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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湿地保护和管理，维护湿
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湿地规划、
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湿地，是指常年或者季
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括沼泽湿地、湖泊湿地、
河流湿地等自然湿地，以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
息地或者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原生地等人工湿地。

本条例所称湿地资源为湿地及依附湿地栖
息、繁衍、生存的野生生物资源。

第四条 湿地保护遵循严格保护、分级管
理、科学利用、多方参与的原则。

第五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湿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政府主导和社会共同
参与的湿地保护机制。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
指导和监督等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文化旅游、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水利、农业
农村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湿地保护相
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辖区
内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
做好湿地保护宣传工作，对破坏湿地的行为及时
劝阻并报告湿地保护主管部门。

第六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
湿地保护管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建立湿地生
态补偿机制。

第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以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价值为核心的湿地保
护考核制度，将湿地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考核体系，定期对湿地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
核，确保湿地面积总量不减少，并采取措施，提高
湿地保护率，提升湿地质量，改善湿地功能。

第八条 每年十一月第三周为重庆湿地保
护宣传周。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
组织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普及有关法律、法
规和湿地保护科学知识，传播湿地文化，提高全
社会湿地保护意识。

第九条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湿地

保护管理科学研究，应用推广研究成果，提高湿
地保护管理水平。

第十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以宣传教育、志愿服务、捐赠等形式参与湿地
保护。

第二章 规划和名录

第十一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定期
组织开展湿地资源调查、评估，建立湿地资源数
据档案，发布湿地资源公报。

第十二条 市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
部门编制市湿地保护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

区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湿
地保护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湿地保护规
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同时报市林业
主管部门备案。

湿地保护规划应当结合本行政区域湿地生
态系统实际状况，明确湿地保护的目标任务、保
护范围、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等内容。

经批准的湿地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
修改的，应当按照编制程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本市对湿地实行分级保护。按
照湿地的生态区位、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等重要程度，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重要湿地分为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
地）和市级重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一
般湿地。

市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市
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的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本市对重要湿地实行名录管理。
申报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市级重要湿地名录由市林业主管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湿地名录应当明确湿地的名称、行政区域、

地理坐标、总面积、湿地面积、湿地类型、保护方
式、主要保护对象、责任主体，以及范围图、湿地
类型分布图等图件和矢量数据。

第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列入
市级重要湿地名录：

（一）具有湿地生态系统的代表性、稀有性或
者独特性的典型湿地；

（二）珍稀濒危湿地物种集中分布地，国家和
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繁殖栖息或者重要迁
徙（洄游）的湿地；

（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湿地；
（四）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历史文化价值的

湿地；
（五）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湿地。

第三章 保护和利用

第十六条 区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对重要湿地勘界立标并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界标应当标明湿地名称、保护级别、保护范围、设
立单位等内容。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或者擅自改变重
要湿地保护界标。

第十七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应当统筹
规划并设置湿地监测站点，完善湿地监测网络，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科研机构以及湿地管理机
构对湿地资源、湿地利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对
监测获取的湿地资源相关数据实现有效集成、互
联共享，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湿地监测设施及
场地。

第十八条 重要湿地应当采取国家公园、湿
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的形式进行保护。

具备自然保护区建立条件的湿地，应当依法
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湿地资源、
开展湿地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目的，并可供开
展生态旅游等活动的湿地，可以建立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分为国家湿地公园、市级湿地公
园。

第十九条 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
按照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湿地公园的建立、建设和管理，按照有
关规定执行。

市级湿地公园的建立，由所在地区县（自治
县）林业主管部门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向市
林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交湿地公园总体
规划等材料，经市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
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对于跨行政区域市级湿地公园的申报，由所
在地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后，按照申报程序提出申
请。

第二十条 建立湿地公园应当编制湿地公
园总体规划。

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应当严格按照湿地
公园总体规划执行。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变更、调
整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湿地公园实行分区管理。
湿地公园应当划定保育区，保育区除开展保

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
得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
活动。

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以划分恢复重
建区、合理利用区。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
恢复湿地的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
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传教育活动，可以
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
理服务等活动。

第二十二条 建立湿地公园，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保护管理机构明确；
（二）土地权属清晰，相关权利主体同意作为

湿地公园；
（三）边界四至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其

他自然保护地无重叠或者无交叉。
第二十三条 一般湿地所在地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湿地保护实际情况，采取
必要管理和技术措施，保持湿地自然和生态特
征，防止湿地生态功能退化。

