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许阳 见习编辑 崔曜 美编 何洪

2018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四 3版

听说记者要进“无人区”寻访珍稀动植物，
当地护林站站长万传阳和高坪村村民王谊洪
起了个大早，自告奋勇来给记者做“向导”。

地处巫山县东北部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占地352平方公里，犹如一颗碧绿的
明珠，镶嵌在三峡库区腹地，发挥着维护生物
多样性，涵养保护水土的重要作用。

近日，新华社记者徒步11个小时，行进32
公里，攀登高山、穿越湿地、趟过溪谷，深入这
片“无人区”，探寻保护区内的珍稀动植物，倾
听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见证当地为保
护长江生态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过去，“无人区”里设立着一个国有林场和
2000多人口的庙堂乡。随着长江生态保护力
度加大，国有林场后撤，林场职工由伐木种地
转为管护森林；庙堂也实施整乡生态搬迁，这
里逐渐成为人迹罕至的地方。

清晨，记者一行从海拔1200米的高坪村
出发，沿着陡峭的“好汉坡”攀爬，一路细雨蒙
蒙、满目滴翠。行至半山腰，出现一块挂在树
上的警示牌：“黑熊出没区”。

万传阳说，巡山时经常会遇到黑熊，这里
的村民几乎都遇到过黑熊，“野生动物和我们
和平相处，互不影响，目前还没听说谁被伤害
过。”保护区内珍奇野生动物很多，有金丝猴、
豹子、麋鹿等。

一席话让记者放松了心情，不一会又遇到
一棵横卧路边的大树，虽有点老态龙钟，却枝
繁叶茂。“这棵树可是有着‘植物大熊猫’之称
的珙桐，又被称为‘鸽子树’。每年7月，它都
会开出洁白的花朵。”万传阳介绍说，保护区仅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就有4种。

攀行2个多小时，抵达海拔2200米的“黄
竹垭”。“下面是20多平方公里的亚高山湿地，
草丛里到处是蚂蟥，大家一定要扎紧裤脚，防
止叮咬。”万传阳边说边指导大家扎紧裤脚。
湿地里，一条条暗流纵横交错，一片片灌木密
不透风。或似踩着棉花被，或像淌过泥水塘，
深深浅浅、摇摇晃晃，走不多久已经十分吃力。

王谊洪从草丛里拔出几株“青草”递给记者。

“这是野葱，漫山遍野都是，味道很不错。”王谊洪
对记者说，这片湿地因盛产野葱而得名“葱坪”。
野葱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几年前当地曾打算采
摘野葱创收，但考虑到破坏生态就放弃了。

王谊洪以前靠上山采药材和山货为生，后
来划定生态红线、禁止采伐后，一家五口享受
上了生态补贴政策，专心做起了护林育林的事
情。“我们巡山一出去就是两三天，吃住都在荒

山野岭，为了不污染生态，每次都带着垃圾袋，
把看到的垃圾都捡回来。”万传阳说。

雨越下越大，风越吹越猛。灌进鞋里的水
越来越冰冷，很难想象这是初夏。王谊洪钻进
灌木丛，熟练地给记者砍制了一根拐棍，拄着
它行走果然轻松了许多。

眼前，一个几亩地大的池塘“拦住”了去
路。池塘里，一行行水稻整齐划一，茁壮挺

立。“这是野生稻田，每年天然地出芽、成长、开
花、结穗，周而复始，被当地人称为‘神仙稻
田’。”万传阳娓娓道来。

绕过“神仙稻田”，很快就进入灌木丛，地
势逐渐增高。一条蜿蜒小溪穿流而过，溪谷里
乱石丛生，布满青苔。大家跳入溪沟，踩着乱
石，蹒跚行走。王谊洪边走边俯身在水里搜寻
着，问他找什么，老王神秘地笑笑：“找个惊
喜”。“什么惊喜？”“娃娃鱼。”王谊洪搬起水中
的石板比画着说：“溪水里藏着不少娃娃鱼，大
的有10多厘米长。”记者环顾四周：浓密的灌
木、清澈的溪水、清新的空气……俨然是野生
娃娃鱼生长的天堂。

虽然没见到娃娃鱼，记者的步伐却不由得
放轻了许多，生怕惊扰水中的珍宝。沿着溪谷
继续前行，再穿过灌木丛攀上一个高地，终于
来到此行的终点，也是最高点——海拔2300
米的凉风垭。万传阳介绍说，凉风垭下方是铁
磁沟，这里遍布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红豆杉，
再往前陡峭的山崖下，就是过去的庙堂乡。如
今，庙堂整乡2000多人都搬到外面居住了。
村民王谊洪接过话茬：“以前是大自然给村民
让住处，现在是村民给大自然腾地方。”

