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好保护生态环境这场接力赛
本报记者 蔡正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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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5月1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重庆今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达117天，同比
增加6天。空气中PM10、PM2.5、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臭氧和一氧化碳平均浓
度分别为每立方米60微克、每立方米33
微克、每立方米9微克、每立方米41微
克、每立方米146微克和每立方米0.9毫
克，与2017年同期相比，PM10、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臭氧和一氧化碳平均浓度
分别下降 4.8%、18.2%、8.9%、0.7%和
10%。

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
市环保局以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为
目标，会同各区县政府、市级部门和重
点企业全面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打赢蓝天保卫战”要求，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全市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今年，重庆印发了《2018年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分解》，将50
条2000余项措施分解到各区县政府、有
关市级部门。同时，市环保局对交通、扬
尘、工业、生活四个方面的污染进行有力
控制。

在交通污染控制方面，重庆定期检
验机动车40余万辆，路检机动车2.3万
辆，查处货车违反限行规定、超标车、黑
烟车7.5万件；开展新车销售环节环保关
键部件一致性检查，现场抽查各类机动
车12辆。

在扬尘污染控制方面，重庆强化对
3000余个工地和400余条道路扬尘污
染管控，检查工地、道路、渣场、堆场
6781处，查处渣土运输车1.7万台次，开
展扬尘控制示范工地和示范道路创建

200余处；出动洗地车、水车、雾炮车等
机具设备约28万台次，冲洗用水约200
万吨。

在工业污染控制方面，重庆督促珞
璜电厂、恒泰电厂、合川电厂等8台燃煤
发电机组严格执行超低排放；组织全市
31家水泥和500余家烧结砖瓦企业分两
批次开展错峰生产60天；完成重点行业
专项执法监测151家次共263个废气排
放口，立案处罚超标的2家企业4个排放
口；关闭烧结砖瓦企业175家，淘汰燃煤
锅炉11台；突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开
展“零容忍、出重拳”利剑执法行动，立案
处罚848件。

在生活污染控制方面，重庆治理餐
饮业油烟140余家，制止露天焚烧、烟熏
腊肉、露天烧烤行为1256件，继续扩大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同时，重庆增强监管能力，及时启动
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市政府印发《重庆
市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
版）》。市政府蓝天督查组发出污染预警
通知2次，印发《2018年不利气象条件空
气污染应对专项工作“1+6”方案》，市环
保局会同有关部门抽调30人开展“点对
点”强化督查，曝光两批36个不达标的
污染源，组织开展飞机和地面人工增雨
35次，削峰减污效果明显。

市环保局会同西南区域空气质量预
报中心、市气象局加强空气质量预报预
测、污染原因分析及应对研究，以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为重点编制交通源大气污染
防治实施方案，加快出台严于国家的餐
饮业油烟、非道路移动机械地方排放标
准，建立了动态更新的全市大气污染防
治管理系统。

重庆空气质量越来越好了
今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17天，同比增长8天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构建生态河道护面系统，既切断
生态系统退化的主因，又让生态
系统发挥自我修复能力，开展三
峡库区消落带治理。5 月 15
日，国家内河航道整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重庆诺为生态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为
生态”）联合启动长江流域生态
修复创新技术适用性研究，双方
将利用各自优势技术开展适用
性研究，为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
环境全面修复提供技术支持。

据介绍，国家内河航道整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依托重庆
交通大学和长江航道局建设的
国家级科研平台，自2011年建
立以来，针对内河航道生态整
治、枢纽通航与扩能等开展了诸
多重大基础理论和应用关键技
术研究。此次启动长江流域生
态修复创新技术适用性研究，将
和企业展开合作，致力于解决消
落带工程修复等长江流域的生
态难题。

“近年来，消落带治理主要
采用硬质护坡和植被护坡防护
方式。”诺为生态董事长杨德宏
说，比如采用空心混凝土治理
消落带，这种方式可以解决波
浪、地表径流等侵蚀问题，但会
失去生态功能，不利于植被生
长；如果以植被护坡防护为主，
这种方式能控制一些泥沙流失
问题，但又难以解决波浪、地表

径流等侵蚀。
为此，他们通过 3年的研

究，开发出一种特拉锚垫生态系
统，一方面人为切断生态系统退
化的主因，另一方面又保持生态
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使遭到破
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并实现
良性循环发展。

