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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让污染远离母亲河
在巴南区一品街道的一品

河，每天上午9点左右，就有很多
车辆停靠在河边的空地上，这都
是晨钓爱好者的车。一品河边大
部分是竹林，一路郁郁葱葱，垂钓
者安身静坐，全神贯注盯着水中
的浮子。

再往前走，晨练者也占了河边
的一块地方。偶尔还能看到一些文
艺青年，坐在河边竹林边，翻着厚厚
的小说。

仅仅在两年前，这里还不是眼
下这个样子。“那时候，一品河鱼虾
绝迹，两岸垃圾遍地，为劣五类水
质，根本没有人愿意靠近河边。”附
近的居民说，由于一品河流域分布
着不少工业企业和畜禽养殖场，每
天都要产生大量污水，对河流造成
了污染。不仅仅是一品河，巴南境
内同为长江重要支流的花溪河、黄
溪河，过去也大抵如此。

精准施策压实责任
部署七大战役作战图

一年前，巴南境内的生态环境
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仅从水环境监

测数据来看，就有花溪河下游敬老
院断面水质1-5月超标，全年平均
水质不达标，以及花溪河、一品河、
黄溪河下游3段水体黑臭等问题。
此外，沿河企业超排、偷排等现象也
时有发生。

针对生态环保面临的问题，巴
南持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环境监
管力度和生态保护力度。陆续投入
12多亿元资金，对一品河、花溪河、
黄溪河3条长江的重要支流进行整
治；研究制定了《巴南区污染防治攻
坚战实施方案（2018-2020年）》，
层层分解目标任务，压紧压实工作
责任；立下了要在3年内开展“蓝天
保卫”、柴油货车污染治理、黑臭水
体整治、饮用水安全、乡村环境整
治、国土绿化提升、库区生态保护七
大战役，实施25项工程、167项任
务，举全区之力打好“母亲河”保卫
战的决心。

严把环境准入关
强化全域生态管控

近年来，以保护长江母亲河为
核心，巴南区一直在不断强化全域

生态管控，不仅率先划定了生态保
护红线，还实施负面清单制，严把环
境准入关，让环保局同步参与招商
引资，进行前期环保会审，对不符合
相关规定、影响生态环境的项目，即
使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坚决
放弃。

在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
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巴南开始实行
一系列强化生态管控、严格控制准
入的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以落实
规划环评刚性约束，增强长江经济
带系统性、整体性保护。

例如，巴南在全市率先启动了
“三线一单”编制工作，积极推进《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落
地。严格执行禁投清单规定，落实
大保护要求，守好长江及其主要支
流岸线“1公里”、“5公里”两条红
线，对麻柳化工园区进行了功能化
调整。叫停沿江重要生态功能区所
有新增采碎石项目，整治沿江排水
口21处、企业10余家、码头7处。
截至目前，办理项目环评审批54
个，购买排污权52家，发放排污许
可61个，交易金额264.8万元。

还清设施欠账
补齐基础建设短板

一直以来，环保基础设施欠账
多的问题极大地制约着巴南的生态
环境建设工作。为了夯实基础补齐
短板，巴南在环保设施建设方面的
动作着实不少。

李家沱污水厂、鱼洞污水厂二
期工程和提标改造工程全面完成，
并投入试运行，启动9座镇街污水处
理厂技改；修复破损管网2.3公里，
整治排污口4处，新建污水管网22.6
公里……近3年来，巴南共完成流域
生活污染治理项目68个，建成镇街
污水处理厂24座，治理沿江污染化
工企业11家，治理散乱污小企业
1500余家，64个1000人以上聚居
点污水处理实现全覆盖；全区城镇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95.4%，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

落地落实整改
强化监管执法力度

实打实地推进督察整改落实工
作，也是巴南能够有效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的原因之一。截至目前，巴
南接受的126件中央环保督察转办
件和53项整改任务均已全部办结，
并建立长效机制30个。市环保监
察反馈问题42件，已完成整改23
件；顺利通过国家环保专项督察和
国务院大督查。

