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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刘裕国

1亿元，能办多少件民生实事？四
川省资阳市办好了四五百件看似不起
眼的民生“小事”。

资阳建市较晚，城市基础设施欠
账多，老城区街巷破损、拥堵、脏乱差
臭等问题突出，长期未能改善。这两
年，资阳决心啃下这个“硬骨头”。

吴家巷日杂公司宿舍楼下，水泥
路面干净平整。而在居民田泽辉的记
忆里，1年前这里简直没法下脚。资阳
市、雁江区两级将背街小巷整治三年
行动纳入重大民生工程计划，每年投入
3000余万元，用 3年时间补齐背街小巷
道路、排水、路灯等方面的短板，改善人
居环境。经过征求意见、实地调查，
2016年启动实施背街小巷整治工程点
位80个，总投资4960余万元。按照“先
急后缓、梯次推进”原则，首先启动实施
应急类工程 47个，包括断头路抢通、危
旧旱厕改造、淤积水系疏通等。

去年启动的 80 个背街小巷整治
点位，已建成投用 74 个。今年新确
定 整 治 点 位 159 个 ，总 投 资 3120 万
元，已完成施工招标。2018 年整治点
位预计也将有上百个。3 年总投资将
超过 1 亿元，解决了四五百个背街小
巷“痛点”。

陈家巷入口处，曾是中心城区“时
代广场”，后来却成了“小吃一条街”，
地上油污漫溢，很多人在此滑倒。如
今，这里新建了两个花台，还设置了休
闲座椅。有名的“烧鸡卤菜”摊，搬进
了旁边的门市里，还安装了油烟净化

设施。
“城市整治，对主干道的美化、亮

化、绿化，是锦上添花；对背街小巷的
改善，更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雪
中送炭。”资阳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
长杨峰说。

整治工作点多面广、矛盾重重：取
缔马路市场，要考虑摊贩的生计，还有
农贸市场的新建改建；城市油烟污染
治理，要引导、支持餐饮业主购置油烟
净化装置；清除城市牛皮癣，则要专门

设置信息发布栏……住建、规划、财
政、城管、街道社区等，必须全部联动
起来，合力攻坚。

东延线延伸段，刚修好的柏油路
上车来车往。不久前，这里还是土路，
夹在两个工地间，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启动整治工程时，附近居民主
动帮忙抽水、拆除工棚、搬东西。

整治工程也改变了民风和秩序。
中桥巷内雁江七小校外原来道路破
损，乱搭乱建严重。副食店老板余家

惠说：“现在环境这么好，谁也不好意
思占道经营了。”

小巷子连着大民生。近年来，资
阳财政性民生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
出比重保持在 66%以上。市委书记周
喜安说：“背街小巷直接关系着老百姓
生活舒不舒适，影响着老百姓的幸福
感。”背街小巷整治，正是用一个个实
实在在的改变，呼应着群众的一个个
切身诉求。

原载11月28日《人民日报》13版

□白水 肖良

近年来，安岳县乡村旅游业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全县强
力推进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宝森生
态旅游度假区、悦缘花谷、魅力
柠海、青莲谷等乡村旅游景点层
出不穷，推进乡村旅游项目向观
赏、休闲、度假等方向扩展。在
安岳，乡村旅游已成为推动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后发赶超、潜力
巨大、优势明显的新兴业态。

乡村旅游看“宝森”

11 月 16 日，笔者走进宝森生态旅
游度假区，只见湖光潋滟、美景如画，
农业园区、游乐场、康养中心等硬件设
施规划得井井有条。经过几年的精心

打造，宝森生态旅游度假区今年开门
迎客，已成功跻身 3A 景区，目前正积
极争创 4A景区。

“我们规划面积 11.53 平方公里，
目前集中打造区域约 6000亩，有‘观光
农业+旅游+康养’等三大板块。”宝森
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助肖慈林介绍
说，宝森度假区里有石斛种植园、水果
采摘园和花卉大厅，既能对游人进行
农业科普教育，又让游人有体验及购
买农产品之乐，开发的盆栽石斛、石斛
生条、石斛花、石斛叶、石斛枫斗等系
列产品深受游人喜爱。度假区还有一
个占地 50 亩、西南地区县级城市规模
最大的游乐场，已于今年国庆开门营
业。周末，日均客流近两万人。平日，
日人均客流量达千余人；每逢重大节
庆，度假区还开设直升机体验项目，游
人可以从高空鸟瞰普州大地美景。

今年以来，宝森生态旅游度假区
举办了柠檬花节等大型节庆活动，整
个度假区车水马龙，日接待游客量高
达五六万人。“明年春节，我们还准备
搞一个大型迎春灯会，预计总投入 500