“为大自然腾地方的不仅是庙堂乡。”巫山
县县长曹邦兴说，全县近年来各类生态搬迁3
万多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区”，为三峡
库区的水土保护和生态涵养发挥了巨大作用。

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市，正在建设和五里
坡一样的58个自然保护区，构架保护长江的生
态屏障。当地还正在积极争取打造三峡库区国
家公园，只为这一片山更绿，这一库水更清。

（新华社重庆5月30日电）

“粪污不过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
这里的猪粪，可‘香’着呢！”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来到荣昌区双河街道采访时，重庆
日泉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平安颇为自
豪地介绍，“我们公司采用循环生态养殖
模式，让原本臭气熏天的粪污变成宝贝，
每年可在粪污里掘金1000多万元。”

该公司日常存栏2万头生猪，每天要
产生240吨粪污，经特殊处理后，猪粪固体
部分变成价值不菲的有机肥，液体部分沉
淀后直接浇灌到了万亩果木基地。

近年来，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
展，畜禽粪污成为了农业面源污染的祸
首。像重庆日泉农牧有限公司这样推进
畜禽粪污绿色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已成
为我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的关键一环。

去年，全市有4600万吨畜禽粪污变
废为宝，产生经济效益约230亿元。

全市每年产生畜禽粪污
约5871万吨

重庆是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国家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全市年出栏生猪、
牛、羊、家禽分别为2000万头、74万头、
329万只、2.5亿只左右，每年大约产生粪
污5871万吨，相当于2300万头生猪当量
产生的粪污。

不过，因为部分养殖场具有“低、小、
散”的特点，集约化程度低，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程度较低，存在粪污直排漏排现象。

“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高，给养殖总
量与环境容量、畜牧业与种植业结合、废弃物
治理与资源化利用、面源污染和长江生态保
护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市农委副主任刘保国
介绍，“前年，中央环保督察帮助我市查摆了
这一问题。去年，全市完成了1093家养殖场

关闭搬迁和81万生猪当量整治任务，加大了
畜禽粪污的有效处理和综合利用。”

据了解，我市现有农用地中，可用于消
纳粪污的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等有
8000万亩。如何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
境及土壤地力，进而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

“当务之急就是抓好资源的利用。”市
农委畜牧业发展处副处长向品居介绍，一
方面，我市首先应尊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
功能，从“供”和“需”两方面着手，摸清基
础信息、规模标准、综合处理能力、处理模
式、消纳状况这五张“底牌”。另一方面，
要科学划定养殖区域，算好畜禽粪污土地
承载力这本账。禁养区划定“忌”盲目扩
大，适养区规划要突出一个“优”字。

“从区域布局上讲，主城区要逐步退
出，渝西片区是缓冲区、承接区，渝东南、
渝东北是重点引导发展区。”向品居介绍，
从产业布局上讲，生猪以稳为主，重点发
展荣昌猪等优良品种，鼓励集约化、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年出栏稳定在2000万
头；草食牲畜以扩为主，重点在渝东北、渝
东南等草资源丰富的地区，走种草养畜的
生态养殖之路；禽蜂效益高，要以特为主，
可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产业选项大力扶
持，以此调整优化我市畜牧产业结构。

粪污变废为宝形成生态
循环农业模式

重庆日泉农牧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
规模最大的高技术、高起点、高标准生猪
养殖龙头企业，年出栏生猪15万头，有存
栏能繁母猪6000头。每年，这里要产生
粪污约28.9万吨，如何处理？

“生猪住两层楼房？”重庆日报记者带

着疑惑参观该公司养殖场时发现，这里的
猪舍非常特别，楼上是生猪的卧室，楼下是
有机肥生产车间，中间以全漏缝地板相隔。

原来，该公司为了粪污资源化处理，
采取了高位漏缝的异位发酵床模式及干
清粪处理模式。异位发酵床模式即：猪粪
尿通过漏缝板落入下层，铺设的木糠等垫
料上进行消纳降解。干清粪处理模式则
是粪污固液分离后，固体部分加工成有机
肥料，液体部分被抽到一个高位蓄水池储
存发酵，产生的沼气用于发电，沼液再通
过管网或运输车灌溉到周边的果桑、葡
萄、蓝莓等基地里。

该公司总经理尹平安对重庆日报记
者算了一笔账——仅计算公司流转的
5000亩土地消纳这种有机肥，每吨有机肥
按售价600元至800元计，这样的变废为
宝，每年就可以为公司节约1000多万元。

长寿区葛兰镇是养鸡大镇，散养户和
小型养殖场很多，曾有畜禽粪污乱排乱倒
现象。全镇600万只蛋鸡每年排鸡粪达
32.85万吨，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当地的
水、土壤和空气带来毁灭性影响。

