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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共
接待游客209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91.77亿元。依托乌江画廊、阿依河、
蚩尤九黎城、摩围山、郁山古镇等5大精
品景区，彭水县还推出了一系列旅游扶
贫措施。

作为渝东南的旅游大县，彭水县拥
有较好的生态资源优势。走进新时代，
彭水县将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将生态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发展优
势？旅游业在彭水县脱贫攻坚工作中起
到什么作用，未来将取得什么新发展？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彭水县
县委书记钱建超。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钱建超：

转化生态资源优势 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王濛昀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区县负责人访谈·彭水县

三项措施贯彻十九大精神

重庆日报记者：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决定，彭水县
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钱建超：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按照中央和市委的
部署要求，我们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具体来讲，一是抓学习培训。二是抓宣传宣讲。充分
发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作用，推出形式多样、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专版、专栏、专题、专访等，大力营造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浓厚氛围。三是抓贯彻
落实。立足彭水发展实际，我们从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
兴、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新型城镇化进程大提速、旅游产业
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且要坚决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重庆日报记者：彭水县发展旅游业具有哪些优势？
如何利用这些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钱建超：我们有很好的生态资源。彭水有摩围山、七

曜山等生态屏障和乌江、郁江等生态水系，森林覆盖率达
54.2%，是全市森林资源大县、水利能源基地县，也是国家
园林县城、市级环保模范县。就彭水而言，要把生态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最好的方式是发展旅游产业。

近年来，彭水坚持把旅游产业作为全县第一支柱产
业来抓，充分彰显“民族、生态、文化”三大特色，深入推
进全域旅游、全民兴旅，做靓“世界苗乡·养心彭水”旅游
品牌。坚持以城市功能与旅游功能、城市产业与旅游产
业、城市生活与旅游场景“三融合”为重点推进城旅融
合，以产区变景区、民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三转变”为
重点推进农旅融合，以提升旅游商贸功能、提升旅游商
品供给能力、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三提升”为重点推进商
旅融合，以加强民族文化挖掘传承、加强景区文化建设、
加强区域文化交流“三加强”为重点推进文旅融合，着力
把彭水“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健康的食品”等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重庆日报记者：既然良好的生态资源是彭水县的一
大优势，那么彭水县将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并保护其在
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受破坏？

钱建超：我们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三年环
保攻坚行动”，突出抓好“五大环保行动”，全面落实河长
制，深入实施“水十条”“土十条”，坚决守护“一江碧水、
两岸青山”。

加快构建以乌江、郁江、普子河、诸佛江四大主要水
系生态带和摩围山、七曜山两大山脉生态屏障建设为主
体，以交通廊道、城市绿地为补充的生态格局。加快推
动产业发展绿色转型，全面落实产业准入政策和禁投清
单，加大节能减排降耗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资
源集约高效利用，大力倡导绿色消费、环保消费理念，推
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

促进乡村振兴 走脱贫攻坚特色路

重庆日报记者：作为全市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彭水

县尚有大垭乡、三义乡两个深度贫困乡镇。未来，彭水
县将如何布局脱贫产业，助推脱贫攻坚？

钱建超：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我们将
大力发展红薯、烤烟、畜禽养殖等特色产业，着力构建

“一乡一特”产业格局，培育“一村一品”产业体系，健全
产业发展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以打造全
域旅游示范县为契机，充分发挥蚩尤九黎城、阿依河、摩
围山、乌江画廊、郁山古镇等精品景区的带动作用，结合
贫困乡村资源特点，培育一批生态游、乡村游、观光游、
休闲游、农业体验游、保健养生游等业态产品，丰富旅游
生态和人文内涵，让贫困群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增收受益。按照“接二连三”的要求，大力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积极探索“大数据+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旅游
业”融合发展的农村电商路子，着力打造从生产到加工、
包装、储运、销售、服务的扶贫产业链条，使特色产业真
正成为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

