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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13时，三峡水库水位达
到175.0米，实现2018年试验性蓄水目
标，自此三峡水库连续 9 年圆满完成
175米试验性蓄水任务，我市境内涨落幅
度达30米，面积达306.28平方公里的消
落带，也再一次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下。

在消落带，耐旱植物会在蓄水期被
淹死，耐淹植物会在枯水期干死。没有
植物，水土会随着江水而去，污染水
体。因此，消落带治理被称为世界级难
题。

306.28平方公里的消落带，如何治
理，如何为我所用？国家林业、农业、气
象、环境等方面的专家多次考察后认为，
三峡库区消落带是一个新生的生物地理
景观单元，利用好这片土地资源，对解决
三峡库区的治山、治水、治贫，以及保护
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庆，勇于创新，在治理消落带上，
正走出一条自己的特色之路。

四级立体生态系统，筑起
保护消落带生物多样性的生态
屏障

初冬，开州汉丰湖波光粼粼，许多在
此过冬的候鸟或在水中嬉戏、或是轻盈
地掠过水面……汉丰湖，因三峡工程而
生，拥有独特的滨湖湿地，开州城坐落于
汉丰湖畔，构成“城在湖中，湖在山中，意
在心中”的美丽画境。然而，当三峡水库
水位降至145米时，汉丰湖畔同样会有
大面积的消落带裸露。

“开州区消落带面积为42.78平方公
里，占重庆市消落带面积的13.9%。”开州
区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熊森
说，9年前，当接到要将生态系统极度脆
弱的消落带打造为生态屏障的任务时，
他心里完全没底。

开州区首先在长江支流澎溪河上建
起了水位调节坝，将消落带划分为上游
和下游两部分。上游水位受水坝调节，
常年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广袤的消落
带被汉丰湖覆盖，仅少部分露出水面。
当地政府又在沿湖地区错落点缀了公园
和数十公里的环湖步道，整个城区依湖
铺展，城市环境明显改善。

不仅如此，为了保持汉丰湖和澎溪
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开州实施了消落
带鸟类生境重建工程，构建水塘、洼地作
为鸟类的营巢和庇护地。冬季蓄水达
175米后，较高的水面淹没了鸟类停歇、
觅食的浅滩，治理团队又在湖面建起了
两个面积达15立方米的鸟岛，并栽植乔
灌木和草本，让这里变成了鸟类休憩觅
食的天堂。

针对水坝下游水位幅度变化较大的

澎溪河领域，开州在消落带上构筑起了
一套涵盖鸟类庇护林、林泽、基塘、滩涂
生态保育四级工程的立体生态系统。

治理团队筛选出十余种耐水淹的木
本植物，给消落带“穿”上了宽约10余米
的绿色外衣，使其发挥护岸、生态缓冲、
景观美化等综合效用。

经过9年多的探索，开州区在原本脆
弱的消落带上筑起了一道道生态屏障，
为百姓营造了更多亲水休闲的空间，消
落带的生物多样性也正在恢复。

统计数据显示，相较治理前，这里的
植物增加了40余种，鸟类增加了21种。
适应季节性水位变化的20余种草本植物
和10余种木本植物成活状况良好。

中山杉蔚然成林，逐步形
成一个近万亩的消落带生态经
济带

11月26日，万州区百安坝街道沱口
外的长江边上，客船、货船往来穿梭，一
江碧水静静流淌，岸边70多亩中山杉蔚
然成林。“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滩，我们
近10年的努力换来了今天的郁郁葱葱。”
原万州区林业局林科所所长、林业高级
工程师任凭介绍，三峡工程建成后，随着
水位的涨跌，万州区形成了近24平方公
里的消落带，这70亩中山杉所在的区域，
正是消落带的一部分。

2009年初，配合三峡水库首次蓄水，
任凭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开始了消落带
治理的试验示范。当年，他们共移栽了
208株直径3-5厘米、苗高3-4米的“中
山杉 118”大苗，在沱口福利院外江边
170-175米区间进行淹没浸泡试验，每
年调查淹没后苗木的生长成活情况，分
析浸水淹没对苗木生长的影响。经过9
年的淹没浸泡试验，目前苗木保存204

株，死亡4株，保存率达到98%。
除了中山杉，多年来，任凭带领科研

团队先后试种过竹柳、桑树等多个树种，
“目前来看，中山杉是表现最好的，不仅
生长速度快，而且耐淹耐旱能力强、病虫
害少。”

