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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6月20
日至7月12日，重庆市第三批14个环
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黔江区、开州
区、梁平区、武隆区、城口县、垫江县、
忠县、云阳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
县、酉阳县、彭水县等13个区县及万

盛经开区开展环境保护集中督察。督
察过程中，14个督察组共受理群众环
境投诉举报3627件，全部转交相关区
县办理。

市环境监察办负责人介绍，在督察
期间，14个督查组共开展领导个别谈
话504人，走访问询区县有关部门173
个，调阅资料7.2万余份，对189个乡镇
（街道）开展下沉督察。

督察期间，对区县查处不力、整改
不到位、公开不及时的环保问题，督察

组及时核查督办，随机进行现场抽查，
并联合市级相关媒体，曝光了8个典型
环境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据了解，第三批环保集中督察开展
以来，各相关区县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督察组要求，立行立改、通过召开党委
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专题推进会等，
推动落实环保集中督察相关工作。各
区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负责人
深入基层，现场调研指导，推动解决了
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截至7月12日，督察组转办的群
众投诉举报已办结2744件。其中，责
令整改1872家，立案处罚312家，罚款
346万元，约谈107人。

市环境监察办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各督察组将根据督察情况，尽快完
成督察意见起草反馈，同时将持续关注
已转办各区县的群众环境投诉举报办
理情况，督促各区县认真整改，确保群
众环境投诉举报查处到位、整改到位、
公开到位、问责到位。

重庆市第三批环保集中督察共受理环境投诉举报3627件

4版
2018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二
编辑 许阳
美编 何洪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7月
30日，来自市国资委消息称，今年上
半年，我市国企国资改革取得实质
性进展，市属国企经济运行质量稳
中向好，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1—6月，市属国企实
现营业收入 2024 亿元，同比增长
6.7%；利润总额164亿元，同比增长
18.7%；非金融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
62%，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

“三个变革”正积聚发力

上半年，市国资委积极推进国
企国资改革，聚焦高质量、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智能化等关键词，市属
国企“三个变革”（质量、效率和动
力）正在积聚发力。

数据显示：上半年市属多家国
企利润总额增长在10%以上，如商
社集团、地产集团、机电集团、渝康
公司、西永微电园、重钢集团、化医
集团、轻纺集团、能源集团、农投集
团、民生公司、重庆联交所、进出口
担保公司、股份转让中心等，重庆农
商行、重庆银行、三峡银行、渝富集
团、市水务资产公司等企业利润总
额在10亿元以上。

市属国企发展效率稳步提高。
全员劳动生产率13.5万元/人，同比
增长8.9%；成本费用利润率8.6%，
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发展新
动能加快成长。上半年我市市属国
企研发投入（R&D）6.1亿元，同比增
长30.4%。实现新产品产值83.7亿
元，同比增长24.3%。

从具体板块来看，工业企业盈
利水平明显改善。8户工业企业强
化内生增长动力，加强成本费用管
控，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
分点。商贸物流企业效益持续增
长。实现利润总额13.2亿元，同比
增长28.6%。金融企业平稳发展。
12户金融及类金融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125.8亿元，同比增长4.6%。

多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今年以来，市国资委扎实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困难企业改革
脱困稳妥推进。能源集团组建渝新
能源公司，对5个矿业公司优质煤电
资产进行重组整合。化医集团引进
中盐集团整合重组盐业板块业务，
1-6月利润总额同比增76%。粮食
集团制定了市场化重组改革方案。
商投集团改革重组法定程序已基本
完成，其中商投集团股权划转商社
集团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实施。积
极引进优质战略投资者，仅西洽会

“央企重庆行”就签约投资总额710
亿元。

推动国企办社会职能实质性移
交。“三供一业”已全部签订移交协
议，移交双方正在共同实施工程维
修改造，目前完成维修改造及彻底
移交4万户，退休人员档案移交16
万份。

“三大攻坚战”持续发力

在打好“三大攻坚战”方面，目
前我市已建立市属国有企业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工作台账，全面清理市
属国有重点企业所属子企业融资平
台。筹集资金4.06亿元专项用于贫
困县扶贫工作，安排国企招聘专场
为贫困家庭大学生提供1500个就
业岗位。