在强化监管执法方面，巴南强
力推进“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目
前已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58家，
完成规范整治49家，完成搬迁整合
1家。在近年来开展的环境监管

“利剑执法”行动当中，查处各类环
境污染投诉4623件，查处案件数量
是去年全年的2.68倍，有效震慑环
境犯罪行为，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如今，花
溪河、一品河、黄溪河3条长江重要
支流已基本消除黑臭，环境面貌大
为改观，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也随
之改善。

全域环保一盘棋
提升整体生态面貌

重点河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

理的同时，巴南在大气、土壤、噪声
等方面的污染防治工作也取得了显
著成效。

今年，巴南先后完成丰盛垃圾
发电厂3台焚烧炉、4家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新增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4平方公里，整治餐饮
油烟56家，开展机动车路检7735
辆，全面取缔巴滨路江边露天烧烤、
烟熏食品等违法行为。截至10月
18日，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去年同
期增加15天，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
含量也有明显下降。

为防治土壤污染，巴南开展“绿
盾2018”专项行动，强化自然保护
执法监管，新建市级民生“增绿填
园”项目525亩，改建60亩，完成4
条城市干道立体绿化，启动花溪河
入江口湿地公园建设。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184.6平方公里，正在开展
红线勘界定标工作。

为应对噪声污染，巴南持续开
展噪声专项整治，查处违法夜间施
工工地33个，整治1家娱乐场所噪
声和1家工业噪声源，环境噪声达
标区65.77平方公里。

在垫江县曹回镇大坪村，一大
清早，便开始有附近村民陆陆续续
把家中的生活垃圾分类倒进路边的
垃圾桶里。到了下午，村里的保洁
员就会开着垃圾收运车，将这些垃
圾集中至村口统一设置的垃圾箱
中。随后，再通过重庆市环卫集团
下属的清洁企业转运至乡镇垃圾中
转站进行压缩处理，最后统一运输
至垫江县生活垃圾处理场进行集中
处理。

这一系列“户分类、村收集、镇
（乡）转运、县级处理”的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流程，只是垫江县深入实施

“五大环保行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

问题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诸多困
难，垫江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啃“硬骨头”、打硬仗，着
力解决环境突出问题，全县生态环
境质量得到了持续改善。

严格举措抓落实

2017 年，垫江县内卧龙河平

均水质被评为Ⅳ类，未能达到重庆
市的考核目标要求，城区河流黑臭
现象也未能彻底消除；同时，全年
303天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虽然
达到了考核目标，但与全市其他区
县相比，排名靠后也是不争的事
实。

为了加快水环境治理进度、尽
快缩小空气质量差距，提升全县生
态环境质量，在随后的一年里，垫江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推进水环境
综合整治方面，以龙溪河流域综合
整治为抓手，实施流域联防联控。
2018年持续整治涉水污染源244
个，实行挂图作战，城区河流黑臭现
象基本消除。实施“康养垫江·清洁
家园”、“康养垫江·绿色田园”、“康
养垫江·清洁水源”专项行动，积极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城乡环境面貌
得到有效改善。

截至目前，全县城市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100%，26个乡镇
（街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92.3%。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30.2平方公里，建成噪声达标区
17.4平方公里。2018年1-10月，
龙溪河六剑滩断面水质达到Ⅲ类，
满足水域功能要求，卧龙河五洞断
面水质连续4个月达到Ⅲ类。截至
11月20日，县城区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293天，较上年同期增加15
天，PM2.5年均浓度为42微克/立
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5微克/立方
米。

夯实基础补短板

垫江县属于典型的“老、少、边、
穷、库”“五不靠”地区，一直以来，环
境设施配套不足、生态环保资金缺
口大的问题，制约着这里的生态环
境治理工作。尽管如此，县里在保
障生态环保支出上仍然竭尽全力。