为此，长寿区政府主动扶持有机肥加工，
鼓励和引导有机肥生产企业与养殖场（户）签
订粪污每日收运合同。同时出台政策，对新
建、改扩建储存池和购置收集箱的养殖户分
别给予每立方米150元、75元和1500元的补
贴，企业购买专业车辆每辆补贴3万元，企业
利用区内畜禽粪污生产有机肥每吨补贴100
元，应用推广1吨有机肥补贴200元。

长寿益丰生物肥有限公司每年处理
本地鸡粪可达6万吨，生产有机肥2.5万
吨，创产值1500万元。这些有机肥被卖往
当地柑橘、西瓜等水果基地，打通了养殖
和种植的生态循环链。

近年来，在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

用中，我市逐渐应用推广了“固体粪便好氧
堆肥利用”“粪水肥料化利用”“粪污全量收
集还田利用”“粪便垫料利用”“异位发酵
床”“粪污专业化能源利用”等技术模式，全
市已建立沼气工程4560处，农村用沼气农
户158.69万户，形成了猪-沼-菜、猪-沼-
果、稻-鱼-鳅等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2017年，全市粪污变废为宝产生的经
济收入达230亿元。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面
临的制约因素

在黔江区中塘乡中塘村，有一家年出
栏3000头的生猪养殖企业。就在该公司
附近，有一个3000亩猕猴桃种植基地。
但是，在养殖企业提出免费向种植基地提
供沼液时，种植基地老板拒绝了。

对方给出的原因是，该公司打造的是
有机水果，担心沼液重金属超标，影响水
果品质，因此，他们宁愿花高价钱从其它
地方买肥料。

“我市要全面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还面临不少实际困难，任重道远。”市
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王永康说，目
前，我市种养结合不紧密，随着规模养殖
加快发展，传统散养户逐步退出，养殖与
种植分离成两个主体，客观上隔绝了粪水
还田的通道。同时，与常规能源、化肥生
产等相比，沼气发电、生物天然气、有机肥
配套政策明显不足，这些都制约了养殖粪
污资源化、能源化利用的发展。

从全市的典型案例来看，可借鉴长寿
等地出台有机肥奖补等政策的做法，积极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共治，着力推广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培育壮大多种
类型的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组织；养殖大
县、散养密集区域要借助国家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绿色示范县
创建等契机，用3至5年时间，跨区域建设
3至5个大型有机肥厂或畜禽粪污集中处
理中心，形成畜禽粪污处理全产业链，让
资源变成资本；果菜茶种植大县（区）要整
合资源，积极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计划，
走“以种带养、以养促种”的种养结合循环
发展道路，实现变废为宝。

粪污也能变成宝

重庆每年从畜禽粪污里“掘金”230亿元
本报记者 汤艳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城管委5月30日公布了
4月主城“扬尘整治”巡查通报情况。12个工地因为扬尘
控制不力被通报批评（见下表）。

按照相关规定，被通报的施工企业应在公告之日起5日
内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可能被纳入“施工企业不良信
息”名单。上了该名单的企业，不仅参加招投标活动会受到
限制，而且自公布之日起1年内，银行将对其不予发放、新增
贷款。

主城“扬尘整治”4月巡查通报公布

12个工地扬尘控制不力
被通报批评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5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水利局获悉，日前，水利部第三检查组，对我市长江干流河道
采砂管理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检查组表示，近两年时间
内，通过多次暗访，在我市均未发现非法采砂行为，采砂管理
秩序已得到根本性改观，并给出我市采砂监管和打击非法采
砂工作已走在沿江八省市前列的高度评价。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切实保障长江河势稳定、
防洪安全、通航安全和生态安全，2017年下半年以来，市水利
局持续强化长江重庆段河道采砂监管，采取多种举措打击非
法采砂行为。

该负责人说，为准确掌握非法采砂线索，对非法采砂
行为做到精准打击，今年以来，市水利局实行不事前通知
事项、不通知暗访区域、不通知暗访对象的“三不”措施，共
开展了8次督导检查及两会期间专项打击行动，12次明查
暗访。全市共计开展非法采砂专项打击46次，下达整改
通知书27件，下达行政罚款通知书29件，罚款和没收违法
所得70.7万元。

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在及时交由区县办理的同时，市
水利局还要求相关区县及时处置并反馈处置情况，形成了打
击非法采砂工作全过程有效闭合管理。截至目前，今年以来
发现并交办区县的32个采砂管理问题，大部分已完成整改。

