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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菊
梅）12月5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税务局获悉，国家税
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与重
庆市税务局日前签署《川渝
统一纳税咨询服务意向
书》，进一步深化税务合作，

预计3年内统一两地纳税咨询服务。这意味着，12366税务
热线接线员能解答两地企业、群众的涉税问题。

具体而言，川渝税务部门将实现纳税咨询服务“六统一、
两互动”。

“六统一”方面，川渝税务首先将统一咨询服务时间。其
次，将统一共享12366地方知识库和智能知识库，共建川渝地
方知识库。第三，将统一通用税收政策咨询答复口径。第四，
将统一线下培训和在线直播培训。第五，将统一质量互检标
准，促进12366热线质效提升。第六，将统一运行管理模式。

“‘六统一’实现后，纳税咨询服务的涉税业务范围将会更
广，同时，统一的税收政策咨询答复口径将减少纳税人咨询过
程中的不确定性，咨询体验会越来越好。”市税务局纳税服务
处副处长张罗乐表示。

川渝将统一纳税咨询服务
12366税务热线接线员能解答

两地企业、群众的涉税问题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了解到，西部（重庆）科
学城已初步规划出智慧交通体系，将打造“一中
心、一基地、一路网、一平台、多应用”的智慧交通
体系。未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利用云计算
等先进技术，让城市管理更科学，道路更通畅。

重庆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智慧交通是以云计算平台为基础，以利用
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先进技术
为手段，多渠道感知和收集相关交通数据，再运
用“云大脑”进行分析研判，给出信号控制和交

通组织的最佳方案。
该负责人介绍，科学城将打造的智慧交通

体系包括：一中心，即以研究智慧交通为主的研
发中心；一基地，以“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
地（重庆）”为基础的网联汽车与车路协同技术
检测基地；一路网，以科学城核心区为示范的交
通智能路网；一平台，形成融合交通数据与规划
的决策运行平台；一产业，形成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集群；多应用，建成交通管理、运输管理、养护
管理、应急管理、智能停车、智能公交、车路协同
等多场景、多服务应用。

未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打造5G车路
协同示范路段。道路两侧及路口灯杆上装有摄
像头、无线发射传感器等智能路测设备，负责实
时收集路况信息，并传输到智慧交通“云大脑”
和车辆上，从而实现车与路的信息交互，由城市
云统一调度车流行进，大幅改善交通效率。

用“云大脑”实现车与路的信息交互

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打造智慧交通体系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通讯员 冉春轩 傅春蓉

“十里崎岖半里平，九山微水一分田”。
地处渝东北深山腹地的巫溪县，山大坡陡，沟
壑纵横。全县54万人口中，半数以上的人居
住在中高山农村地区，水质、水量得不到有效
保障。自2015年脱贫攻坚以来，巫溪县大力
推进水利扶贫，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工程，让20余万名山区群众吃上了放心水。

岩壁缝隙夜“守水”
位于喀斯特地质区的巫溪县，地表水难

以保存，群众长期缺乏饮用水源。“天上下雨
山下流，雨停三天用水愁。”这句当地流传的
顺口溜，道出群众用水难、吃水难的心酸。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巫溪县先后采取打
水池、挖山坪塘等方式集蓄天然雨水，解决水
源难题。但山坪塘里的水因无法循环，时间
一长，就变成了“死水”，水质差、不卫生，很多
人饮用后腹痛腹泻。

但就是这样的水，村民还得省着用：洗完
脸的水再用来洗脚，洗完脚的水再用来喂猪
喂牛。如果夏季遇旱情，冬季遭冰冻，村民们
就连这样的水都吃不上，只能到更远的堰塘、
水库去挑水，或者到山洞里去“守水”。当地
年长的人记忆里，都有一段“守水”的故事。

那时，村民们白天干农活，傍晚便家家户
户挑上水桶、拿上水瓢、带上手电筒，走上七

八里路，去“守水”了。在荒无人烟的山中，他
们守着那从岩壁缝隙里渗出来的麻线粗细的
一股山泉水，等上几个小时，才能从一个巴掌
大的小水窝里，一瓢一瓢地舀满两桶水，然后
挑回家。若遇到旱情严重，水量小，守水的人
多，他们则可能一整晚也守不到一担水。