重庆日报记者：不论是发展产业，还是实施精准脱
贫，其目的都是振兴乡村。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彭水
县将如何行动？

钱建超：加快乡村振兴，我们必须立足县情农情，举全
县之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首先，是深化“三农”领域改革。坚持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现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其次，是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促进特色效益农业

与资源加工转化、民俗生态旅游、现代商贸服务等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

第三，是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行动计划。加
快畅通出口通道、升级干线公路、建设“四好”农村路。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全覆盖工程，让所有农户吃
上干净安全的自来水。

还有就是守护好乡村田园风光。加大民族村寨、传统
村落保护力度，推进山水田园修复治理，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摩围山风景度假区，距离彭水县城35公里，夏季平
均温度25℃。夏纳凉、冬赏雪，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宜人
的气候，使其成为了近年来彭水县乡村旅游的“新宠
儿”。背靠摩围山，是彭水县润溪乡白果坪村。这里，有

一项村民们的共同事业。26户村民通过集资的方式在
摩围山修起了“空中木屋”。2017年，入股村民每户分红
近6000元。

近年来，彭水县制定了以摩围山为代表的景区带动

模式；以阿依河为代表的“公司+农户+农家乐”扶贫模
式；以节庆活动营销助推旅游产业扶贫等5种旅游扶贫
模式。2017年，彭水县打造5条乡村旅游精品路线，举
办赏花、踏青、采摘、农耕体验等各类乡村旅游活动10余
次，接待游客30余万人。乡村旅游综合收入超过4000
万元，带动7500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从打通交通环线、加大品牌建设力
度、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发展智慧旅游等方面进一步推
动彭水县旅游业发展，同时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彭水县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摩围山上建起空中木屋

特色旅游业带动村民脱贫
本报记者 王濛昀

阿依河七里塘峡谷。 （彭水县旅游局供图）

试水统一办案
着力破解跨区域环境保护难题

2017年11月16日，巫溪县检察院与县林
业局联合成立的林业生态保护检察室正式挂
牌。这是中西部地区成立的首个专项致力于生
态环境保护的派驻检察室。

这个“首个”出现在三峡库区的巫溪县绝非
偶然。

2012年初，重庆市检察院开展破坏环境资
源刑事案件统一办理试点工作，将市检察院第
二分院辖区9个区县的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
件，全部移送万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环境污染具有以水为线、以山为面的辐射
性危害的特点，简单以行政区划确定污染环境
犯罪的管辖，不利于统一司法标准。”重庆市检
察院公诉一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州区检察院的试水工
作显得尤为重要。

在办案中摸索，在摸索中办案。2012年当
年，万州区检察院办理了70余件环保案件，并相
继出台《环保检察工作办法（试行）》、《万州区环境
保护行政执法与司法监督协作办法》等，与相关单
位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建立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
件档案，动态分析研判各区县环保案件特点……
司法标准和执法尺度也在摸索中逐步得到统一。

3年之后，2014年12月，重庆市检察院会同
市高级法院、市公安局、市环境保护局制定《关于
集中办理环境资源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
确定在渝北区、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江津区
5个区实行环保刑事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

重庆环保检察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2014年12月，万州区检察院在全市率先成

立环境保护检察室，实行专业化办案。与此同
时，重庆市检察院及其他4个区检察院分别设立
环保办案组，配备专门办理环保案件的检察官。

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有环保案件专业
化人员31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20人。

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起诉破坏环境资
源保护犯罪案件1539件2640人。

防范尤胜于打击。巫溪虽然并非市检察院
确定的5个集中办案单位之一，却是重庆市森
林资源大县和三峡库区最完备的生态屏障。“设
立林业生态保护检察室，旨在积极作为，有效预
防和惩治森林资源领域犯罪。”巫溪县检察院检
察长杨德伟说。

延伸法律触角
将环保检察融入生态保护大局

2017年12月22日，重庆巫山，阳光普照。
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民事行政检察干