如今，万州区长江消落带上已推广
栽植中山杉试验示范林近1500亩，绿化
消落带岸线长度达40公里，逐步形成了
消落带绿色生态长廊，有效缓解消落带
水土流失，并逐步形成了沿江水上森林
的壮美景观。

“我们曾乘船沿长江万州段干流进
行了考察和测算，发现万州境内近24平
方公里的消落区，165至175米范围内的
区域总面积为1.6万亩，适宜栽种中山杉
的滩涂及湿地面积则有9375亩。”

从2016年起不再担任林科所所长
一职的任凭，依然对中山杉牵肠挂肚，“9
年的试种说明，165米至175米范围内的
消落区最适宜中山杉。我们计算过，只
要5000万元，就能把万州境内9375亩
的滩涂及湿地全部种上中山杉，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消落区治理难题。”

“中山杉的栽种，还具有较大的经济
价值。”万州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中山杉材质较好，非常适合制作家
具。随着万州逐步扩大中山杉的栽植范
围，在保证消落带治理效果的前提下，适
当抚育间伐出的木材，还可产生一笔不
菲的收入，逐步形成一个近万亩的消落
带生态经济带。

湿地生态缓冲区与消落带
固土护岸技术，攻克消落带生
态重建与恢复的难题

忠县，位于三峡库区中游，长江流径
88公里，汇合溪河28条，消落带岸线长、

面积大，自2007年以来，忠县政府与中
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联合共建了中科院
三峡库区（忠县）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中科院三峡站），签订了长期的消落带
治理科研合作协议，并协调忠县石宝镇
至汝溪河口15km的消落带供科研试验
示范。

经过多年探索，忠县消落带治理确
定了固持土壤、改善植被生境及产生最
小二次生物污染的整体思路。

研究团队在遵循整体思路的前提
下，成功建立了阻挡和消纳库周污染物
的湿地生态缓冲区，并研发了消落带固
土护岸技术，攻克了消落带生态重建与
恢复的难题，并筛选出了10余种消落带
适宜植物进行植被恢复重建试验示范，
包括柳树、野古草、狗牙根、扁穗牛鞭草、
类芦等。此外，研究团队还对部分物种
进行了环境适应能力和机理研究。

“现在示范区的植物长势良好，生物
群落比较稳定。我们种植的牛鞭草是地
毯式覆盖，能长到1米多高，在三峡蓄水
时将地表面的那一部分割掉，因为牛鞭
草的根茎在泥土里不会腐烂，故此不会
产生二次环境污染，在第二年时牛鞭草
还会萌发，重新繁茂生长。”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中科院三峡库区（忠县）水土
保持科技示范园区（中科院三峡站）已
在忠县总面积1000余亩的消落带，建立
了4个生态恢复和综合整治试验示范基
地。

如今，石宝镇至汝溪口消落带治理
取得初步成效，示范面积1000余亩，已
形成了“沧海桑田”“柳树成荫”“荷花飘
香”“水草丰美”等景观优美的消落带治
理模式。不但库岸土壤得到了保护，消
落带植被还美化了库区，促进了当地生
态畜牧和渔业的发展。

重庆探索特色生态治理之道

三峡库区消落带“枯木逢春”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毛双

本报讯 （记者 周
雨）11月 26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荣昌区环保局获悉，
因该区通过实施系列工程
措施和精细化管理措施，使
濑溪河（荣昌段）水质得到
明显改善，市环境监察办公
室近日决定对该区万灵镇
等9个街镇解除环境保护
区域限批。

去年10月，因濑溪河
流域（荣昌段）高洞电站出
境断面水质超标问题突出，
市环境监察办公室对该问
题进行了挂牌督办，由于未
能在规定时限完成整改，今
年5月，市环境监察办公室
对荣昌区万灵镇等9个街
镇实施环境保护区域限批，
要求暂停受理、审批濑溪河
流域（荣昌段）万灵镇、河包
镇、仁义镇等9个镇街内新
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从去年10月以来，荣
昌区委、区政府成立了由区
委书记任总指挥长的指挥
部，制定并实施了《荣昌区
深化濑溪河流域综合治理
工作实施方案》，以濑溪河
流域干流和29条支流为重
点区域，持续推进濑溪河水
质超标问题整改工作。

一年多来，荣昌全面开
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至今
已完成畜禽养殖关闭搬迁
或治理共642家；全面整治
和防控水产养殖污染，对濑
溪河流域436口 5亩以上