他介绍，特拉锚垫生态系统
由过滤系统、锚固系统、草皮增
强垫等部分组成，共同形成生态
河道护面系统，对消落带进行治
理。从他们已有的研究结果来
看，这种系统的工程周期只有硬
质护坡的2/3，建造成本也只有
硬质护坡的40%-60%，具有良
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了解，此次双方达成合
作，将通过模型试验和工程实例
研究，并基于大数据和理论研
究，形成生态修复创新技术的工
程设计、施工和评价标准，并在
长江流域生态修复实际应用和
推广相关成果。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
议，我们还将建立三峡库区消落
带生态修复大数据中心，结合智
慧水利的实施，建立三峡库区消
落带工程信息数据库。”国家内河
航道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外，他们还将结合
水文变化、岸坡的土壤等信息，对
草、灌木、乔木进行筛选培育，建
立生态修复种子库，推动江河湖
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生态修复创新技术适用性
研究启动

致力于解决三峡库区
消落带治理难题

47.8公里，是长江在丰都境内的全
部“旅程”。

丰都，不但是三峡库区的腹地，更是
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保护带。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丰都县林业局获悉，近年
来，丰都坚持把修复生态环境摆在推动
发展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如今，长江丰都段两岸
青山拥着一江碧水，山清水秀，让人流连
忘返。

划定红线保护水源地

丰都是长江重要的流经地，47公里
流域，连接 55 条支流，一级支流龙河
59.5公里、渠溪河50.4公里、碧溪河35.6
公里，全长600多公里。

这么丰富的水资源，如何保护好、发
展好？为此，丰都按照“五个决不能”要
求，划定林地、森林、湿地、物种四条红
线，管护好136.9万亩公益林。

在加强生态修复方面，丰都着重建
设长江沿岸、龙河、渠溪河百米林带，强
化库区消落带治理，推进低质低效林改
造，全面提升了生态质量。

与此同时，他们十分注重拓展生态
空间，大力开展国土绿化，实施退耕还

林、森林抚育、长江两岸绿化等重大生态
工程，近5年来，共完成营造林140余万
亩。

记者随着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从莲花
山来到方斗山。原始森林和人造森林，
相得益彰，交织成绿色的屏障。在记者
的脚下，时不时有从山间流出来的山泉，
而这些山泉最终汇入了长江。

“我们请西南大学专家检测过，水质
好，可以直接饮用。”丰都县林业局副局
长郎红专说，重重叠叠森林和植被的根
系交错，形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绿了大
山，固住了坡土。

经济林生态林相得益彰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近年
来，丰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此，丰都在长江两岸和支流岸边
开展绿化植树行动，南岸经济林，北岸生
态林，两者的比例在7：3。

为了科学种植，发挥林木的综合效
益，丰都在海拔175-350米之间重点打
造龙眼林带，350-500米之间打造以红
心柚、花椒、枇杷、橘柑、桃李为主的经济
林带，其余区域则打造桉树、刺槐生态
林。

良好的生态直接造福当地群众。就
兴义镇一个镇就栽种龙眼、柑橘、桃子、
花椒、枇杷1.4万亩。

记者在兴义镇杨柳寺村采访时，遇
到了84岁的老人殷荣发，他说，这几年，
老的龙眼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小的树
苗不断栽种，他家的龙眼树每年有五万
多元的收入。他家一棵百年老树他一个
人抱也抱不住，丰年期要产果3000多
斤。

55岁的村民殷宗林，从小跟着父辈
们学了果树嫁接技术，由于过去果树种
植少，他的技术派不上用场，他只有到外
地打工。这几年，家乡大力发展经济林，
他的手艺又有了用武之地。他除了为自
己家的水果嫁接，还去给其他周围乡亲
帮忙，去年光帮助乡亲们嫁接果树，他就
有3万余元的收入。

森林的覆盖，带动了旅游。2017
年，丰都全县森林旅游景点共接待游客
114.2万人次，实现森林旅游综合收入
2.1亿元，林业产业总产值21.79亿元。

长江两岸生态屏障区绿
化“全覆盖”

近五年来，丰都建成1个国家级龙

河国家湿地公园，打造2个自然保护区，
即南天湖市级和龙河县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

去年以来，丰都共修复湿地5165公
顷，投资550万元。通过生态屏障区绿
化、退耕还林工程、三峡后续植被恢复项
目等项目建设，全县生态屏障区共累计
投资6.3亿元，完成长江两岸绿化建设
25.48万亩、其中新造林20.48万亩、补植
1.5万亩、低效林改造3.5万亩。