鼓励利用冬水田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应当不占或者少占

湿地。
因依法批准立项的国家和本市重大建设工

程，确需占用、临时占用湿地的，建设单位应当
开展湿地生态功能影响评价，制定湿地保护与
修复方案，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相关部门在
办理相关手续时，应当征求本级林业主管部门
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湿地保护与修复方案恢
复或者重建湿地，按照湿地保护与修复方案中的
保护措施进行施工，减少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
响，避免对湿地生态功能的损害。

因占用、临时占用湿地致使湿地所有者、使
用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补偿；造成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的，应当按照“谁
破坏、谁修复”原则和相关规定自行开展湿地修
复或者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修
复。

临时占用湿地期限不超过两年；临时占用期
满后，占用单位应当对所占用的湿地进行生态修
复。

第二十五条 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
（二）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
（三）挖沙、采矿；
（四）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
（五）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

洄游通道，滥捕滥采野生动植物；

（六）擅自引进外来物种；
（七）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

生；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因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造成

湿地生态功能退化或者破坏，经科学论证需要恢
复的，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生态
补水、封育、禁牧、退耕、截污、恢复植被、生态移
民等措施，进行重建或者修复改造，逐步恢复湿
地生态功能。

第二十七条 利用湿地资源应当符合湿地
保护规划，维护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不得超出
湿地资源的承载能力。

在湿地内从事生态旅游、科学研究、调查观
测、科普教育等活动，应当避免对湿地生态要素、
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造成破坏。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
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破
坏或者擅自改变重要湿地保护界标的，由界标所
在地区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两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破坏
湿地保护监测设施及场地的，由监测设施及场地
的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
并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
定，占用、临时占用湿地的，由区县（自治县）林
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有
生态功能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非法占
用湿地每平方米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拒不修复或者未按相关规定进行修复的，处以
生态功能退化湿地每平方米一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
的，区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恢复原有生态功能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其他法律、法规对本条例规定
的违法行为另有行政处罚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9年12月1日起
施行。

重庆市湿地保护条例
（2019年9月26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据新华社郑州 10 月 7 日电
（记者 韩朝阳）吕顺保，1922年
生，河南省内乡县人。1945年7

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政治指
导员、政治教导员、组织干事、政
治协理员等职。在解放战争中，
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立特等功
2次，大功4次，荣获“战斗英雄”

“人民英雄”“带兵模范”“爱民模
范”等称号。

吕顺保视人民如父母，每到
一地，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带领
战士给群众做好事。吕顺保待战

士如兄弟，从关心生活入手，培养
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他
经常把自己的衣物、鞋袜送给战
士，自己光着脚或穿着破烂的鞋
行军。

1948年冬，吕顺保所在连队
冒着风雪向大同急行军。他处处
做表率，把自己的棉鞋、袜子全部
给了新战士，自己穿着破单鞋，走
在队伍前面。一个战士病了，他
就背着这个战士前进。在他的带

动下，全连凭着坚强的意志和钢
铁般的团结，昼夜兼程400里，无
一人掉队，胜利完成任务。

吕顺保被树为全军“爱兵的
旗帜”，所在连也被晋察冀野战军
授予“尊干爱兵模范连”荣誉称
号。延安《解放日报》曾号召全军
向吕顺保学习。1950年9月，吕
顺保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
议。

1956年9月，吕顺保响应党
的号召支援地方建设，放弃留在
大城市和部队的机会，转业到地
方工作。1989年9月6日吕顺保
病逝，享年67岁。

爱兵爱民模范吕顺保

据新华社长沙 10 月 9 日电
（记者 柳王敏）湖南省永州市日
月同辉陵园内，松柏苍翠，英雄民
警王贵君的墓地格外引人注目。
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永州市

零陵区公安分局都会组织部分民
警前来王贵君墓地，祭扫、敬献花
篮，缅怀烈士功绩，学习英烈精
神。

王贵君（1967—1989），湖南
省永州市人，汉族，高中文化，
1986年1月参加公安工作，在永
州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任民警。

1989年 11月 10日晚，在抓
捕重大盗窃罪犯的战斗中，王贵
君主动参战。当罪犯持刀向一名
侦察员行凶的危急时刻，王贵君

立即英勇地猛扑上去，抓住罪
犯。罪犯朝王贵君的胸部猛捅一
刀，刺中心脏。在生命垂危的情
况下，王贵君仍以顽强的毅力紧
紧抓住罪犯，进行殊死搏斗，直到
其他干警将罪犯擒获，才松手倒
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王贵君参加公安工作3年多
来，勤奋好学，忠于职守，热爱人
民，秉公执法，办理了上百起刑事
案件和治安案件，多次无私无畏
地捕捉罪犯，两次奋不顾身救起

