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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 48%

各类营造林640万亩
超年度计划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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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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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只是重庆深
入实施“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环保行
动，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推动城乡自
然资本加快增值，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的一个举措。

“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重庆在产业环
境准入、重点污染源监测、生态环境风险防范
等方面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
管理体系，不断强化监管程序的法制化、规范
化、程序化、透明化，持续改善监管效能和效
率，始终将科学性和专业化水平贯穿于环境
管理的全过程当中。”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辛世
杰介绍，近年来，重庆逐步建立以结果为导
向、以因素分配为依据的转移支付机制。按

照“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原则，
完善财政资金补偿和市场化补偿相结合的多
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对于保证重点生态区人
民的切身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实施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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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实施了《重庆市建立流域横向保护补
偿机制实施方案（试行）》。截至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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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重庆还积极运用碳排放权、排污权、水
权等交易补偿方式，增加生态补偿投入。2018
年通过排污权收入，在年初部门预算中安排了
1.8亿元用于环保能力建设和污染防治工作；在
推行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方面，重
庆已完成外业调查、栽培草地调查及入户调查等
草地资源清查任务及区县外业数据会商。

“我们在全国首创探索建立了‘市场化多

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受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充分肯定。”张洪介绍，为提升林地价值，推动
城乡自然资本加快增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国土绿化，2018年，重庆在全国首创提出了

“林票”制度研究工作。
所谓的“林票”，是通过市场化生态补偿

机制，将2022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5%左
右作为各区县共同目标，发达地区、企业可以
通过购买异地造林服务，为落后地区造林提
供资金，形成横纵向森林生态补偿的新机制，
有利于推动形成各区县共同担责、共建共享
的国土绿化新格局，让保护生态的地方不吃
亏、能受益。

重庆还大力推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体制改革，严格执行重
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等，强化党
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让生态红线成为不可
触碰的“高压线”。

深化生态监管体制改革 让绿色发展成为自觉行为

“目前，重庆正率先在“两江四山”地区
（即长江、嘉陵江汇合的平行岭谷生态区），面
积约4350平方公里，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为全域生态屏障建设积
累治理经验。”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林业局
副局长张洪介绍，重庆制定了《建设长江上游
（重庆段）重要生态屏障工作方案》，提出全面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和城区、空气的生态
综合治理，着力实施长江“干流”生态绿带、主
城“四山”和市域“四大山脉”生态屏障、江河
库塘湿地生态屏障、农田生态屏障、草地生态
屏障、绿色生态廊道、城市生态屏障、自然保
护地体系八项建设任务。

正是源于重庆大力推进的江河库塘湿地
生态屏障建设，南岸迎龙湖国家湿地公园从
一座以农业灌溉、城市供水为主，兼顾农村人
蓄饮水及改善生态环境的公益性水利工程，
变身为国家湿地公园。

“现在湖水干净了，旁边的湿地科普区还
能让孩子学到好多知识。”3月9日，家住迎龙
湖国家湿地公园附近的张女士带着正上小学
五年级的女儿在此游玩，“以前迎龙湖的水有
些发臭，我们都不到湖边来。”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迎龙湖
周边人口日益聚集，湖水水质也逐年恶化，为
了还市民一个水清岸绿的迎龙湖，南岸区启
动了迎龙湖综合治理工程。

“迎龙湖周边的污染企业、养殖场等全部
关闭，缺损的污水管网也逐步完善……如今，
迎龙湖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标准以上，成为
一个集湿地保护、湿地旅游、湿地科普宣教为
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张洪介绍，重庆地处
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保护好长江
母亲河，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全国发展大
局。

为此，重庆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方针，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2.04万平方公里，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综合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自然保护区大排查大整治，环
境质量实现新改善。

“我们对缙云山、石柱水磨溪湿地等自然保
护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整改，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张洪介绍，2018年，全市森林覆盖率
提高到48%，48段城市黑臭水体基本完成治
理，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16天，同比增加
13天，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良好，长江干流重庆
段总体水质保持为优。

“重庆是一座江城、山城，通过不断加强
生态保护与修复，打好生态这张牌，重庆一江
碧水、两岸青山的美景正焕发出新的风采。”
张洪如是说。

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绘就绿色新蓝图

初春时节，开州区谭家镇花仙村的一处
山区，绿树掩映下，溪流沿山谷而下。旁边的
河滩地里，上百个或圆或方、大小不一、深浅
各异的蓄水池，格外引人注目。这个远看像
一座大型污水处理厂的场区，是西南地区最
大的冷水鱼生态流水养殖场。

场区沿山溪而设，是为了将冰凉的东里
河水引入，顺次从鲥鱼、裂腹鱼、虹鳟、金鳟、
鲟鱼、大鲵等高档鱼类养殖池流过，再经过净
化，达标后汇入河流。在记者看来，这相当于
山间溪水在养鱼场“拐了一道弯”。

“整治非法采砂，强化水污染防治，确保水
生态不受污染和破坏是推广这种新模式的基本
前提，也是开州全域推动渔业绿色发展的根本
着眼点。”开州区委常委、农工委书记陈华东说。

