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于
2018年成功创建重庆市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后，今
年，渝北又走在了争创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路
上。

早在 2004年，渝北就
成功创建为西部地区笫一
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区。2009年就正式启动国
家生态区创建，并编制了
《渝北区国家生态区建设规
划》。为高质量建设重庆临
空经济示范区，深入推进渝
北区生态文明建设，2018
年，再次编制印发了《重庆
市渝北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创建规划（2018—
2022年）》，区政府将创建国
家、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作
为全区的重点工作。成立
了区政府区长任组长、相关
分管区领导任副组长的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出台
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
政策性文件，明确了时间节
点，形成了政府牵头抓总、
部门齐抓共管、企业主动负
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
局。建立了以问题为导向，
重在解决实际生态环境问
题的工作机制。

“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示范区中，我们根据生态环
境部新修订《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县建设指标》要
求，在生态制度、生态环境、
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
生活和生态文化六大领域
内，按照37个指标进行创
建。”渝北区生态环境局负
责人说，同时，根据国家、市
里的要求，开展了党政领导
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三线一单”等制度保障方
面的工作。

根据2018年各项统计
数据，渝北对指标达标情况
进行认真评估后，全部指标
均达到考核要求，渝北区已
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县管理规程》的申报条
件。

据统计，2018年，渝北
区全年环境空气优良天数
达309天，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占比达到85%；水环境质
量总体较好，辖区内长江、
嘉陵江段及主要次级河流
水质达到水域功能区标准，
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城镇集
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达100%，大中型湖库水质
达标率100%；城市生活污
水处理率达到96%；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划定了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401.18平方公里，占
全区国土面积27.51%；590
平方公里的“四山”保护区，
占全区国土面积的40.63%
（含两江新区）；生态环境状
况指数≥60。笫三方民调数
据显示，市民对生态环境的
满意度达到91.6%，渝北基
本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良序并行。

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中，渝北以生态
优先为指导，推进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通过全面落实
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绿色发
展行动计划，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以
先进制造业为重点产业，以
创新生态圈和智能制造基

地建设为发展载体，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以生态环保促
进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改
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在优化经济结构上，通
过推进泰山电缆、华牧等企
业搬迁，先后关停川庆化工
等9家大中型“三高”工业企
业，推进皮鞋城、模具园等
低效工业区“退二进三”、

“退城入园”，实施“腾笼换
鸟”后，又依托前沿科技城、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等特色
开发区，发展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智能终端、电子
设备等新兴制造业。

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
上，渝北围绕“三花六果六
产业”，加快张白路、统大路
等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发展
特色高效农业58万亩。

在生态保护，建设绿
色家园上，渝北除加强了

“四山”保护外，还强化了
湿地生态保护。建立了全
区湿地资源数据库和管理
信息平台，发布了区级重
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名录，
明确了全区湿地总面积
3619.76 公顷和自然湿地
面积 1532.04 公顷不减少
的近期保护目标。并以御
临河、后河等次级河流河
岸带及观音洞、苟溪桥水
库等库周为重点，开展了
湿地恢复与综合治理示
范，实施自然湿地岸线维
护、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河
库水系连通等工程措施。

在城区绿化上，渝北累
计投入资金约5000万元，
基本实现了5165亩城区国
有空地绿化全覆盖，使建成
区绿化盖率达到45%，城市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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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渝北

70年渝北生态之变

走出“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
“碧水保卫战”把水变清

“双十万工程”变出金山银山

在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中，渝北按照“两山论”的要
求，启动建设10万亩生态
林、10万亩经果林的“双十
万工程”，已开始把渝北的
农村，变成绿水青山和金山
银山。

“在实施‘双十万工程’
中，我们村在总共4公里多
的公路两旁，新栽种起香樟
和银杏树，在3公里多的自
行车步道两边，栽种起樱花、
蓝花楹，新种植起沃柑350
多亩，蓝莓145亩。”渝北区
兴隆镇牛皇村党总支书记刘
静萍说，这山变绿后，村里的
农民也更富裕了。

