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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万州瀼渡镇污
水处理厂通过竣工验收，开始
投入试运行。自去年8月份
开工以来，这座占地面积
3151 平方米、日处理能力
20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从
无到有，结束了周边居民生活
污水常年直排的历史。

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建
成城乡污水处理设施2400余
座，完善城乡污水管网约2万
公里，全市污水处理能力已达
到500余万吨/天，44座城市
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由一级
B排放标准提高至一级A排
放标准，43座城市污水处理
厂完成改扩建。其实，污水处
理厂的新建、改扩建及升级改
造，只是重庆为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

今年，重庆出台了《污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实 施 方 案
（2018－2020年）》，以持续
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
“建、治、管、改”并举，突出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并按照
项目化、工程化的要求，扎实
推动污染防治攻坚重点工程，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日益
增强。

“上游水质变好了，就由下游补偿上游；
上游水质变差了，那就得由上游补偿下
游。”9月3日，为了促进县域内流域水资源
保护和水质改善，按照2015年4月发布实
施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流域水环境质
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差”的原则，垫江开始实
施县域内流域生态保护激励补偿机制：流域
上游乡镇（街道）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同时享有水质改善、水量保障带来的权利；
流域下游乡镇（街道）对上游乡镇（街道）为
改善生态环境付出的努力作出补偿，同时享
有上游水质恶化、过度用水的受偿权利。

表面看似“扳手腕”的横向补偿机制，实
质却是对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巧妙运用。
在永川，实施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仅
仅4个月，永川区内的流域水环境质量就得
到了明显改善——过去多为劣五类水质的
120余处监测断面，如今已基本达到四类。

近年来，重庆对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
以上且流经2个区县以上的19条次级河
流，实施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截至11
月底，璧南河、御临河等19条河流已签订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重要改革任务和重
点改革专项的相继实施，重庆进一步加快环
境监管制度改革步伐，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
完善制度建设，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释放了
政策红利，增添了强大动力。

不良企业违规排污，收到的不只是来自
环保部门的罚单，可能还要面临政府多个部
门的联合惩戒……今年年初，市生态环境局
对445家企业开展2016年环境信用等级评价
中，57家环保诚信企业被纳入环境保护领域

“红名单”，10家不良企业被纳入“黑名单”。
据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指标体系

涵盖了企业从环评、建设，到投产运行、污染
治理的各个环境管理环节。既有过程管理
的指标，也有排污结果的指标；既有大量的
扣分项，也设定了8项加分指标，鼓励企业
在守法、达标排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绿
色发展。

今年，重庆还出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将改革工作纳入
《重庆市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计
划（2018—2020年）》、《重庆市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施方案（2018—2020 年）》；成
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分管
副秘书长、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任副组长，13
个市级部门（单位）为成员的推进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和具体责任部
门。同时制定了配套制度，并注
重强化宣传培训和督察指导，以
确保改革达成实效。

重庆污染防治攻坚这一年——

“建治管改”统筹推进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陈维灯

面对环保设施建设缺口大、欠账多这一
“卡脖子”问题，重庆各级部门从污水处理、
固体废弃物处置、道路交通污染防治、船舶
码头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监管大数据等5
个方面着手，加快补齐设施短板。

除了前文所说的新建、改扩建及升级改造
污水处理厂外，为了解决城市危废处置能力短
板日益凸显的问题，重庆出台了《重庆市危险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布局规划（2018-
2022年）》。计划在2020年底前，建成投运长
寿危险废物处置场二期等项目，每年新增集
中处置能力42.25万吨；鼓励和支持璧山、江
津、涪陵、万州，以及黔江等地区新建（扩建）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和填埋设施；到2020年，
全市每年新增水泥窑协同处置能力43.1万
吨；新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1.13万吨；在
10个区县开展危险废物综合收集贮存试点工
作；组织开展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规划（2019-
2035年）工作，布局一批重大处置设施。

除了提升危废处置能力，重庆的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截至目前，
重庆全市建成运行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共
60座，其中主城区建成运行焚烧厂3座，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建成运行易

腐（餐厨）垃圾处理厂3座；启动并推进渝
北洛碛垃圾处理产业园区建设。

在船舶废弃物接收处置暨
清漂码头工程建设方面，已完成
长寿、涪陵、忠县码头项目主体
工程的95%，云阳县码头项
目也已完成90%。同时，重
庆高度重视环保信息化建
设，大气、水污染防治管理
系统已在全市范围内推
广应用。

水污染防治管理系统
目前已集成37条重点河
流数据，将“一河一策”通
过移动APP带到现场。大
气污染防治管理系统平台
建立了“数据舱”和“作战
图”，集成多种可视化形式，
实现了市域、区域、区县、站点

等不同层级的实时数据分析。

堆存二十多年的生活垃圾不见了踪
影、数千吨不合格石灰一扫而空……11月
中旬，生态环境部在“清废行动2018”中发
现的重庆4个部级挂牌督办问题已全部整
改完成，达到了销号要求。从今年5月挂
牌督办，到半年后全部销号，这一过程，充
分体现了重庆着力治理突出环境问题、坚
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合力与决心。

