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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6月1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我市现已
建成217个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进一步提
升大气环境监测网络，完善大气污染防治
体系。

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大气污染
防治法》，通过落实环境监测、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排污许可、重污染天气预警与
应对、重点区域联合防治等主要环保法律
制度，逐步建立起健全的大气污染防治制
度体系。

我市在已建成的217个空气质量监
测点位中，空气质量评价点位71个、空气
质量研究点位23个、空气降尘监测点位
74个、降水酸雨监测点位49个。自2016
年10月起，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上收54
个市控监测点位并委托第三方运维，现已
实时发布各区县空气质量数据约149万
个。实现重点大气污染源监测，完成监督
性监测和执法监测584家次、监测数据约
2万个。

此外，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方面，我市
要求工业项目所在地要按照该项目新增
污染物排放量的1.5倍削减现有污染物排
放量。2017年，全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排放量分别较 2015 年减排 12.3%和
8.3%。

在污染许可制度方面，我市严格按照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要求，对
火电、造纸、钢铁、水泥等15个行业企业
依法依规核发排污许可证，2016年以来，
国家平台核发排污许可证330个，市级平
台核发排污许可证17338个，实现应发尽
发，按证管理，持证排污。

针对我市重污染天气较少、主要为轻
度和中度污染的情况，我市相关部门还制
定了《空气污染预防应对工作方案》，在空
气临近污染且预测将持续污染时，向有关

区县政府、市级部门、重点企业发出空气
污染应对预警。同时，建立起成渝城市群
联防联控协作机制，从环评会商、预报预
警、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科学研究等方面
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区域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防治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重中之重，除建立起完善的大气污染
防治体系外，我市还依法夯实法律责任，
将空气质量改善情况作为全市环保督查
重点内容，2017年我市共对18个区县的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工作进行了集中督查，
对4个区县的大气污染问题予以挂牌督
办，约谈5家大气污染整改不力的企业。”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现重点大气污染源监测

重庆建成217个空气质量监测点位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6月6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江津区人民法院获悉，自
2014年按照重庆市高法院统一部署，挂牌
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以来，江津区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全面实行环境资
源案件“三合一”综合受案模式和集中管辖
制度，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市五中法院辖
区发生的、依法应由基层法院管辖的第一
审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事案件。截至目
前，江津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已受
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790件，审结735件。

江津区人民法院院长李亮介绍，在审
结的735件环境资源案件中，有多起为全
市首例。

2017年8月，江津区人民法院宣判了

重庆首例跨省市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四
川省某县玻璃厂负责人卢某委托罗某，将
企业喷釉生产废水12余吨用罐车运至重
庆某区，通过人行道的雨水管网非法排
放，导致相连的河流被严重污染。经监
测，排放的废水中含重金属铬并严重超
标。卢、罗二人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刑事
立案调查，案件被公安部挂牌督办。经依
法审理，江津区人民法院判处卢某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判处罗某有
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

2017年12月，江津区人民法院以非
法采矿罪分别判处杜某某、张某有期徒刑
一年九个月，并各处罚金100万元，依法
追缴违法所得105.86万元。据悉，这是继

2016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
后，重庆适用该司法解释判决的首例长江
河道非法采砂案。

2017年12月，江津区人民法院受理
荣昌区检察院诉重庆市荣昌区某镇人民
政府不依法履行环境监管法定职责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作为全市首例由检察机
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2018
年5月，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被告对辖区畜
禽养殖污染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违法，限被
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继续履行
行政监管职责，对辖区畜禽养殖污染进行
有效的综合治理。

据了解，自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以
来，江津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在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注重
更加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
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被告人慎用缓
刑。同时，江津法院秉承“专业化审判+恢
复性司法”理念，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在刑
事审判中探索运用生态资源修复措施，着
力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先后引导
300余名被告人向长江投放鱼苗近150万
余尾，以修复长江渔业生态资源。同时，
对楠木等国家珍稀植物给予重点保护，向
当地有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推动辖区野
生植物挂牌保护等措施的落实。