2015年-2017年，垫江先后投
入资金约8亿元，用于乡镇污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等环保专项
支出，建成投用设计处理能力为
7000吨/日的县城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30000吨/日的县城生活污水

处理厂，实现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全覆盖。

2018年，垫江累计投入资金约
7亿元，用于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等
生态环保专项支出。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覆盖144个行政村，建成50座
乡镇污水处理厂（站）、28座垃圾转
运站、1座45000吨/日处理量的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厂、1座污泥干化
处置设施，乡镇污水管网实现全覆
盖，建成主管网及二、三级管网约
300公里，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100%，乡镇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率达82%，农村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率达50%。

机制创新求完善

在近几年的环境保护工作当
中，垫江渐渐总结出一些体制和机
制方面的问题，认识到全县环境保
护工作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还需进
一步完善。为此，垫江进一步建立
健全环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推动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环境保

护部门统一监管、部门分工协作、公
众积极参与”。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正
是垫江完善环保体制机制的成
果。按照“谁污染谁补偿，谁努力
谁受益”原则，垫江充分调动流域
上下游乡镇（街道）水质改善积极
性，分类实施补偿激励。该机制自
2018年 6月实施以来，22个乡镇
(街道)缴纳了补偿经费421.5万元，
22个乡镇(街道)领取了补偿经费
254.5万元。

同样完善和建立的还有环保考
核机制、巡查机制和污水处理厂监
督管理机制。今年，垫江出台了环
境质量达标率分月考核计分办法，
变结果考核为过程考核，以确保各
项环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组建了
垫江县环境保护局巡查办，开展日
常巡查工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确
保突出环境问题有效整改；出台了
《垫江县乡镇污水处理厂监督运行
管理办法》，建立了污水处理与费用
支付挂钩的常态化监管机制，督促

已建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

巩固提高尽职责

下一步，垫江将在巩固生态环
境治理成果上做文章，对照《垫江县
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2018－
2020年）》，确保各项任务如期完
成，且经得住检验；全县各乡镇（街
道）、各部门将对照自身职责，各司
其职，协调配合，加大力度，以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度抓好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落实。

“中央有要求、市里有部署、垫
江有责任。这个责任是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的政治责任，是积极回应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民生责任，是

‘一个显著、六个建成’、‘三地一心
一城’和‘富民强县升位’的发展责
任。”垫江县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以坚定的政治态度、扎实
的措施方法，积极担当、尽职履责，
坚持“发展绿色垫江、垫江绿色发
展”思路，确保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

梁平 聚焦问题补短板 深入推进“五大行动”
生态环境保护最主要的矛盾是

水污染防治，最首要的任务是保护
水生态和水环境，这早已成为梁平
人心中的共识。在梁平，凡是有河
流经过的村镇，总少不了志愿护河
队和河流保洁员的身影。

在龙门镇文圣村新盛河段，长
期有护河队队员穿着胶皮靴，拿着
火钳、尼龙袋，在河岸上清理垃圾、
铲除淤泥；在金带镇双桂堂龙溪河
支流河段，社区居民老周把自制的
清漂工具探进水里，不放过任何一
片顺流而来的漂浮物……自建立河
道管理巡查制度以来，梁平区群众
的环保意识日益提高。

创新制度
凝聚环境治理合力

早在2013年，梁平区便率先推
行河长制。2017年对标市级要求
优化完善河长制体系，设立了29条
区级河流河长、86条乡镇（街道）级
河流河长，出台了河长会议制度、考
核问责制度等9个配套制度，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双总河长。今年

以来，梁平区出动区级领导带队巡
河86次。

在创新制度的基础上，梁平区
认真落实《重庆市建立流域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试
行）》，与垫江、长寿等区县签订龙
溪河流域水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协
议；出台了《梁平区建立龙溪河、新
盛河流域生态保护激励补偿机制
实施方案（试行）》，区级财政设立
流域生态保护专项资金500万元，
专项用于流域生态保护激励、补
偿；同时与毗邻区县四川大竹、开
江分别签署铜钵河（波漩河）、任市
河（新盛河）联动共治协议，打破区
域界限，形成治水合力，解决跨界
水污染问题。出台《梁平区乡镇村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完善污水管网“建管用”
机制。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制度，区政
府与各乡镇（街道）、工业园区管委
会签订《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34份，设立乡镇级水质考核断面
35个；改革生态环保工作改革机

