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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10月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国资委获悉，
川渝两地国资国企联合打出“组合
拳”，通过“发指数+设基金+搭平
台”的方式加深合作，为加快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国资国
企力量。

据介绍，近期，川渝两地国资委发
布成渝经济圈指数、设立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发展基金、构建川渝共同产
权市场互联网平台。其中，成渝经济

圈指数涵盖川渝两地100家上市公
司，具有较好的区域代表性与可投资
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基金主
要围绕国家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
点扶持产业发展方向，着力投资并培
育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型显示、新
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
业；川渝共同产权市场互联网平台，面
向川渝两地乃至全国国资国企与投资
人开展实时交流互动，截至今年上半
年，“川渝共同产权市场互联网平台”

在挂项目8239宗、涉及金额217亿
元，项目累计成交3976宗、成交金额
330.14亿元。

同时，川渝两地国资国企还重点
强化两地大通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成渝高速扩容、成南高速
扩容、遂渝高速扩容、成南达万高
铁、成乐高速扩容、成德眉资同城化
外环铁路建设等重点项目，积攒发
展后劲，为川渝协同加快发展提供交
通支撑。

川渝两地国资国企联合打出“组合拳”

□本报记者 王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指出要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探索绿
色转型发展，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这无
疑是给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的二圣带来了发
展新机遇。”10月27日，巴南区二圣镇党委
书记刘俊军表示，下一步，二圣镇将围绕

“生态优先、产业打底、康养提效、旅游增
收”的思路，努力打造成渝“后花园”。

在生态保护方面，进一步深化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认识，严格落实

“林长制”“河长制”，加强白象山、天坪山重
要生态空间生态保护，加快推进全市两山
实践基地创建工作，还老百姓岸青水绿、鱼
翔浅底的景象。

同时，加大生态产品供给。在现有
6000亩生态梨园基础上，扩大生态梨园示
范区规模，实施病虫害绿色防控，建立农业
产业生产销售全生命周期数据体系，实现
农业产业生产销售数据透明可查可追溯。
做大做强“二圣梨”“定心”“巴南银针”“龙
马谷生态鱼”等生态产品品牌，做强做优石
斛、梨膏、蜂蜜等药膳健康养生产品，让游
客吃得放心，让村民增收致富。

始终坚持农旅融合发展，推动生态产
业做大做强。依托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块链技术与智慧农业相结合，做大做强

“茶梨渔花”四个万亩产业，利用中国最美
茶园、重庆十大旅游新名片等品牌效应，做
好“云林天乡”“定心茶园”“天坪梨园”旅游
点位提档升级工作，持续办好梨花节、采梨
节、农民丰收节、老外学非遗等节庆活动，
着力打造成渝“后花园”。

巴南区：农旅融合打造成渝“后花园”

□本报评论员

川渝两地共处长
江上游，肩负着保护
长江母亲河的重大责
任。《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明确要求，“共筑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我
们 要 坚 持 共 抓 大 保
护、不搞大开发，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压倒性位置，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深入实施主
体功能区战略，全面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格局。

成渝地区山水相
连，生态环境休戚相
关 。 共 治 生 态 环 境

“一江水”，既是唱好
“双城记”，共建经济
圈的客观需要，也是
顺应两地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
要求。落实《纲要》，
就要聚焦生态共建共
保、污染跨界协同治
理、绿色转型发展等
重点领域，坚持靶向
发力，守护好一江碧
水、两岸青山。

大力推动生态共
建共保。奏响生态保
护“合奏曲”，既要共
建生态网络，又要共
抓生态管控。“建”的
重点要放在共建绿色
生态廊道、共筑绿色
生态屏障、强化重要
生 态 空 间 保 护 等 方
面；“管”的重点要放
在建立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制度、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建立禁捕
长效机制等方面。目
前，长江干流重庆段
总体水质为优，但生
态保护修复丝毫不能
松 懈 。 重 庆 要 强 化

“上游意识”，勇担“上游责任”，精心编制长
江、嘉陵江等“六江”生态廊道规划，加快实
施“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落实好长江
十年禁渔，绘就美丽生态蓝图。

不断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推动环
保标准统一，才能形成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的合力，实现一张负面清单管川渝两地。这
既是《纲要》的要求，也是协同治理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川渝两地才能在“跨界水体环
境治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土壤污染及
固废危废协同治理”三个方面有所作为。重
庆要以最大的决心肩负起筑牢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的责任，在长江、嘉陵江一级支流开
展水环境治理试点示范，与四川共建跨省市
空气质量信息交换平台，协同开展“无废城
市”建设，让巴蜀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