万元以上。”肖慈林表示，宝森生态旅
游度假区还将继续做大，未来计划投
资 10亿元打造“中国柠檬小镇”，为此
专门请来了北京大地风景旅游景观规
划院，编制《柠檬小镇修建性详细规
划》。目前正在建设一个占地 120亩的
李子沟，还拟建足球场和网球场，使宝
森生态旅游度假区成为一个“农业+
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多功能的
度假区。

规划引领“旅游+”

截至目前，全县乡村旅游景区成功
创建国家 3A级景区 2个，国家级、省级
特色小镇各 1个(龙台镇、卧佛镇)、省生
态旅游示范区 1个、省级四星级农家乐
5家、四星级乡村酒店 1个、三星级农家

乐7家，旅游特色业态2个，乡村旅游精
品村寨 1个；其中魅力柠海景区被评为

“四川十大最美花卉观赏地”；岳阳镇、
通贤镇、龙台镇、岳新乡4个乡镇成功创
建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乡镇；四方村、
水观村、桃坝村、希夷村等成功创建四
川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建成具有一定规
模的乡村旅游景点30多家。

何以在短短时间，安岳县就有如
此多的乡村旅游景点？笔者从安岳县
旅游局找到了答案。

扭住规划龙头，加快乡村旅游发
展的引领。目前，该县编制了《安岳旅
游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及《安岳
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等景区专项
规划，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执行、
高要求实施，推动乡村旅游有序发展。

（下转二版）

据新华社成都11月28日电（记者 胡旭）记
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17年前 10月，四
川省交通精准扶贫完成投资 570亿元，占年度目
标 514亿元的 110.9%，各项建设任务有力推进。

今年以来，四川把交通扶贫作为“头等大
事”，着力补齐贫困地区交通短板，项目资金向
贫困地区重点倾斜，年度脱贫摘帽贫困县和贫
困村通村硬化路资金计划在上半年全部下达，
用好用足金融扶贫支持政策，强化农村公路建
设资金保障。

畅通扶贫路网“毛细血管”，四川今年新增
29个乡镇通油路、1840个建制村通硬化路；16个
脱贫摘帽县中仅剩余 2 个建制村未通硬化路，
3700 个退出贫困村实现 97.6%的建制村通硬化
路，剩余 88个建制村硬化路正在加快建设。

继续扩大高速公路在贫困县的覆盖范围，四
川今年新开工宜宾新市至攀枝花、乐西高速马边
至昭觉段等 12个高速公路项目，叙永至古蔺等 4
个项目（路段）建成通车，年底预计将建成雅康高
速草坝至泸定段，实现甘孜藏区高速公路零突破。

进一步畅通国省干线公路“大通道”，目前四
川 88个贫困县中二级及以上公路达到普通国省
总里程的 72.4%，除甘孜州得荣、乡城 2县对外高
等级公路正在加快建设外，其余贫困县已基本实
现市到县通二级及以上公路。

同时，四川还不断提高农村交通服务保障水
平，今年前 10 月贫困地区累计开工及建成县级
客运站 4 个、乡镇客运站 103 个、村级招呼站
5556 个，分别占年度扶贫目标的 80%、51.5%、
185.2%；新建成渡改桥 80座，完成民生工程目标
任务的 89%。

断头路抢通、危旧旱厕改造、淤积水系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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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农旅融合唱大戏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记
者 韩洁 郁琼源）在河北省试点水资
源税改革一年半后，12 月 1 日起北
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
四川、宁夏、陕西等 9省（区、市）也将
纳入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用税收杠杆
抑制不合理用水行为。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
28日联合发文，宣布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扩围，并表示试点旨在为全面推开
改革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择机在
全国全面推开改革。

水资源税并非我国新设税种，而
是已有 30 多年历史的资源税下的一
个税目。根据三部门《扩大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水资源税实行
从量计征，征税对象为江、河、湖泊

（含水库）等地表水和地下水。
纳税人为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

水的单位和个人。但包括家庭生活和
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
水在内，有六种情形可不缴纳资源税。

此次水资源税改革扩围，一个重

要原则是税费平移，总体不增加企业
和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用水负担。但
按不同取用水性质实行差别税额，地
下水税额要高于地表水，超采区地下
水税额要高于非超采区，超采区取用
地下水税额加征 1 至 4 倍；对超计划
或超定额用水加征 1 至 3 倍；对特种
行业从高征税；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
业生产取用水、农村生活集中式饮水
工程取用水等从低征税。同时，办法
规定了限额内农业生产取用水免税、
对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税等六种
税收减免情形。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说，党
的十九大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推进绿色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推进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正是重要的落实举
措，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用水需求，加快
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政策导向。

他透露，水资源税由税务机关依
法征收管理，水利部门负责核准取用
水量，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申报。试
点期水资源税收入全部留归地方。

12月1日起水资源税试点
扩至北京四川等9地

燕桥村业兴景美。

整治后的陈家巷入口。 本报记者 刘梦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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