为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今
年，重庆对纳入市级监测的劣V类河流和
纳入国家、市级考核的不达标河流开展全
面“体检”，设置约1100个监测断面，详细
掌握流域干支流水质总体情况，形成“一个
流域一张图”，指导区县完善“一河一策”。

为最大限度遏制工业污染，重庆全面
完成“十一小”企业关停取缔，完成主城区
污染企业环保搬迁或关闭；截至11月底，
完成34台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去产能
退出煤矿2个、产能87万吨/年，关闭7个
煤矿、产能169万吨/年。

为治理城乡生活污水，重庆取缔了全
市106艘餐饮船舶，实现了污水、垃圾“零
排放”管理。

截至今年11月30日，重庆全面完成
153个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工作。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稳定达
到100％，9个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
级别保持稳定；长江干流重庆段总体水质
为优，纳入国家考核的42个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为88.1％，达到了年度目标要求。

今年，重庆累计建设和巩固扬尘控制
示范工地1740个、示范道路1700条；治
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376家；完成34
台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完成国电投合
川电厂1#等7台机组共252万千瓦改造
工组，全市累计完成15台共616万千瓦机
组的改造量，占全部改造任务的91%。完
成10家玻璃企业的脱硝深度治理和2台
燃气锅炉烟气脱硝及低氮燃烧改造，以及
539家烧结砖瓦企业整治；督促全市33家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和539家烧结砖瓦生
产企业实行错峰生产。

截至12月16日，重庆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310天，同比增加11天。

2.04万平方公里，是重庆市生态保
护红线覆盖的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24.82%。

为守好这道生态安全“生命线”，今
年，《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正式发布，生
态保护红线管控工程随之推进。

现已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矢量数据、
评价数据等基础数据的归档工作；渝北
区玉峰山的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试
点工作目前已启动界碑界桩制作，并对
勘界定标试点方案和技术方案进行了
优化调整。

为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
构建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今年，市生
态环境局和市公安局联合开展了重点排
污单位自动监控执法专项行动，对行业
内违法行为形成了震慑。

除了开展专项行动，重庆市生态环
境局还采取信息公开、定期抽查、指导
督促等方式，确保自动监控数据的真实
准确，同时不断完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
系统。目前，自动监控平台的升级方案
已编制完成。

目前，重庆市级环保集中督察已实
现全覆盖，重点督察了各区县党委政府
对中央和全市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情况、突出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环
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有力压紧压实了
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环保责任，有
效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保领域的突出
问题。

生态环境监管，不仅仅是对违法行
为的重拳打击，更有对合法企业的主动
靠前服务。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今年，重庆从优化环保法治环
境、建立“四张清单”、推行“全渝通办”等
10个方面，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经济发
展；制定了《全市环保系统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十条措施》和《关于进
一步做好环境执法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
通知》；出台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
了10大类41项具体举措。

九龙坡启动跳磴河二期综合整治工程
明年底将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回归清水美景

全力建设
补齐环保设施短板

深化改革
完善充实体制机制

强化管理
提升环境监管水平

狠抓治理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丰都县的长江航道、沿江高速、沿江景观大道，构成美丽交通画卷。 通讯员 高志相 摄

▲大足区大湾生活
垃圾填埋发电厂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日常的设备
检查。
记者 齐岚森 摄

▶九龙坡区彩云湖
国家湿地公园，青山绿
水相伴，散步其中让人
陶醉。

记者 郑宇 摄

▲璧南河水质越来越好，成为城市中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璧山区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九龙坡区环保局获悉，在完成跳磴
河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并实现跳磴河基本消
除水体黑臭后，该区将再投入11.9亿元，全面
启动跳磴河二期综合整治工程，计划2019年

12月底全面完工，实现跳磴河全面消除黑臭水
体的目标。

跳蹬河发源于沙坪坝区歌乐山狮子岩，经沙
坪坝区覃家岗镇进入九龙坡区华岩镇，在大渡口
区跳蹬镇注入长江。跳蹬河在九龙坡区境内全
长14.15公里（华岩镇境内约9公里，中梁山街道
境内约5.15公里），流域面积44.48平方公里。因

水质恶化，跳磴河在2016年被纳入了中央环保
督察重点督办名单。

跳磴河综合整治项目一期工程投入2.68亿
元，于2017年8月启动，共完成河道清淤11.2公
里，新建截污干管3.4公里，疏通及修复管网12
公里，新增生态绿化面积13万平方米，河底生态
修复1.5万平方米，新建人行步道4.6公里，新建
护岸1.5公里，整治流域内排水口86个，完成沿
河47栋共6.9万平方米的房屋征收拆除任务。
一期工程完成后，跳磴河基本消除水体黑臭。

九龙坡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在跳磴河二
期综合整治工程中，还将启用最新的食藻虫治理

技术。传统的水污染治理方式水质容易反弹，也
会造成次生污染。为此，九龙坡区决定在跳磴河
二期综合整治工程中，尝试已在我市渝北区碧津
湖等地的水环境治理中取得一定成效的食藻虫
生态修复办法，并委托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利用食藻虫进行跳磴河水环境治理。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地区负
责人谢丹介绍，利用食藻虫进行水环境治理和
生态修复，其实是构建一套“食藻虫-水下森
林-水生动物-微生物”共生体系的生态自净系
统，对水体实施立体生态修复，回归自然的清水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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