鱼塘实行全面整治，并建立
“一塘一人”防控模式，确保
这些鱼塘“污水零直排”；推
进镇街雨污管网和城区雨
污管网整治全覆盖，基本完
成17个镇街及社区的二三
级污水管网改造、荣峰河池
水河污水主次管网等项目，
共新建污水管网169公里；
强化涉水工业污染整治，对
91家重点涉水工业企业实
行全面整治。

与此同时，荣昌还完成
了12条濑溪河支流的清淤
工程；完成辖区18家农贸市
场、85家餐饮门店、38家食
品加工小作坊整治；加大对
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厂等重
点排污单位的监管，共立案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210件。

另外，荣昌还完善“协
作机制”，与大足、泸县签订
濑溪河流域水环境保护合
作协议，共同研究和应对上
游补充水源缺乏、全年降雨
量严重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推进跨区域河流共同防治，
协同处理环境违法行为、污
染纠纷和突发环境事故。

据国家生态环境部聘
请的第三方监测数据，今年
8月—11月，濑溪河高洞电
站国控断面实现连续4个
月达到Ⅲ类水质目标，市环
境监察办公室据此决定对
荣昌9个街镇解除环境保
护区域限批，并同时解除濑
溪河流域（荣昌段）高洞电
站断面水质超标问题挂牌
督办。

荣昌9个街镇
被解除环境保护区域限批

本报讯 （记者 周
雨）11月 26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永川区获悉，目前，
该区同时在建利勃海尔、埃
斯维、德根等3个德国高端
数控机床项目，使该区高端
数控机床产业呈现加快集
聚发展态势。

据悉，这3个项目全部
位于永川国家高新区高端
数控机床产业园。其中，利
勃海尔所租用的厂房面积为
8000平方米。该公司于去
年12月启动厂房装修工作，
现已基本完成行车地基加
厚、行车安装、网线铺设等工
作，并已开始安装生产设备，
预计明年5月正式投产。该
项目也是利勃海尔在华唯一
机床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大
型齿轮机床。达产后预计
可实现4至5亿元年产值。

埃斯维一期厂房面积
为2000平方米，预计明年
中旬投产。该项目将主要
生产用于发动机缸体、缸盖

加工的高端数控机床，投产
后预计可年产30台机床、
2.4亿元产值。

德根项目所租用厂房
面积约5000平方米，计划
明年投产。该项目主要生产
钻孔加工的珩磨机，投产后
预计可实现3亿多元年产值。

在此之前，已有一个
德国高端数控机床企业埃
马克落户永川。该公司于
2016年 7月投产，去年销
售了102台、销售额2.67亿
元。今年1至9月销售91
台、销售额1.85亿元。

截至目前，永川已投产
12家数控机床整机企业和
11家零部件企业，今年 1
至9月共销售数控机床整
机798台，占到了全市数控
机床销售总量的1/3。

永川区负责人表示，随
着勃海尔、埃斯维、德根等
3个项目明年建成投产，永
川将初步形成以4个德国
企业为龙头的高端数控产
业集群。下一步，他们将瞄
准国际市场，将永川打造成
集高端数控机床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区
域性产业基地，到2020年
形成200亿元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集群规模。

永川同时在建
3个德国高端数控机床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吴刚）
11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日
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批
复同意重庆高新区建设国
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
集聚区。这将有利于高新
区乃至整个重庆市提升产
品供给质量和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

检验检测行业属于重
要的生产服务业，几乎贯穿
于工业产品从研发到生产
的所有环节。检验检测，被
认为是一个地区产业配套
能力的关键。

2016 年 9月，国家质
检基地项目在高新区金凤
产业园挂牌。该项目主要
包括北斗导航检测、汽车安
全与排放实验，以及电子产
品、能源计量、特种设备安
全、智能终端及物联网等领

域的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
服务。

目前，国家质检基地累
计完成投资约13亿元，一
期工程基本竣工，机动车强
检试验场等7个项目正式
投入运营。所有子项目都
取得了国家级资质，技术服
务能力覆盖相应产业90%
以上的产品或参数，汽车电
池、电磁兼容、车联网、能效
测试等多个项目检测能力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此外，
该基地还与另外10家机构
正式签订入驻协议，正开展
基建等前期工作，协议投资
额约18亿元，建成后协议
营业收入约20亿元。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将以此为契
机，提高第三方检测的公信
力和竞争力，加速检验检测
行业集聚发展，促进区域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

高新区获批建设
国家检验检测集聚区

“我想回村里去看看，毕竟在那里工
作了一年，很多工作只开了个头，想去看
看效果如何。”11月16日，市港航管理局
水上交通管理监控中心副主任刘晗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