市国资委还制定了市属国有企
业深入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
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贯彻落实意
见，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方
面，市国资委要求对资产负债率过
高的企业，要按照企业年度投资计
划，加强投资监管、不得开展非主
业投资。推进债务重组，调整改变
短贷长投的状况，增加直接融资。
对即将到期的债券兑付、贷款本息
偿还，要提前作好安排，防止债务
违约风险；要加强对国有小贷公
司、担保公司等监管力度，严禁P2P
融资，化解风险；对企业安全生产风
险、稳定风险、舆情风险等要加强防
范管控等。

市属国企经济运行质量稳中向好

上半年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7%

即日起至12月31日，主城区开展
城乡结合部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为什
么要打这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的“攻坚
战”？近半年的“攻坚战”给市民生活带
来哪些变化？重庆日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市城管委和相关城区。

“七乱”影响城乡结合部形象

市城管委人士介绍，近年来，通过
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工作，主城区背街小
巷、老旧社区的市容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宜居指数得到提高。但是，主城区
城乡结合部和区与区交界区域仍然存
在管理范围交叉不清，绿化、亮化和美
化总体水平不高；各区城乡结合部市政
设施破损，随意种植农作物，存在“七
乱”（乱停车、乱堆放、乱搭建、乱吊挂、
乱晾晒、乱倾倒、乱排放）等影响城市形
象的“顽疾”。

“事实上，市城管委和各区马路办
公发现的问题，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城
乡结合部。”这位人士介绍，城乡结合
部是提升城市品质的薄弱环节，也是
城市管理的“短板”。为此，市城管委
根据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以整洁有序
为基础、品质特色为重点、味道神韵为
追求”的工作思路和“半年见成效、一
年让群众有明显感受、三年大变化”的
工作要求，将城乡结合部、区与区交界
区域环境整治作为一项民生实事和惠
民工程来抓，着力解决城市管理中的
薄弱环节。

各区已启动84个整治项目

城乡结合部环境整治到底整治哪
些地方？主城各区在调查摸底时充分
听取民意，问计于民，形成了第一手资
料。

市城管委人士介绍，主城各区共确
定了129个整治项目（其中区与区交界
项目45个、城乡结合部项目54个，其他
项目 30 个），预计将投入2.6亿元整治
资金。市城管委在充分征求主城各区
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制
定了《主城区城乡结合部、区与区交界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按照“边准备边实施”的原则，市城
管委指导并督促主城各区迅速启动相
关项目整治工作。主城各区也按照“成
熟一个实施一个”原则，快速推进，目前
已启动84个项目整治工作。

闲置地块“变身”临时停车场

城乡结合部环境综合整治的效果
怎样？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附近的
变化可见一斑。

7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到达渝

北双凤桥街道和木耳镇交界区重庆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门前时，绿油油的草
坪、茂密的树木与花草映入眼帘，让人
很难相信这里曾经荒坡乱石、垃圾遍
地。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渝北区城管局党委委员李
俊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渝北区已经对
区域内38个城乡结合部闲置地块全部
整治完毕，利用闲置地块建设临时停车
场、利用荒地建设便民小游园等，取得
了较好成效。

市城管委人士表示，市城管委将结
合主城区城市品质提升工作，总结经
验，查漏补缺，探索整治工作的新方法、
新模式，并尽快出台相关规范标准，细
化整治方案，指导主城各区进一步完善
整治后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这项工作
常态长效开展。

投入2.6亿元，确定129个整治项目

主城区向城乡结合部环境“七乱”宣战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实习生 杨千帆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7 月
27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发
布《2018 年上半年重庆市金融运
行简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重庆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结算量
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全市各
银行共办理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
结 算 业 务 45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24%。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重庆跨境
人民币实际收付结算量能够实现快
速增长，主要与更多企业在跨境收
支中采用人民币结算有关。

与此同时，与重庆发生跨境人
民币实际收付的境外地域也得到进
一步扩展。上半年，重庆与“一带一
路”沿线34个国家开展了跨境人民
币业务，结算总额达159.91亿元，同
比增长 33.23%；截至 2018 年 6 月
末，与重庆发生跨境人民币实际收
付的境外地域，已拓展至美国、日
本、德国、英国、法国、香港、台湾、新
加坡、马来西亚、巴西、印度、韩国、
澳大利亚等115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上半年新增了委内瑞拉、新喀里
多尼亚、直布罗陀及捷克等4个国家
和地区。