此外，江津区人民法院还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强化普法宣传，运用流动车载法
庭巡回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以案说法，以
案普法，切实提升公众环保法治意识。在
第47个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该院便通
过流动车载法庭，在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
区公开宣判了一起污染环境罪案件，园区
企业、村社代表共计70余人到场旁听。

全面实行“三合一”综合受案模式和集中管辖制度

江津法院4年受理环境资源案件790件

河水清清、河岸碧绿，一群群鱼儿在
水里欢快地游来游去。6月2日，忠县汝
溪镇汝溪河水磨河（土地名）处，村民刘明
发现，汝溪河里过去黑黢黢的鱼儿，现在
居然变白了。

“河水变清了，这鱼当然就变白了。”
忠县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精华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近年来，忠县创新“浊水变清
水、死水变活水、水体变水景”的“三变治
水”举措，对境内河库实施专项整治行动，
按照“一河一策一景”的思路，把过去的污
染水源打造成了水利风景区。

浊水变清水，汝溪河的鱼变白了

汝溪河发源于万州，经梁平流入忠县
汝溪镇，最后汇入长江。过去，沿河两岸
有不少养殖场，鸡粪、鸭粪、猪粪等直接排
到河里。此外，汝溪场上2.3万余居民的
生活污水、丝绸厂的废水未经处理都直接
流进汝溪河。

“水是臭的、鱼是黑的。”87岁的龚治
理是土生土长的汝溪人。他痛心地说，为
了几个钱，这条河给污染了，“洗手都嫌
脏。”

河长制实施以来，汝溪镇争取水利资
金投入4000余万元完成了汝溪河堤综合
整治4.5公里，投入100余万元清除汝溪
河滩涂12处，关停河道采砂场3家。同时
改造场镇污水管网10余公里，建起1座日
处理量达850余吨的污水处理厂，配套建
设1个垃圾中转站，沿河新建50余个垃圾
收集点，全面实行污水集中处理，垃圾集
中清运。又在镇域内整治小二型水库6

座、山坪塘277口，强制关闭禁养区内养
殖场11家，与14个村（居）签订水资源保
护责任书，保证河（库）水资源安全。

“近期抓治理，长期靠管护。”汝溪镇
党委书记、总河长鲍和平介绍，该镇建立
了镇党委书记、镇长双总河长制，健全镇
村社三级干部管护责任，落实12名公益
性岗位人员对河（库）清漂保洁，同时健全
惩处机制，严厉打击违法捕捞、违法耕种、
违法侵占自然河库、违法养殖等渉河、涉
库违法行为。目前，汝溪镇共接受群众相
关投拆6件并进行了及时有效处理。

该镇每年还在汝溪河堤两岸种植桂
花、香樟、花桷和四季草籽等绿化花木，建
起了水乡广场和雷锋公园，每年在汝溪河
放流2万余尾各类生态鱼苗，逐步修复水
生态。目前，汝溪河水质已达到稳定Ⅲ类
水质标准。

据透露，此前，忠县开展了消落区植
被恢复项目试点，对洋渡镇大山溪、洋渡
溪、鱼洞溪6.4平方公里实施自然修复和
保护，并规划投资1.9亿元，对全县主要河
流进行综合治理。

死水变活水，紧闭的窗户打开了

在忠县马灌镇场上的文明路，有一口
水塘，老百姓称之为“臭水塘”。

“蚊蝇漫天飞，风一吹更是臭味熏
人。”塘边居民万元才说，10多年来，他家
的窗户就没打开过，“闻到刺鼻、看到恶
心。”

去年，马灌镇筹集600余万元，对这
个臭水塘实施整治，排放了污水、清除了

淤泥、加固了堤岸、种植了水草，修建了休
闲亭和健身广场；投入160万元，实施场
镇雨污分流项目，对雨水进行三级过滤，
保证水源不受污染；在上方引入红岩洞水
源流入水塘，在下方打开刘家沟缺口，让
池塘的水动起来。塘边居民们紧闭的窗
户，终于打开了。