制，2017年乡镇（街道）环保工作
实绩考核占比大幅提升……

今年以来，梁平在环保问题方
面诫勉谈话2人、警示约谈2人、提
醒谈话2人、行政拘留5人（企业），
对1个工作不力乡镇进行通报，召
开3次集中约谈会，累计约谈26个
乡镇单位负责人。

聚焦“水里”
抓实水污染防治

龙溪河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是
国家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试点的16条流域之一，而梁平区正
位于龙溪河等6条河流的上游。

为更好地担当起生态文明建设
的上游责任，梁平区在认真贯彻落
实“水十条”的过程中，把补齐环保
治污基础设施放在突出位置，分批
分期建成乡镇村污水处理厂（站）
52个，并移交市环投公司规范运
行，建设城区及乡镇污水管网287
公里、工业园区管网31公里，建成
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1.5万吨/日扩
建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达到

70%以上。
此外，梁平区还制定印发《梁平

区畜禽规模养殖管理规范》、《梁平
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关闭
搬迁整治畜禽养殖场647家，消除
小沙河（城区喜雀河段）黑臭水体，
加强33个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水
质得到极大改善。

2017年至今年8月的龙溪河、
新盛河（任市河）等5条国家、市级
考核河流出境水质总体达到水域功
能要求；今年1至9月，5个考核断
面水质均值达到水域功能要求；截
至 10月 8日，今年累计优良天数
260天，优良率达92.5%，较去年同
期增加6天；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100%。

聚焦“天上”
打好“蓝天保卫行动”

为加强工业、交通、扬尘、生活
等废气污染治理，梁平区认真贯彻
落实“气十条”，累计淘汰黄标车、老
旧车1800余辆，划定城区12平方
公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创建巩固

扬尘控制示范道路25条、扬尘控制
示范工地25个，整治油烟餐饮30
家，完成殡仪馆废气治理，全面淘汰
10吨以下燃煤锅炉。

梁平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抓好秸秆露天焚烧治理，该区
建立起区、镇、村、组四级秸秆禁烧
监管责任体系，水稻秸秆机械还田
率达80.4%。其中，2017年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到326天，占全年天
数的89.3%。

在狠抓噪声污染治理方面，梁
平以群众反映突出的夜间施工和社
会噪声问题为重点，打好噪声污染
治理攻坚战，合理布局噪声监测站
点，成功创建市级安静居住小区5
个。

聚焦“地里”
注重土壤保护修复

在认真贯彻落实“土十条”方
面，梁平区实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坚持开展实施农药化肥“零增长”行
动，累计示范推广“配方肥+秸秆还
田”、“配方肥+有机肥”、“绿肥+

配方肥”及“配方肥+土壤酸化改
良”四种模式示范面积2.5万亩以
上。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加
强天然林管护和退耕还林实施，全
区森林覆盖率提升到44.67%。

聚焦“村里”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为了让环境净起来、生态绿起
来、村庄美起来，梁平区坚持整体
有序推进、分级试点示范，大力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以治
污、保洁、改厕、美化为重点，陆续
建成了一批村庄污水、垃圾处理设
施，完成108个行政村的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建立起“户分类、村收
集、镇转运、村处理”保洁长效机
制，完善基础设施、治理垃圾污水、
推进厕所革命、提升村容村貌。目
前，全区上下已形成聚焦生态环保
履责任、抓落实的共识和氛围，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日益成为梁平区
的主旋律，综合环境质量整体呈现
稳中向好趋势。

丁凤然

垫江 迎难而上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