上半年重庆跨境人民币
实际收付结算量达454亿元

7月30日清晨，在铜梁区水口镇
场镇上的河畔公园，几十位居民有的
沿着步道散步，有的在健身器材上锻
炼。站在鲜花簇拥的河堤上望去，清
水潺潺流过河道，不时可见鱼儿跃出
水面；亲水区里，红黄相间的美人蕉华
丽绽放，亭亭身姿随风摇曳；两岸护
坡，各色花卉争奇斗妍……

这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
景观，是铜梁区近年来实施河长制取
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铜梁地处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
境内河流纵横，水系发达。据统计，辖
区共有涪江、琼江、小安溪等河流200
条，水库108座。铜梁区严格按照中
央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把河长制
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大发展问
题和重大民生工程抓紧抓好。

用脚步丈量水情
用责任守住底线

据铜梁区“河长办”负责人介绍，
铜梁建立和完善河长制体系，为“河长
制”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提供了组织保
障。今年,铜梁区在原有河长制组织
体系基础上，增加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协主要领导及此前未担任区级河长的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为区级河
长。调整后全区共有三级河长 602
名，其中，区级河长18名、镇街河长
234名、村级河长350名，进一步健全
了三级河长体系。

“治理水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是铜梁区河长们讲得最多的一句
话；“用脚步丈量水情，用责任守住底
线”，是铜梁区河长们践行最力的一项
行动。

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强调，全区
各级河长要认真落实“一河一长、一河
一策、一河一档”，要在巡河上下功夫，
全面加强延伸巡河。要把在巡河中发
现的问题立说立改，确保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目标。仅今年以来，铜梁
两名总河长就实地巡查了涪江、琼江、
小安溪河、巴川河、会龙河等数十条河
流。

在区总河长的示范带动下，铜梁
区600名河长足迹踏遍每一条河流，
每一座水库，每一个湖泊，他们在巡查
中发现问题，在巡查中解决问题。对
于巡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实行清
单挂号管理，促进问题整改。

坚持问题导向
建立两类清单

铜梁区河长制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是该区建立“坚持问题导向，建立
两类清单”工作机制推动的结果。

建立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根据市
河长办工作要求，结合铜梁实际，印发
了《铜梁区全面推行河长制主要任务
分解的通知》，对河长制工作中涉及的
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
等目标任务，明确了13大类71项工作
任务及措施，对于重大问题，建立一问
题一方案。

建立问题整改责任清单。全区共
动态排查梳理河流污染及环保突出问
题540个，累计整改销号469个，整改
率达87%。区河长办对未销号的问
题，以区级河流（库）为单位，与区级相
关部门、28个镇街签订了责任书，进一
步明确了整改措施、整改期限。目前，
二坪镇、水口镇实现全面销号。

瞄准重点难点
实施三大攻坚

河流污染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
上。在铜梁，全区上下形成了这样的
共识：只有同步治理水里岸上、城市农
村、生活和工业污染，才能治标治本。
在一个个会议上，一项项安排中，一次
次督办时，都要求污染追根溯源，强化
源头管控。为此，铜梁区展开了三大
攻坚战。

一是城镇生活污染整治攻坚战。
由区城乡建委牵头，各镇街对场镇生
活污染进行整治，全区计划建设场镇
雨污管网148.8公里，污水处理设施26
处。截至6月，已完成设计95公里，建
成雨污管网56公里，完成配套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10处；永嘉、石鱼、华兴、大
庙、土桥、西河、蒲吕、少云、维新9个镇
街的污水处理厂技改升级，目前永嘉
镇污水处理厂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
进行设备调试，其余正在施工建设。

二是农村面源污染整治攻坚战。
区农委、区畜牧中心牵头对清理的540
项农村面源污染进行了整治。截至6

月，已整改问题453个，其余问题将结
合新排查出问题一并推进整改。特别
是加强化肥、农药、抗生素使用的严格
管控，务必实现大幅下降，同时，开展
了肥水养殖专项整治行动、电鱼违法
捕捞整治专项行动、小北海周边水环
境整治专项行动等工作。