上个月，刘晗因为父母重病，提前结
束了在丰都县三建乡绿春坝村的挂职。
任务戛然而止，让他感到十分遗憾，“毕
竟，让绿春坝村如同其名字一样，既有

‘绿’又有‘春’，迎来新的春天，是我最大
的愿望。”刘晗说。

暖心小事打开工作局面

去年9月，刘晗来到绿春坝村担任第
一书记。初来乍到，他就意识到，这里并
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充满生机。

上任的第一天，刘晗就听闻那是三
建乡群众工作难度最大的贫困村之一。

绿春坝村有1598人，其中贫困户96
户 435人，产业薄弱，基础设施欠账较
多，脱贫任务着实不轻。刘晗意识到，要
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只有用脚跑
出来，用心干出来。此后，绿春坝村的乡
亲们总能看到戴着黑框眼镜、手拿笔记
本、肩上搭着白毛巾的刘晗出现在田间

地头、农屋院坝。在短短6天里，他访遍
了绿春坝村的家家户户。

在入户走访中，刘晗发现很多村民
虽都养了土鸡，却没有销路。“在主城，土
鸡和土鸡蛋都很受欢迎。”刘晗与廖家坝
村的第一书记乔亚军一起建起了三建乡
土特产网店，很快帮助老百姓卖掉了几
百只土鸡和2万多个土鸡蛋。

绿春坝村一社位于龙河左岸，与外
界唯一的通道是龙河上的一座便桥。去
年10月，暴雨涨水，冲毁了便桥，村民只
能走在河水消退后的乱石上，修桥迫在
眉睫。刘晗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工作经费
中掏出5000元，又争取资金对桥进行了
修缮，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一件件小事，迅速拉近了刘晗与老
百姓的距离。

钻进竹林寻找脱贫产业

得知村里已种了1100多亩雷竹，刘
晗决定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雷竹产
业。但来到村里的雷竹种植基地时，
1100多亩的竹子却让刘晗略感意外。

“竹子比较矮小、密度低。”刘晗说，
经过与村民的进一步交谈了解到，雷竹
的种苗是政府将扶贫资金和退耕还林补
助给村民后自行种植的，想要真正创收，
养护非常重要，“前期搞的花椒、板栗、山
羊等产业发展效果较差，大多数都是养
护跟不上造成的。”

“三分种，七分养。”找到问题的关键

后，刘晗东奔西走筹集资金，引进了森林
经营所，不但帮助乡亲们免费管护雷竹，
还让他们在森林经营所获取务工收益。
刘晗还组织村里的种植大户和企业，在
绿春坝村组建雷竹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雷竹的加工、销售，打消乡亲们对雷竹
产业发展的顾虑。

“在西部农交会，有两家企业与我们
达成雷竹笋购买协议，不用担心竹笋卖
不出去。”刘晗充满信心地说，雷竹亩产
能达4000斤左右，即使保守按照每斤两
元的价格计算，亩产值也能达到8000元
左右。按这样算，绿春坝村户均种植雷
竹约2亩，每户年收益能达到1.6万元，有
望成为老百姓的致富产业。

农旅融合开建竹海休闲园

和大多数处于深山峡谷之中、路途
遥远的贫困村相比，绿春坝村距离重庆
主城只有一个半小时，距离丰都县城只
有半个小时，且夹在雪玉洞与南天湖两
大景区之间，自然资源丰富。

今年3月，结合三建乡场镇搬迁的契
机，以及绿春坝村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绿春坝村争取到了1500万元的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资金，按农旅结合打造1500
亩的竹海休闲园。

竹海休闲园不但建设机耕道、渠道、
人行便道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还将建
设竹海广场、竹海长廊、观景台等旅游设
施。

但是一开始许多村民并不支持，刘
晗会同村干部召开院坝会，又一家一户
上门做思想工作，分析利弊。在刘晗一
趟又一趟的登门拜访中，村民们终于
认识到，只有村里发展好了小家才会
好。

目前，竹海休闲园已顺利动工，一期
工程将于明年3月竣工投用，绿春坝村的
田园将变公园，农区将变景区，农房也将
变为客房。刘晗就想着，哪天一定要回
去看看，看看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了
没？竹海休闲园建得如何了？乡亲们日
子过得怎么样了？

丰都县绿春坝村原第一书记刘晗——

要让绿春坝既有“绿”又有“春”
本报记者 颜安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村里修公路，刘晗正在现场进行
丈量。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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