努力探索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保护生
态环境和发展经济是有机统一的。如今，成
渝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绿色
发展按下了“快进键”，更需要构建绿色产业
体系、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开展绿色发展试验
示范。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
口，重庆要大力支持万州及渝东北地区探索
绿色发展新模式，支持广阳岛开展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示范，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
保护和补偿、绿色金融等领域先行先试、尽快
突破。要学好“两山论”，走好“两化路”，以

“生态+”的理念谋划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实现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事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让“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地生根，齐心协
力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我们就一定能守
护好巴山蜀水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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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这段时间，河岸两边乱排乱放情况得
到治理，但我们还得巩固治理成效。”10月
27日，长寿区万顺镇水利服务中心正与相
邻的四川邻水县黎家镇水务站进行每周一
次的电话联席会。

大洪河是长江上游北岸二级支流，流
经邻水黎家镇和长寿万顺镇，全长158公
里，流域面积约1451平方公里。“在万顺镇
的东风村，大洪河有近两公里的跨界河段，
其水域范围归邻水黎家镇管辖，而行政区
域又在万顺范围内。”万顺镇水利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贺江华告诉记者。

近年来，两地不断深化河湖长制合作、
开展河流联合巡查、加强河流信息互通，对

河岸乱搭乱建、污水偷排直排等行为开展
联合执法，形成联防联控机制。

今年6月，黎家镇河长巡河时发现，大
洪河流经东风村的跨界河段有几条废弃的
木船，船上还堆放着一些垃圾杂物，影响了
河道美观。经查证木船归岸上东风村村民
所有，但东风村又不在邻水管辖范围内，他
们只能向万顺镇求助。“接到黎家镇反馈的
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上门，
给村民讲政策、做工作，终于说服他们主动
搬移了木船，重新恢复了河畅、水清的河岸
环境。”贺江华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两地联合治理下，去年以
来，大洪河黎家镇—万顺镇水域共清理垃
圾7吨，拆除河道沿线违规的建筑物、构筑
物、设施1400平方米，取缔了一批养猪场、
砂石场等，大洪河长寿水域水质持续达到
Ⅲ类以上，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两地呵护大洪河岸青水绿

□本报记者 陈维灯

近日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深入实施主
体功能区战略，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建
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格局，并提出“推动生态共建共
保，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探索绿色转型
发展新路径”三项具体任务。

如何推进川渝两地共筑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10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重庆市相关部门和部分区县负责人。

推进“六江”生态廊道建设
推动生态共建共保

“《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以长江、嘉陵
江、乌江、岷江、沱江、涪江为主体，其他支
流、湖泊、水库、渠系为支撑的绿色生态廊
道。”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吴盛海介绍，川渝
两省市联合编制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
土空间规划、“六江”（长江、嘉陵江、乌江、
岷江、沱江、涪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协商
划定两地生态保护红线，协同推行林长制，
推进“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生态治理，在重
庆江津建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川渝司法协作生态保护基地，
重庆广阳岛片区获国家支持开展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示范，广阳岛成功创建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大熊
猫国家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长江生
态文明干部学院等建设有序推进。

市林业局局长沈晓钟介绍，重庆深入
推进“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等重点项目实
施，推动川渝生态共建共保。从2021年起
到2030年，重庆将用10年左右时间，以森
林数量提升、森林质量提升和森林综合效
益提升为主开展营造林315万亩，其中通
过新造林实现数量提升98万亩，通过对现
有林进行培育实现质量提升217万亩。

对此，江津区委书记李应兰表示，江津
与泸州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生态相融，一
直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愿望，江津持续推
进双城经济圈生态共建环境共保走深走
实，协同推进一江（长江）、一河（塘河）、一
山（四面山）生态屏障建设；积极对接“三线
一单”实施工作，共同就毗邻地区产业布
局、环境管控进行统一协调；配合推动川渝
跨界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落地落
实，协同开展生态综合补偿试点研究。

梁平区委书记钱建超表示，梁平携手
川渝七区县，严格保护好明月山300万亩
竹林资源；保护原生植物，开展森林抚育，
实施低效林改造，投资15亿元的国家战略
储备林项目全面开工；共同保护龙溪河、明
月江等水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严格保
护合理利用沟渠塘堰溪等乡村小微湿地。

推动水岸共建共治
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

“在污染共治方面，川渝两省市全力配
合生态环境部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协同推进嘉陵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联合开展生态环境标
准统一政策措施研究。”吴盛海介绍，川渝
两省市还协调实施毗邻区域“三线一单”，
制定区域环境准入协商机制，共同推进成
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重大项目环评
工作。

此外，川渝两省市联合清理整治河道
“四乱”、污水“三排”问题，推进铜钵河、琼
江等跨界水污染联合防治试点；建立跨区
域水泥行业错峰生产制度，开展5轮次蓝
天保卫战联动帮扶，共享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1430余万条；在全国范围内率先签订跨
省市生态环境联动督察协议，扎实推进新
盛河（任市河）跨界流域问题整改等。