近年来，忠县通过实施“清白除杂疏
浚”“清除固废垃圾倾倒”专项行动，整治
类似臭水塘60余处，让死水变活水，改变
了水质、改善了环境，还给市民一个休闲
宜居的好居所。

“死水变活水，打开的不只是居民家
的窗户，更打开了大家优化人居环境的渴
望。”马灌镇党委书记、总河长潘万镪介
绍，该镇境内有大沙河、渠溪河、白石河等
3条河流，分别是垫江、丰都、忠县三个县
城居民的饮用水源，最终流入长江，保护
水源不受污染任务重、压力大。臭水塘的
治理提高了大家对水环境保护的认识，

“现在三条河流的污染治理进展顺利，水
质得到了有效改善。”

水体变水景，臭水库迎来投资商

新立镇的青龙水库距离场镇1.5公
里，曾是场镇居民的饮用水源。过去，水
库边上有新立中学、酒厂、新立老年康乐
院、G50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等。这些地
方所产生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放到青
龙水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污染严重、水
面长满水葫芦。

近年来，围绕青龙水库水环境治理，政
府投资约100万元对新立老年康乐院、新

立中学、高速路生活服务区进行污水管网
改造，将原来直排的污水通过场镇污水管
网引入污水处理厂；耗资35万元，将水葫
芦全部清理出库；同时落实河长制，严密监
察水体污染行为，加快推进水生态恢复。

去年，忠县“三峡橘乡”成为首批国家
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之一，项目涉及新
立、双桂两个镇10个村（社区），规划面积
2.8万亩，其中就包括青龙湖橘园度假区
的打造。

“建设田园综合体，先得治好水。”新
立镇相关负责人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了
青龙湖橘园度假区的规划：利用青龙水库
恢复的水体资源，及周边溪水、山林等，打
造青龙湖橘园度假中心和青龙湖湿地观
光带，发展橘乡桃李园、橘乡清泽园、橘乡
养生园，发展休闲康养、农业体验、健康度
假等产业，把水体建成水景。

据介绍，近年来，忠县大力推进17座
撤并场镇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和管网建
设，完成5个不达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年
度整治任务，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100%，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
标率80%以上，形成了“沧海桑田”“柳树
成荫”“荷花飘香”“水草丰美”等水体景
观。

环境变好了、规划出台了，投资商也
就来了。就在水库边上，重庆茂裕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投资370万元，流转土地建起
了300亩桃园；来自成都的3个老板投资
3000万元，流转承包了3200亩柑橘园；
重庆市一站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投资10
万元，打造乡村大舞台……

浊水变清水 死水变活水 水体变水景

“三变治水”，忠县污染水源建成水利风景区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吴长飞

“陈副河长，我发现有一辆运砂车和一台挖掘机停在涪
江边，有可能是来偷砂石的。”5月26日晚12时，潼南区桂林
街道涪江小舟村段河长刘亚洲，向正在值班的街道常务副河
长陈伟报告。陈伟立即与其他巡河人员一起赶到现场，将正
用挖掘机挖河砂，破坏河岸的偷砂人逮了个正着。

“近几个月来，我们已防止了好几起非法挖砂破坏河岸
的事件发生。”陈伟说。

采砂者自己拆了砂石加工厂

5月29日下午一点多钟，重庆日报记者在桂林街道办事
处万亩蔬菜基地小舟村看到，在涪江边有一片面积50余亩的
河岸地。“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地，原是采砂老板范树红的砂
石加工厂。”陈伟说，他通过流转村民的土地办起了这座砂石
加工厂，每年能从这段河道中“挖”出1000余万元的销售额。

去年12月，在区里全面取缔河岸非法采砂、非法码头整
治行动中，范树红自己把这座砂石加工厂拆除，又花了10多
万元将这片已被挖得千疮百孔的河岸地平整好。

“下一步，在这片受伤的地上，街道将组织企业和当地村
民运来种植泥土，将沙地覆盖好后，把地还给村民，重新种上
庄稼和绿树。”陈伟说。

引导砂石从业人员再就业

“范树红从采砂者变身为复绿人，缘于人工运河上河长
的一次巡河。”潼南区河长办副主任曾燮辉说，去年下半年，
在一次三级河长的联合巡河中，河长们发现涪江两岸的砂石
加工厂在生产时使涪江阶段性的出现浑水。