如今，在三峡库区，像这样以新技术从事
生态养鱼的养殖场，正越来越多。

近年来，梁平引进了池塘内循环微流水养

鱼技术，经过三年发展，使用该项技术的鱼塘产
量比普通池塘养鱼增加一倍以上。

池塘内循环微流水养鱼就是在池塘中兴
建养殖槽，将其分为鱼类养殖区和水质净化
区，养殖槽用于“生态圈养”黄颡鱼、大口鲶、
草鱼、鲫鱼等吃食性鱼类，水质净化区用于种
植美人蕉、菖蒲、空心菜等水生植物。安装在
养殖区上游的增氧推水设备翻动水体经过养
殖槽，将槽中吃食性鱼类的排泄物和饲料残
渣顺着流水推集到下游指定的集污区，再通过
自动吸收装置移除池塘。流水中含有的废弃
物经过水生植物的吸收后，流水回到养殖塘循
环使用，再将废弃物沉淀脱水处理后转变为陆
生植物（如瓜果、花卉等）的高效有机肥。

截至目前，梁平区已建设流水养殖基地
40余个，养殖槽107条，面积达1000余亩，覆
盖礼让镇、梁山街道、双桂街道、明达镇、仁贤
镇、聚奎镇等多个乡镇（街道），是重庆市流水

养殖基地最多、规模最大的区县。
梁平区畜牧渔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唐仁军

介绍，这种技术将传统池塘的“开放式散养”
革新为“生态式圈养”，有效地提高了池塘养
殖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018年，三峡库区新建“鱼跑道”式循环
流水槽达400余条，“大池养水、小池养鱼”的
池塘生态健康养殖技术加速铺开；鱼菜共生
和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十多万亩，鱼产业生
态化转型发展一派欣欣向荣。

不仅如此，重庆还加快了生态农业、生态
旅游、生态康养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步伐，推动
生态产业化，让好生态也能有好效益。

2018年，重庆大力发展柑橘、榨菜、柠檬等
生态农业，全年共新增农林特色产业基地166万
亩。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全市乡村休闲旅游业接待突破2.05亿人次、同比
增长20.6%，综合旅游收入677亿、同比增长32%。

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凝聚发展新动能

是什么让重庆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记者 王翔

●完成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

153个
●基本完成城市黑臭水体治理48段，启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全市

90%以上行政村生活垃圾实现有效
治理

●农村污水处理率达到64%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2.6%
●养殖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3%

●培育柑橘、榨菜、柠檬等山地特色高效产

业基地，全年共新增农林特色产业基地

166万亩、总面积达2000余万亩。

●同时，结合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旅游、

生态康养等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全市乡村

休闲旅游业接待突破2.05亿人次、同

比增长20.6%，综合旅游收入677亿、

同比增长32%，成为偏远地区产业发展和

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之一。

2018年重庆市依托退耕还
林等重点工程，大力实施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

2018年，我市大力推动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

一、“一岛两江三谷四山”实施生态保护修复试点

对广阳岛，长江、嘉陵江，缙云山与中梁山之间的
西部槽谷，中梁山与铜锣山之间的中部宽谷，铜锣山与
明月山之间的东部槽谷，以及缙云山、中梁山、铜锣
山、明月山实施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首批资金已经到
位。

二、“两江四岸”“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工程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将主要围绕主城区长江、嘉
陵江两侧394公里岸线进行，近期（2018—2022年）将
集中治理提升主城中心区域的109公里滨江岸线，打
造山清水秀生态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风貌
带、立体城市景观带。

“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重点推进主城区清水溪、凤
凰溪、花溪河等20条河流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
资源保护，到2021年，建成20条共约427公里“清水绿
岸”，把原黑臭水体打造成为鱼翔浅底的清澈河流、开
放共享的绿色长廊、舒适宜人的生态空间。

三、长江干流和嘉陵江乌江等实行10年禁捕

为促进渔业资源有效恢复，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平衡，我市禁渔期进行重大调整。

今年底，我市长江流域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长江重庆段四大家鱼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嘉陵江合川段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乌江长溪河鱼类市级自然保
护区、酉阳县三黛沟大鲵县级自然保护区、奉节县
九盘河市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6个水生生物保
护区将全面禁捕。

明年底，我市长江干流和嘉陵江、乌江等重要支流
的捕捞渔民也将全部退捕上岸，相关水域将暂定实行
10年的常年禁捕期。

四、30个区县建国家储备林500万亩

重庆市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开发银行签订
合作协议，拟投资190亿元，支持重庆市在30个区县实
施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500万亩，2019年拟在城口、奉
节、梁平、南川、石柱等区县先行启动实施。

五、实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我市印发了《重庆市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力争通过三年攻坚，到2020年，实
现“一保两治三减四提升”：“一保”即保护农村饮用水
源，农村饮水安全更有保障；“两治”即治理农村生活垃
圾和污水，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三减”即减少
化肥、农药使用量和农业用水总量；“四提升”即提升主
要由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超标水体水质、农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率、环境监管能力和农村居民参与度。

按照计划，到2020年，将基本完成供水人口在
1000人以上的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实现主城片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农村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比例达100%，渝西片区农村生活
垃圾有效治理比例达95%以上，渝东北、渝东南片区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比例达90%以上，全市建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1000个，完成1200个行
政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等。

六、实施退耕还林、天保、岩溶治理等工程

今年，全市拟结合林业产业发展，实施坡耕地退耕
还林106万亩；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管护好4500万
亩天然林；实施岩溶治理403平方公里。

重点生态
保护与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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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
表团审议时，要求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

一年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发挥生态优势，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重
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保护好长江母
亲河，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全国发展大局。重庆处

在上游，就要有上游意识、上游责任、上游担当。重庆认
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学好用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的“两化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重庆大力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把“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颜值更高、气质更佳。2018年9月11日，抖音、头
条指数与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
究室联合发布的《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重庆
城市形象视频播放总量领先全国，成“抖音之城”。今年
春节假期，抖音打卡量重庆居全国第一，接待游客超
4700万人次，旅游市场喜迎“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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