渝北的山虽然变绿了，
但渝北还在继续把山变得
更绿，让农民在绿山中变得
更富。

据渝北区林业局负责
人介绍，渝北撤县建区前的
1994年，全区的森林覆盖
率仅有 21.39%，而到了
2018 年 ，已 提 高 到
45.23%。

“虽然在这25年间，森
林覆盖率提升了将近1倍，

但渝北绿化国土的脚步并
没有停。”渝北区林业局负
责人说，区委、区政府决定，
在农村新造10万亩生态林、
新建10万亩特色经济林的

“双十万工程”，同时，还要改
造农田林网和特色经济林
19.4 万亩，新增城市绿化
300万平方米。坚持宜绿则
绿、应绿尽绿，把渝北的青山
变成农民致富的金山。

“我种上的这200多亩
果树，投产后，将为我每年
带来可观的收入。”渝北大
湾镇杉树村的龚超说，他在

五马峰荒坡上建的这座果
园已经全部栽种完成。

杉树村有一座近千亩荒
山坡的五马峰，在实施“双十
万工程”中，村里经过科学规
划，在这荒山坡上栽种了楠
木和果树。如今，这楠木已
长到2米多高了。

在10万亩生态林建设
中，渝北将实施新一轮退耕
还林2万亩，疏林地及未成
林造林地培育4.5万亩，农村

“四旁”植树3万亩，无立木
地造林0.5万亩；在10万亩
特色经济林建设中，将按照

“一村一品”、“一路一品”的
方式，在农村公路沿线和荒
山坡地上，建设高标准的伏
淡季水果、柑橘、笋竹、油料
等特色经济林。

“双十万工程”将提升
渝北区的森林覆盖率，并把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在把山变绿中，渝北还
强化了重庆“肺叶”的保护
和绿化。

渝北“四山”保护区有
584平方公里，占了全市“四
山”保护区面积的三分之一
以上，也超过全区幅员面积

的三分之一。在保护这“肺
叶”中，渝北制定了《渝北区

“绿盾2017”自然保护区监
督检查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成立了华蓥山市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创新
实施了“林长制”，区委书
记、区政府区长担任总林
长，并落实自然保护区和

“四山”管制区日常巡护，关
闭了“四山”保护区内所有
采石场。并落实全区58.3
万亩天然林及9.9万亩国有
林实行集中管护，确保了天
然林资源安全。

新城公园

“碧水保卫战”，是渝北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场硬仗。

渝北地处长江边，在保护
长江水环境中，今年，渝北区作
为全国两个试点城市（区）之
一，全面开展了长江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试点工作，从源头
上堵住长江污染。

“在保护长江，排查堵住污
染源中，我们通过采用无人机、
无人船等科技手段，详细地排
查入河口的污染源，并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工作程
序和技术规范。”渝北区生态环
境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基本
完成了“排查、监测、溯源、整
治”四个阶段中的前三个阶段
的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

经过数据整理分析，渝北
区（不含两江新区）初步排查出
排口95个，其中雨水排口（含
河流）52个，雨污混排口21个，
污水排口12个，养殖排口（畜
禽及水产）8个，其他1个。

“现正在编制监测方案，对
这些长江入河口进行整治和二
次监测，以确保堵住污染源。”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说，从10
月份就展开治理，并在年底前
完成。

在保护长江水质中，渝北
还探索出科学治理水环境的方
法，并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打赢碧水保卫战中，
渝北区在全市率先采用食藻
虫引导水下生态修复技术开
展了城区湖库治理，并首先
在碧津湖进行了试点，试点
取得预期效果后，渝北区陆
续在城区其它湖库进行了推
广，截至目前，碧津湖、晚晴
园、木鱼石水库、龙舌湖已经
完成了治理，双龙湖等湖库
正在治理之中。

碧津公园内的碧津湖，是

30年多前渝北在城市建设中
建起的第一座城区湖泊。

“两年前，这湖水浑浊，甚
至还有点臭味。”家住两路城区
的市民陈世彬，见证了这湖水
的变化，“如今，这湖水已变得
清澈透明，不少时候看得透
底。”

这座水域面积有4万平方
米，平均水深3米的碧津湖，由
于无源头活水，曾经水质渐渐
变得浑浊，部分水域的水质变
为Ⅴ类，并出现了蓝藻、绿藻，
湖泊水体颜色也变成了“黄
汤”。

“在让水变清中，我们通过
构建‘食藻虫-水下森林-水生
动物-微生物’共生体系的生
态自净系统生态修复方法。”渝
北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说，这
一方法为渝北治理城区湖库找
到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碧津湖的这一生态修复方
法是从2017年 10月启动的。
通过部分排水、种植沉水植物、
投放食藻虫、湖泊补水4个步
骤，这湖水就神奇地变清了。

如今碧津湖湖水底下，已
经形成了一片“水下森林”，湖
岸边的七夕桥、碧津塔、水榭、
园林景观等倒映在湖水中，别
有一番风韵。

渝北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
说，如今，这碧津湖的水质已达
到Ⅲ类水质标准，部分指标已
经达到Ⅱ类水质，生态系统已
基本稳定。