市水利局局长张学锋介绍，川渝两省
市聚焦重点问题，推动水岸共建共治，联合
开展跨界河流“治三排”和“清四乱”专项行
动，累计排查河流管理保护问题465个；建
立跨界河流联合督导及问题交办机制，组
织开展琼江、大清流河联合暗访巡查，联合
交办督促整改问题22个；开展2021年川
渝跨界河流联合暗访，排查发现的144个
河湖管理保护问题已移交相关市、区县整
改。

下一步，川渝两省市将加快建立各级
联合巡查制度，持续开展联合暗访巡查，探
索跨界河流管理保护问题联合交办、督办、
销号闭环管理机制，推动排查发现的问题

整改清零，促进跨界河流水环境质量提升。
“深入推进双城经济圈污染共治。”李

应兰称，江津积极利用国开行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贷款和长江生态环保集团资金
在长江及塘河等重要支流开展水环境综合
治理；积极推进长江流域水环境风险联防
联控，共同制定了《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
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协同防控夏秋季
臭氧、冬春季细颗粒物污染，推进区域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探索选择区域代表性污染
场地和农用地，共同开展污染土壤治理与
修复试点。

钱建超表示，梁平坚持系统治理，推进
污染共治。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理好
水，聚焦龙溪河、铜钵河、明月江等跨界河
流，与毗邻区县常态化开展联席会商、联合
巡查、联合执法等工作。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探索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

“要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关键是要构建
绿色产业体系。”吴盛海介绍，重庆以智能
制造为主攻方向，一方面加快推进传统产
业智能化改造，一方面加快发展能耗低、污
染少的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先进
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成为绿色
发展新动能。

“针对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项目，
我们严把环境准入关，在全国率先开展将
碳排放评价内容纳入环评的试点工作。”吴
盛海介绍，我市环评融合碳评工作重点围
绕钢铁、火电（含热电）、建材、有色、化工

（含石化）5个“两高”行业和全市所有产业
园区开展，建设项目和行业规划、园区规划
环评中均引入碳排放评价，从政策层面引
导各区县加快发展能耗低、污染少的先进
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沈晓钟介绍，重庆在建设“两岸青山·
千里林带”中，根据地形地貌差异和经济社
会条件，因地制宜，科学布局。从平面上
看，重庆对以长江三峡、乌江画廊为代表的
峡谷景观生态屏障类，以经果林、森林旅游
为代表的浅丘产业生态屏障类，以城周“四
山”保护提升和广阳岛片区绿色发展示范
等为代表的城镇功能生态屏障类这“三种
类型”实行分类指导。从立体上看，重庆对
高山生态防护林带、中山生态产业发展带、
滨江景观生态隔离带、消落区固土涵养生
态带这“四带”进行空间统筹。

“川渝一家、发展一体、命运与共。”李
应兰表示，江津大力推行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绿色发展，江津、泸州两地生态环境部
门签定了《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8个方
面具体合作事项。同时，江津不断深化合
作范围和领域，共同完善了“渝川黔”经济
社会发展协作机制，共同编制了“泸永江”
融合发展示范区总体规划等。探索联合开
展排污权、碳排放权跨区域交易、企业清洁
性生产等。

“坚持绿色发展，推进产业共兴。”钱建
超表示，梁平坚持以“生态+”的理念谋划发
展、“+生态”的思路发展产业，以创建国家
高新区、国家农高区、建设双桂湖智创生态
城为载体，加快发展绿色制造业、绿色农
业、绿色旅游业等，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生态共建共保 污染协同治理 绿色发展一起探索

川渝聚焦3大任务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10月
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税务局获
悉，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中
心当天正式运营，川渝高竹新区范
围内的企业和市民可以跨省办理所
有税费事项。这也意味着川渝两地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跨省（市）级电子
税务局互联互通。

据介绍，川渝高竹新区是全
国唯一的跨省共建城市新区，规
划范围包括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高滩镇、坛同镇和重庆市渝北区
茨竹镇、大湾镇，这四个镇的纳税
人缴费人都可以在川渝高竹新区
税费征管服务中心跨省办理税费
事项。

“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
中心设置了咨询导税区、智能办税
体验区、自助办税服务区、网上办税
区、办税服务区、12366热线电话咨
询区六大区域。”市税务局二级巡视
员、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处长许皓介

绍，目前，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
服务中心配置了自助办税、发票申
领、发票代开、智能填表、一体办
税、模拟办税体验等智能办税终
端，所有终端均实现单台设备同时
服务川渝两地纳税人。同时还配置
了人工窗口，由广安、渝北按1:1比
例派驻业务骨干联合办公，以人工
窗口兜底，确保川渝两地纳税人、
缴费人享受到更优质、高效、便捷
的服务。

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中心正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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