后来，巫溪县相继实施了农村人畜饮水、
饮水解困、饮水安全工程，在水源短缺、人口相
对集中的区域修建了大量蓄水池，保障村民日
常用水。但受限于地理条件和经济水平，这些
蓄水池和引水管道缺少管护，久而久之破损严

重，水质也未彻底改善，群众吃“放心水”的愿
望并未实现。尤其是那些居住在海拔1000米
以上的群众，因坡度大、距离远，集中蓄水点的
水源根本上不了山，还是只能“望水兴叹”。

巫溪县中高山区的一些农村，很多农户
在改建房屋时，都会在楼顶用水泥砖围一个
高约50厘米左右、面积较大的小型蓄水池，
专门用来存集雨水，俗称“楼板水”。一场大
雨过后，水池蓄满，能用上十天半月。但遇上
天公不作美，曝晒几天蒸发快，微生物迅速生
长，水质就变腐了，用当地的话说就是：“水上

漂油、缸底留垢。”这时，人们又只能去挑水或
用车拖水，劳动强度大、运水成本高。因此，
很多留守老人和孩子的生活用水便成为外出
务工者的一块心病。

一条“水龙”穿林间
今年春节，胜利乡健农村村民齐明再也

不用“为水愁”了。自从巫溪县水利局在胜利
乡实施农村安全饮水提升工程后，他和周边
几个村的村民用水就再也没缺过。

（下转3版）

祖祖辈辈缺水之地用上放心水
巫溪县大力推进水利扶贫解决20余万名山区群众用水难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几天前，万州区李河镇棕花村的村
民亲眼见证了一件“稀罕事”：合川区生
态环境局以每株6元的价格，来棕花村
买了3万多株草，总价20万元。

“田书记说种草能卖钱，开始我还
以为他是忽悠人的。”

“听说长寿、大渡口都要来买草
呢！”

村民口中的“田书记”，是市生态环
境局驻棕花村扶贫第一书记兼驻村工
作队队长田军。

那么，6元一株的草究竟是什么
草？为什么村民之前觉得田军是在忽
悠人呢？

棕花村的双重任务
棕花村为市级深度贫困村，户籍人

口2352人，819户。2015年打响脱贫
攻坚战时，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2 户 358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达 到
15.22%。

去年3月来到棕花村之前，田军很
忐忑，从没有在农村工作过的他，对于
能否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心里没底。

通过近两个月的摸底调查，田军熟
悉了全村的情况，然而现实让他更加愁
眉不展。

“棕花村是甘宁水库移民后靠村，地
少人多，村里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是畜
禽养殖业。”田军说，全村共十余户猪、
牛、羊养殖户，各类畜禽存栏量近7000头（只），“如果按排污当
量计算，相当于棕花村的几个山头上生活着两万两千多人。”

而棕花村所在的葵花山脉下有苎溪河、瀼渡河两条长江
一级支流流经，作为万州城区百万人口饮用水主水源的甘宁
水库也在此。

“尽管村里的养殖户按照规定修建了三格沼液池环保设
施，并让沼液还田，但养殖废水对饮用水水源地及长江水系的
环境污染隐患依然存在。”田军介绍，棕花村面临同时打赢脱
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双重任务。