在碧津湖试用成功的生态
修复方法，被运用到了城区内
的双龙湖、龙舌湖、晚晴园、木
鱼石公园内的湖泊水生态修
复。

“目前，这几座城区湖泊的
治理已经完成，目前又启动了
龙溪、两路片区内的湖泊的治

理。”渝北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
介绍，待明年完成宝圣湖、果塘
湖、高堡湖3座大型湖泊的治
理后，渝北城区内的湖库水质，
将全面提升。

渝北探索成功的这一城区
生态修复水质的方法，已开始
在长江绿色经济带发展中，起
到示范作用。渝北区生态环境
局负责人说，目前，已有上百个
地区来学习这一生态修复经
验。

渝北不仅城区内湖库和溪
河的水变清了，农村的水也开
始变清澈了。

渝北的新华水库、盘溪河
等河库的水质，曾经变得恶
臭。如今，通过治理后，已经变
清变好。

在治理水环境中，渝北加
强了排污的和污水处理，确保
达标排放。区域内45个重点
企业的排污都完善了在线监控
系统建设，通过强化监督，确保
了污水达标排放。

“多年前，渝北农村场镇的
污水处理厂就实现了全覆盖。”
渝北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说，
从去年开始，渝北又全面启动
了农村集镇生活污水处理标准
的提标工作。

渝北兴隆镇的生活污水
处理，过去主要是通过人工
湿 地 等 进 行 处 理 ，标 准 不
高。在提标中，通过重新改
造污水处理设施，如今已达
到B标一级。

从去年开始，渝北就开始
全面推进乡镇污水处理厂新
（改）扩建工作，并出台了《关于
加强村镇污水处理设施监督管
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各镇街
建立起村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巡
查、维修维护报备制度，强化了
出水水质监测。

如今，已完成了玉峰山、兴
隆、木耳、大湾等7个污水处理
厂的改造提标。

“目前，渝北农村的生活
污水治理，已开始向以前的撤
并乡场和村延伸。”渝北区生
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目前，
木耳镇石鞋村、大盛镇明月、
洛碛镇张关水溶洞、古路镇古
路村、大湾镇高嘴、茨竹镇秦
家、统景镇黄印等数十个村，
都已建起污水处理站，对农村
生活污水进行处理。

科学治理，已开始让渝北
全域内的水变清。

碧津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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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保卫战”把空气变清新

从 2013 年开始，渝北
就开始自加压力，在打赢

“蓝天保卫战”中，按新标
准进行大气治理，还市民
一片蓝天，使空气质量持
续好转，优良天气的天数，
一直在主城区名列前茅。
今年截至 9月 23 日，渝北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达
到231天，同比增加14天，
列主城区第一位。

“从2013年开始，渝北
就严格按照新的标准，展开
了‘蓝天保卫战’的战场。”
据渝北区生态环境局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全区已总
共投入了15亿元，用于提
升大气环境质量。

在回兴片区，因当年城
市扩张建设，建有3座混凝
土搅拌站，这是影响大气环
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在
治理中，区里投入巨资，花
了大力气，将这3座混凝土
搅拌站全部搬出城区。

在治理大气污染中，渝
北不仅把有扬尘污染的企
业关闭搬迁，还从防治入
手。

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大
气污染，区里加强了监管。

区公安分局、区交通局从精
细化上进行管控，对高排放
车辆限行、无标车禁行、营
运高排放车辆进行了淘汰、
更新和改造。

在城市扬尘污染综合
控制上，对建筑工地全面
落实建筑施工作业八项规
定，严格实施了安全文明
施工措施制度、烟尘控制、
运输车辆管理、施工专项
方案、施工湿法作业等多
项强制性规定。全面施行
用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
车，并创建巩固了龙溪紫
荆路等20条扬尘控制示范
道路。

在工业大气污染防治
中，渝北进行了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治理工作，并从设备
治理上入手。目前，重庆长
安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双英汽车配件制造公司
等废气治理项目都已建成
并投入运营。

渝北是一座消费大城，
餐饮油烟是大气的重要污
染源。在治理这一污染源
中，渝北实施《餐饮业油烟
污染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对油烟排放不规范的经营
户进行专项整治，仅今年以
来，就已有166家社会餐饮
完成油烟净化设施的安
装。同时，推进了90家餐
饮油烟的深度治理，30家机
关公共食堂的治理。截至
目前为止，渝北已完成城区
1219家餐饮油烟治理。

与此同时，渝北还开展
了城区内涉气小汽修厂综
合整治,加油站油气回收在
线监控系统建设，全方位的
进行了大气污染的防治。

镜湖夏景

周家山大桥 摄/颜永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