溺水群众，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
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9年11月，王贵君被中共
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分别
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
士。同年12月18日，公安部追授
王贵君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永州市零陵区政府副区长、
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小会
表示，王贵君烈士是零陵公安分
局的骄傲，他无惧生死、勇擒歹
徒，为了党的公安事业奉献生命
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广大民警，
陪伴着一代又一代零陵民警茁
壮成长，是我们的榜样和学习楷
模。

王贵君：无惧生死的模范英雄

据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1 日
电 （记者 闫起磊）戎冠秀，女，
1896年生，河北平山人，1938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任下盘松村妇女救国会会长、
八路军伤病员转运站站长。在残
酷的对敌斗争中，她带领全村妇
女积极拥军支前，救护伤员。
1941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对晋

察冀边区连续发动多次惨绝人寰
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
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为
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在
严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为了救
治伤员，她想尽一切办法，用温开
水清洗创伤，用中草药敷伤口，用
小勺一口一口地给伤员喂饭。在
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
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
健康，重返前线。人们都亲切地
称她“戎妈妈”。

1944年2月，戎冠秀光荣地
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
会，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
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在荣
誉面前，戎冠秀不骄不躁，把奖给

她的骡子和农具全部贡献出来，
带领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大生
产运动，同年被晋察冀边区评为
劳动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戎冠秀为了
支援前线、保卫解放区，走村串户
动员男子参军打仗，妇女生产支
前，并把最小的儿子送上前线。
在她的带领下，革命老区出现了
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上战场
的动人情景。她积极组织妇女做
军鞋、送军粮，出色完成了各项支
前任务。在她的带动下，晋察冀
解放区涌现出一大批“戎冠秀小
组”，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
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戎冠秀历任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队长、
中共平山县委委员、平山县妇女
联合会名誉主任。她作为特别邀
请人士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
加开国大典。1950年9月出席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工农兵劳动模
范代表会议，后又多次出席全国
劳动模范会议和拥军优属表彰会
议。先后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第三、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全
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改革开放后，年逾八旬的戎
冠秀积极参加家乡的建设事
业，1989年 8月12日，戎冠秀因
病逝世，享年93岁。

2018年9月，戎冠秀的家乡
平山县摘掉“贫困帽”，建设生态
富裕文明和谐中等城市。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据 新 华 社 长 沙 9 月 28 日 电
（记者 帅才）谭政是杰出军事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
导人。1906 年生，湖南湘乡人。
1927 年 3 月，谭政加入国民革命
军。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
纵队队委秘书、军委秘书长、军政治
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
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6月，
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6月任红军后方司令部政治
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政任中
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
主任，就创建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
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以及加强军
队政治工作建设等问题，发表了许多

重要文章，对指导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
四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突出作
用。1943年，谭政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
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留守兵团开展整风
运动，使部队取得很大进步。

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
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
作问题的报告》，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
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
化，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
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
作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
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曾被列为
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报告中所
阐述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具有长
远的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
治部曾几次将这一报告重新印发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谭政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政
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
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参与创建和巩固东北
根据地的斗争，参与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重大
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作
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政曾任中南军区
暨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南军区政治委员、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
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
职，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55年，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11月6日，
谭政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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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9月30日电 （记
者 陈文广）朱良才，湖南汝城人，中
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25
年任村农民协会委员。1927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
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
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连党代
表、军部秘书，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等
战斗。1928年后，历任营部书记和支
队、师、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
苏区历次反“围剿”。他作战勇敢，身
先士卒，多次亲率突击队爬城墙、攻堡
垒，曾获二等红星奖章。

长征中，朱良才任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经常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红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红四方面军，
先后任第31军政治部主任、第30军
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良才
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营救了大批革命
志士和失散人员。1938年秋，朱良才到晋察冀军
区，先后任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
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在艰苦的战斗环
境中，他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和宣传文化工作，
指导开展模范党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及时总结
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等先进典型，培养了一批
宣传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朱良才协助聂荣臻组建晋察冀
军政干部学校，任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1948年
5月，他协助叶剑英组建华北军政大学，任副政治
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朱良才南征北战，出生
入死，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他
在作战中多次负伤，右臂留下了终身残疾。新
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在军队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中，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
统，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连队、支
部为基础，注意总结推广新经验，加强部队政治
工作建设。

1955年，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
他因伤病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但他仍十分关
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撰写了
一批回忆文章。1989年 2月，朱良才在北京病
逝。

如今，朱良才故居被纳入湖南省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外沙村也已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今年上半年，汝城县成功摘掉了国家级贫困
县的帽子，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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