业签订退役军人就业合
作协议基础上，对“权威推荐+自主就
业”相结合就业促进模式的进一步探
索。

四家企业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签署退役军人就业合作协议

第一批将提供4000余个岗位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近日，市
高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共同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全市企业家座
谈会精神开展“保市场主体、助企业发
展、清挂案积案”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提出用3个多月时间对涉及国企、民
企、外企、港澳台资企业等市场主体以
及企业法定代表人、高管、关键岗位人
员的刑事挂案、民事刑事积案进行全面
清理，为全市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从9月20
日起至12月31日止，共分三个阶段进
行。

实施方案明确了依法平等保护、用
足用好政策、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协作
配合4项原则：

要依法平等保护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外资和港澳台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运
用司法手段形成全市长期稳定发展预
期；

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
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极推行涉
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坚持善意文明执
行理念；

要准确掌握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

程中面临的法律问题和司法需求，着力
解决疑罪从有、疑罪从挂、构罪即捕、构
罪即诉、久审不判、久执不结，违法查
封、扣押、冻结，不规范使用限高失信措
施等突出问题；

要统一司法尺度，健全长效机制，
加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会商会诊，在
侦、诉、辩、审、执等诉讼环节形成合
力。

此外，实施方案还明确提出了准确
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依法慎重适用强制
措施、扎实开展刑事诉讼“挂案”清理、
加大追赃挽损工作力度、依法妥善处理
涉企业民事纠纷、依法稳妥开展涉市场
主体民事执行工作、维护涉案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注重涉企矛盾纠纷化解调
处、积极主动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加强
长效机制建设十项具体措施。

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我市政法
机关还将开展“送法进企业”等法律服
务活动，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
裁、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
完善对市场主体的法律服务网络，健全
涉企案件投诉、受理、办理、反馈、评价
等工作流程，并建立公安立案、检察不
捕不诉、法院重审改判等环节的信息共
享、案件移送、接收通报制度。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等部门共同出台方案

保市场主体助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