警正在巫山县千丈岩水库进行回访，这一湾碧
水早已恢复了应有的宁静。

2014年8月，巫山千丈岩水库被邻省一矿
业公司违规排入的废水、尾矿严重污染，周边5
万多名群众用水困难。面对这起国家环保部定
性的“跨省界重大环境水污染责任事件”，按照
当时法律的规定，重庆检察机关站在“幕后”，大
力支持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发起公益诉讼。

“保护一方净土，除了办理环保刑事案件之
外，在民事行政检察领域也大有可为，比如开展
支持起诉和提起公益诉讼。”市检察院第二分院
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刘红艳介绍。

2017年3月，此案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十大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17年7月1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制度在全国正式确立。同年12月26日，市委
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
各部门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切实做
好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以党委、政府的名义发文为检察机关的某
项具体工作壮胆撑腰实属罕见，也因此重庆检
察机关依托公益诉讼职能守护绿水青山的行动
更显得理直气壮。

2017年12月，荣昌区检察院起诉该区一
镇政府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环境公益诉讼案被法
院受理——这是重庆首例提起诉讼的公益诉讼
案。

“要打赢这场生态司法保护的攻坚战，离不
开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要提高政治站位，自
觉将环保检察工作融入全市生态保护大局。”市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融入大局，更需要积极作为。2017年 8
月，重庆市检察院下发《关于深入推进支持起诉
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加
强对破坏生态环境案件的支持起诉工作，积极
支持环境污染受害单位和个人、有权提起环境
保护公益诉讼的主体提起诉讼”。

与此同时，充分积极发挥刑事执法与刑事
司法相衔接的机制，与公安机关共同构建联合
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机制，开展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资源
环境管理、保护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检
察建议，促进源头治理……

2017年，全市检察机关立案环保类公益诉
讼案件73件，提出诉前检察建议64件；建议行

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环保类案件335
人，法院已判决257人；向环保、林业、渔政等部
门提出生态修复检察建议22份。

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检察职能，延伸法律
触角——重庆检察机关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生
态司法保卫战中显得信心满满。

生态司法修复
大力唤醒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

当手中鱼苗放入渝北区统景镇御临河的
那一刹那，李军（化名）觉得一阵释然。

2017年7月，渝北区检察院会同相关部门
组织包括李军在内的14名涉嫌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的犯罪嫌疑人放养鱼苗20万尾。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总算弥补了自
己所做的错事！”李军说。

在万州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看来，打击犯
罪只是手段，及时修复生态，并唤醒全社会的
环保意识才是环保司法的终极目标。

最早着手于生态司法修复的当属万州区检
察院。该院首开全市之先河制定出《办理环境
资源类刑事案件生态修复工作实施细则》，建立
了348亩三峡库区司法保护示范林。其创设的
跨渝东北9区县的环保检察工作机制，曾获环保
部、中国法学会“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制度创新最
佳事例奖”。

黔江区、江津区等地也因地制宜，先后建立
了各自的生态修复基地。

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督促754名破坏
环境资源犯罪嫌疑人补植林木25万余株，放养
鱼苗400万余尾。

依法履行职责，但绝不就案办案。强化为
民执法的宗旨意识，把检察职能延伸为造福于
民的担当情怀，这已成为重庆检察人的共识。

2017年8月14日，正值40℃高温的酷暑，
涪陵区检察院专职委员付娟带着该院环境资源
刑事案件办案组干警，前往数十里开外的涪陵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进行实地勘察。烈日下，付
娟挥汗如雨。“在这种极端天气下，更能了解生
态林的真实修复状况。”她笑着说。

马弘 图片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

守土有责 强化担当

重庆检察：打响守护绿水青山的司法保卫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

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了“要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的重要指示。

市领导也多次强调，我市要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并对重庆检察机关作出了“服务好生

态文明建设”等3个重心工作的重要

指示。

剑之所指，心之所向；守土有责，

强化担当。在重庆市检察院党组一

班人的带领下，一场检察人守护重庆

绿水青山的司法保卫战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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