潼南区决定在全区开展非法采砂、非法码头整治行动，
将涪江岸边的非法砂石加工厂全部取缔。该区组织了各级
河长，带着相关执法人员，一家一家地做砂石加工厂老板的
思想工作。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引导砂石行业从业人员转行
到工业、农业、旅游、商贸业去重新实现就业和创业。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涪江河岸边的60余家砂石加
工厂，逐一由砂石企业自己关停搬迁。

将恢复3000余亩绿地

“砂石加工厂每年缴纳的税费，是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
收入来源。”曾燮辉说，60余家砂石加工厂被关停后，当地政
府每年要减少3000余万元的收入。可是将换来3000余亩
耕地和绿地的恢复，以及涪江的清清绿水。

据不完全统计，这60余家砂石加工厂占用了3000余亩
耕地或河岸地。非法采砂被取缔后，砂石加工企业不仅要自
己关停砂石加工厂，还要协助当地镇街将破坏了的耕地和河
岸地恢复。

“目前，所有取缔关停的砂石加工厂，正在进行平场。”曾
燮辉说，随后，将在这些地面上重新覆盖上种植土，恢复成耕
地或绿地，重新种庄稼或栽上绿树。

昔日采砂者 今朝复绿人

潼南区河长巡河
让3000亩砂场变绿地

本报记者 罗成友

本报讯 （记者 王伟）日前，重庆日报记者从璧山区林
业局获悉，璧山东风林场被中国林场协会授予2017年度“全
国十佳林场”荣誉称号，该林场也是当年我市唯一一家获评
该称号的林场。

东风林场是璧山区国有林场，于1959年10月建场，经营
林地总面积8.77万亩，林木蓄积9.53万立方米。林场森林植
物以亚热带常绿植物马尾松、杉木、竹林为主，有国家一二级
保护植物红豆杉、桫椤及楠木等珍稀树种，还栖息着鸢、雀
鹰、鹭、猕猴等野生动物。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质量、生态功能，是优质林场的
‘硬杠杠’。”璧山东风林场场长戴晓峰介绍，近年来，东风林
场严格按森林经营方案组织实施森林经营项目：实施国家木
材战略储备林建设项目1500亩，培育楠木、香樟等珍稀用材
林和大径级松、杉用材林；实施47000亩中幼林森林抚育；利
用国有荒山、火烧迹地和集体荒山实施中央造林补贴项目营
造林近8000亩；实施1000亩珍贵树种培育项目；对青龙湖
国家森林公园、缙云山自然保护区后山、秀湖国家湿地公园
（双河水库区域）和金剑山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道
路等基础设施。

通过上述项目实施，该林场的森林生物多样性更加丰
富，森林质量、生态功能大幅提升，森林面积从8.44万亩增加
到8.64万亩，林木蓄积量从9.53万立方米增加到11.38万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从96.2%提高到98.5%。除此之外，东风林
场还片状种植了生物防火树种木荷，增强了林场防灾能力。

“产业好，林场旺！”戴晓峰称，东风林场一贯注重产业发
展，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产业和林下经济。林场先后投入
资金150万元，新建木材加工厂2个，年收入240万元，带动
解决就业从业人员50余人。同时，重点发展青龙湖国家森林
公园避暑休闲旅游产业森林旅游，投入资金500万元，建设
林园宾馆，年接待游客10万人。林下种养业及花卉苗木产业
也成为了东方林场的重要产业。林场还扶持林农依托森林
公园、旅游景区开展餐饮、住宿、加工、市场营销等服务，带动
农民脱贫致富。

戴晓峰说，东风林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森林经营、产业
发展、护林营林、设施建设、科技兴林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2011年以来，东风林场曾先后荣获“重庆市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先进集体”“重庆市绿化先进集体”等称号。
2018年，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佳林场”。

璧山区东风林场
获“全国十佳林场”称号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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