“不靠谱”书记要种草
怎么办？
田军想起“结识”了十几年的香根草。这种草既耐旱又耐

涝，不仅治污，还可以发展产业致富，便想在村里发展香根草
产业，走生态兴村的道路。

听说新来的第一书记要种草，村民们充满疑虑，私下里也
议论纷纷：

“怕是忽悠人的哦，没听说种草能卖出钱的。”
“听说他都没在农村待过，怕是不靠谱哦。”
田军决定用事实说话。他找来种子和几个花盆，在办公

室里就倒腾起来。
5月的一天清晨，田军一个人在村委会旁的一块闲置地

里忙碌着，把花盆里长出的草苗移栽到地里。
“田书记，你到底种的啥子草哦？”有路过的村民按捺不住

好奇心。
“这是香根草，印度、泰国、缅甸这些国家很多，昆明也种

得有。”田军告诉村民，“这香根草作用大得很，不仅可以让脏
水变干净，还可以喂牛羊。等草长大了，拿一些给村里的牛儿
尝尝。”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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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黔江区冯家街道寨子大桥
工地，工人正在施工。

阿蓬江将冯家街道寨子社区隔断，
村民历来靠撑船和走“甩甩桥”的钢绳桥
过河，给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也
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黔江区在今年
年初启动创建寨子乡村振兴市级示范点
时，在阿蓬江上开工修建寨子公路桥，解
决村民出行问题，助推了产业发展、脱贫
增收和乡村振兴。该项目预计于2021年
元旦通车。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阿蓬江上
建“乡村振兴”桥

本报讯 （记者 罗芸 黄光红）我
市养老产业营商环境在全国排名第二
——这是记者4日从“首届中国康养30
人论坛”上获悉的。

上月，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等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养老产业营
商环境评价指数研究报告》中，我市养老
产业营商环境评价指数位列全国第二位。

据统计，目前我市现有养老机构
1427所，养老床位22万张，每千名老人
拥有床位 30.5 张，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27.9%。其中，我市公办养老机构 908
所，拥有床位8.2万张；社会办养老机构
519所，拥有床位6.8万张，城乡日间照料
床位7万张。全市社会运营养老床位已
超过50%。

近年来，我市积极发展养老服务设

施，全市现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2119个，覆盖率提高至69.8%，今年年底
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4986个，覆盖率提高至62.1%，并计划
到2022年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九龙
坡、渝中、大足等8个区县纳入国家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区，获得中央财
政1.77亿元资金支持。

为满足市民养老需求，我市连续举办
中国（重庆）老年产业博览会，养老服务社
会投资超过47.2亿元，引进了中铁、光
大、泰康、远洋集团等9家大型养老企业，
培育了百龄帮、合展、宏善、迪马常青树等
13家本土连锁化企业，建成国家级智慧
健康养老企业5家，市级养老产业聚焦区
3个、康养旅居示范基地7个，养老服务产
业不断壮大。

重庆养老产业营商环境全国排名第二
全市现有养老机构1427所

▶工人们在崇山峻岭中铺设水管。
通讯员 冉春轩 摄/视觉重庆

▲巫溪县花台乡八龙村村民王国增用干净的自来水洗菜。

□新华社记者 陈国洲 刘恩黎

今年以来，受疫情和洪灾叠加影响，
作为重庆支柱产业之一的文旅产业遭受
严重冲击，一季度全行业几乎“停摆”。
重庆通过一场政府发动、市场广泛参与
的“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活动，推动

文旅业迎来全面复苏。数据显示，近5
个月的“双晒”实现直接文旅消费上亿
元；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重庆市A级旅游
景区接待游客1108.6万人次，按可比口
径同比恢复86.3%。

一招“妙棋”，走活文旅市场
重庆自然风光雄奇，人文底蕴深

厚，一直广受海内外游客青睐。然而，
一场疫情让原本火爆的重庆文旅市场
几乎彻底“停摆”。

“1月到4月，公司下属的景区、游

轮、酒店、文创产业全部停摆，损失巨
大。”重庆旅游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杨静
说，虽然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
下，4月份文旅行业开始复工复产，但全
社会旅游信心不足，造成文旅行业复苏
异常艰难。

为此，今年6月，重庆启动“双晒”大
型文旅推介活动，通过“区长县长双晒
直播”“文旅精品90秒”“区县文旅精品
荟”“云上文旅馆”等方式全方位展示重
庆文旅亮点、拉动文旅消费。

（下转3版）

困 境 中 的 破 冰 之 举
——重庆“双晒”推动文旅产业全面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