2017年，丰都已基本实现长江两岸
生态屏障区绿化“全覆盖”，基本消灭“天
窗和断带”，库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49.6%。

2018年4月底统计数字表明，丰都
全县林地面积达223.4万亩，森林面积
203.4万亩，森林蓄积量850.6万立方米，
林业生态经济产值实现21.79亿元，库区
森林覆盖率达到49.6%。到2022年，库
区森林覆盖率可达58%以上。

丰都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是一场接力赛，要一棒接
一棒跑下去，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丰都
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
着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实
施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程。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5月 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
江新区人和街道获悉，该街道
从 2017 年 5 月开始在万年路
社区康居6区及天湖美镇东方
雅郡小区试点垃圾分类工作，
利用二维码将居民垃圾分类情
况与积分关联，制定了积分兑换
和奖励机制，实现了试点小区居
民参与率逾90%，垃圾填埋、焚
烧量近40%。

人和街道园林绿化管理所
所长李燕介绍，2017年 11月，
重庆印发《重庆市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 2018
年年底前，主城区公共机构和
相关企业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试点的街道比例达到
20%，餐厨垃圾收运处理率达
到8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达到20%。为此，人和街道与
重庆暄洁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实行政企合作，从2017年 5
月开始在万年路社区康居6区
及天湖美镇东方雅郡小区试点
垃圾分类工作。

垃圾换积分

积分换商品

重庆暄洁再生资源利用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卫莹介绍，
为了让居民在垃圾分类中享受
便利服务、得到经济实惠，调动
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暄
洁公司在试点小区采取每月上
门免费为每家每户发放二维码，
供居民投放时使用，落实“一袋
一码”，工作人员扫描二维码就
能跟踪源头垃圾投放情况，及时
锁定垃圾来源，短信告知居民前
端积分情况，微信提醒居民分类
整改。试点以来，共发放二维码
3万条。

重庆日报记者在万年路社
区康居6区垃圾分类服务站看
到，经常有社区居民到服务站查
询积分，并用积分兑换日常生活

用品。77岁的倪婆婆家住小区
3栋，她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自
从垃圾分类能累积积分并兑换
生活必需品后，家里的洗衣粉、
洗衣液、盐等必需品已经无须购
买了，“一袋厨房垃圾能积2分，
两斤易拉罐、罐头盒能积60分，
60分就能换3袋盐了。”

倪婆婆还说，现在小区几乎
家家都参与了垃圾分类，彼此之
间还会互相监督，“垃圾分成4
种，厨房的、可以回收的、危险
的、其它垃圾，各是各，分错了还
会被笑话哦。”

家中初分、站内收集

分类清运、集中处置

李卫莹介绍，试点一年，
东方雅郡 1700 多户居民有
1400多户参与了垃圾分类，康
居6区418户居民有411户参
与，基本实现“家中初分、站内收
集、分类清运、集中处置”作业流
程。

目前，可回收垃圾，服务站
每周定期回收，二次分拣后出
售给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利用；
餐厨垃圾每天收集三次，分类
收集后统一拉至黑石子餐厨垃
圾处理厂处置；有害垃圾可在
电池收集箱投放，量多时到服
务站投放，集中收集后交有资
质的企业处理；其它垃圾由小
区保洁人员拉至中转站后由市
政环卫部门转运。通过全程的
分类流程作业，有效杜绝了“前
端垃圾分类，后端垃圾大杂烩”
的情况，真正意义上实现“垃圾
分类”，能够减少垃圾填埋、焚
烧量近40%。

万年路社区主任陈小杏介
绍，试点垃圾分类以来，原本“脏
乱差”的康居6区面貌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变，小区干净整洁了，
蚊蝇也少了很多，居民环保意识
进一步增强，并且会自发的对乱
扔垃圾的行为进行监督，主动宣
传垃圾分类的好处。

两江新区人和街道垃圾分类有成效

试点小区实现
真正意义的“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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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川区生态大观园黎香湖风情
小镇，游客络绎不绝。小镇依托乡村山水
风光推进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全业态链条
初步形成，吸引众多游客赏花游玩。据统
计，今年 1-4 月，南川区乡村旅游游客达
496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实现旅游收入
10.9亿元、同比增长17%。

通讯员 徐国华 摄

南川
乡村旅游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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