三是工业污染整治攻坚战。区经
信委、区环保局、铜梁高新区牵头对工
业污染进行了整改，全区纳入工业污
染整治提升清单的企业共391家。截
至6月底，已有191家企业通过提质上
档，增添环保设施，取得环保手续；其
余200家污染企业处于整改之中。

建立四大机制
督促工作落实

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是工
作有力推动并取得突出成效的重要保
证。铜梁区经过探索，建立了四大机
制。

一是“周报月研”机制。今年以
来，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月月召
开河长制工作推进会；在印发的24期
河长制周报中,每期都有区总河长的
重要批示；在每月召开工作专题推进
会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有关会议精神，总结研判上月工作，安
排下月任务。

二是督办交办机制。截至6月底，
区级河长巡河 36次、镇村河长巡河
2857次，发现并处置问题256个；区河
长办及区委、区政府督查室联合开展

综合督查5次；区河长办开展专项督查
17次，下发督办通知13件，办结12件。

三是约谈问责机制。铜梁区委书
记、区总河长唐小平多次批示，要求层
层压实责任，加大督导追责问责力度；
铜梁区长、区总河长左永祥约谈纸业、
养殖企业，敦促其及时处置环境污染
隐患，相关区领导对河长制工作推动
不力的4个镇街进行了集体约谈，区环
保局还对40家污染企业集中或单独约
谈；近期，河长制工作相对滞后的两个
镇还向区委、区政府作出了书面检查。

四是联动共治机制。区河长办与
合川区、潼南区、永川区河长办建立了
区级跨境河流上下游联动机制和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机制，根据水上清漂打
捞责任区划，签订了联防联控合作协
议，已联合清漂3次；区内小安溪流域
10个镇街也建立了联动清漂共治机
制，今年以来联动清漂6次。

坚持不懈治理
生态美景重现

今年，区里启动了巴川河综合治
理工程，通过在巴川河中栽植水草、放
养鱼苗等方式，对巴川河进行生态修
复。近日，区渔业部门向巴川河投入
了一批鱼苗，以进一步净化改善水
质。而今，巴川河水质改善明显，两岸
的健身步道、绿化景观进一步提质上
档。

岸边绿树成荫、湖水清澈透明……
这是南城街道黎家沟水库而今的生态

美景。前些年，水库肥水养鱼，加上岸
边一个大型养殖场，把一库清水变成
了污水。近年来，铜梁投入340万元，
在黎家沟水库实施了水资源涵养及水
生态环境修复工程，让黎家沟水库得
到“新生”，被列为重庆市水资源涵养
及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基地。像黎家
沟水库一样，铜梁区还在小北海水库、
西河石桥水库、围龙桥亭水库、水口大
滩水库、东城安全水库等地实施了水
资源及生态保护工程，修复改善水体
面积5000多亩；在南城、安居、少云、
虎峰等镇街实施了水土保持小流域治
理项目、农发水保、水系森林工程等，
治理面积达60平方公里。

从永川发源的小安溪，在铜梁境
内途经 10 个镇街，蜿蜒辗转 84 公
里。通过排查，小安溪流域去年“挂
号”问题124个，目前已整改并完成验
收106个。流域沿线20家工业企业
通过增添环保设施或停产，达到了相
关环保要求。通过划定畜禽禁养区和
限养区，先后关闭搬迁养殖场（户）31
家，为24家养殖场（户）加装了污染治
理设施。同时，小安溪流域积极开展
集中清漂和常态化清漂，累计打捞河
面河道垃圾4636吨，周边14个场镇
完成生活污染问题整改。

生态环境保护永无止境，河长制
工作永远在路上。当前，铜梁区正认
真贯彻落实市级总河长会议精神，全
面推行河长制，确保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

斐文 武强

纵深推进河长制 确保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7 月 29 日，爱好者在南川金佛
山绝壁栈道上展示水袖舞。当日，
金佛山景区西坡绝壁栈道上迎来了
近100名水袖舞爱好者，她们在3公
里长、2000多米高的绝壁栈道上翩
翩起舞，舒展摇曳，人与自然融为美
丽景观。

特约摄影 瞿明斌

金佛山：
千米绝壁舞“水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