今年开展非法采砂专项打击46次

近两年我市采砂管理秩序
已得到根本性改观

“无人区”寻“宝”记
新华社记者 王丁 韩振

主城被通报批评的12个工地

城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两江新区

违法单位

重庆市水利港航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重庆元琨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万美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重庆市新科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重庆御韬土石方有限公
司

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娄底市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
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湖州好山好水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违法地点

化龙桥地质灾害应急码头项
目

融创钓鱼台项目

国美江天御府项目

融创朗裕特钢三期项目

五洲世纪文话创意中心项目

和记黄埔杨家山项目

蔡家名流印象小区项目

中央公园公园北区土地整治
及道路工程

龙兴御临河岸线环境综合整
治护岸工程

巴滨路白居寺长江大桥塔基
工程项目

滨江路珠江城项目

格力电器厂外防护绿地绿化
工程

5月24日在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拍摄的湿地景象。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连日来，梁平区竹山镇大塘村村民严
明兴清晨就出门，他要到附近村民家去预
订鲜笋。入夏后，严明兴家的“竹香园”旅
游民宿就进入了“抢订”模式。依靠着百
里苍翠的竹海，竹山镇众多的“竹家乐”正
迎来旅游旺季。

5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来此采访时
发现，这些“竹家乐”引发当地旅游业态升
级，成了梁平全域旅游的新品牌。

化被动为主动促农民增收

竹山镇位于梁平区百里竹海景区里，
多年来，当地群众主要收入来源来自砍
竹和挖笋。“单纯的竹产业效益太低，年人
均收入还不足5000元。”竹山镇宣传委员
蒋涛军介绍，10年前，该镇年轻人都选择
外出打工。

梁平以全域旅游思路重点打造两个
景区，竹山镇所在百里竹海景区迎来了发

展的春天。这里南有观音洞，北有竹丰
湖，绵延百里的竹海里分布着近100种竹
子，是不可多得的“天然氧吧”。

大塘村党总支书记侯兴斌介绍，三年
前，村里曾引进业主发展农家乐，但业主
只是租地办农家乐，由于没有特色，慢慢
就没了游客，不仅群众收益少，环境也被
破坏了。

随着梁平全域旅游的发展，大塘村选
择了新路子：发动村民以农家院建精品农
家乐，因突出了竹文化特色，村里将其命
名为“竹家乐”。“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
保持原生态。”侯兴斌介绍说，这样大家就
会去动脑筋，创新经营手段，留下客人，从
而增加收入。

“竹家乐”让“美丽资源”变现

散发着竹香的农房、乡村传统的碗架
和菜篮……每个细节都倾注着严明兴的

心血。大塘村有近千亩竹林，还有不少山
塘，周边有珍稀的红豆杉林。“很多游客都
希望能住下来。”做山货生意的严明兴头
脑灵活。前年，他就用自家老房子开办了
农家乐。随后，他又在镇里的扶持下对农
家乐进行了升级改造，发展起以竹为特色
的“竹家乐”主题民宿。

自去年10月开业以来，严明兴的“竹
家乐”已接待游客1000多人，月平均收入
近5万元。同时，他还与乡亲们分享“红
利”——不仅采购村民的蔬菜，还收购他
们的山货在“竹家乐”销售。如今，有10余
位村民成为他的固定“供货商”。

从单一的卖山货到经营“竹家乐”，严
明兴成为当地人效仿的对象，以前在外打
工的人陆续回到了村里。目前，竹山镇已
发展主题“竹家乐”近40家，“在助农增收
的同时，村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改变，

‘美丽资源’变了现。”梁平区乡村振兴办

相关负责人说。

乡村振兴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如果说“竹家乐”是梁平探索乡村旅
游的有力载体，那么充分发挥“山、农、
林、文”等资源优势，打造旅游产业融合，
则让当地乡村振兴有了更多的“打开方
式”。

以百里竹海为例，目前，这片大景区
中将有竹海之门、观音洞、天星塘、竹丰
湖、竹海小镇、蝴蝶谷、梦溪湉园等10多个
小景点开园，它们分别以山旅、农旅、林
旅、文旅融合等方式对外呈现。此外，梁
平还积极培育和引进竹加工企业，大力发
展竹产品和竹工艺品，延长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预计到2020年，该区将培育和引
进竹笋、竹材加工、竹工艺品企业20家以
上，发展精品竹林人家30家，竹全产业链
产值将达10亿元。

日前，全市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区县
名单正式公布，梁平成为全市6个综合
试验示范区之一。在未来，以全域旅游
为主要抓手，做大做强竹、柚生态产业，
打造乡村旅游业态联动，已成为该区上
下的共识。这场由”竹家乐”引发的转型
热潮，将更深地触及梁平乡村振兴的方
方面面。

打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示范基地

“竹家乐”成梁平全域旅游新品牌
本报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刘娅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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