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嘱托 砥砺奋进 努力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重庆“绿水青山”渐成“金山银山”

冬日天寒，枝头上的红叶所剩无几，
巫山两坪乡溪沟村却依旧有游客前来，这
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

“过去，我们这里水土流失严重，连村
里人都想方设法往外搬。”两坪乡一负责
人说，为了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重新迎
来莽莽青山，他们积极争取，实施了国土
绿化和水土保持项目，曾经山高坡陡、石
漠化严重的山坡，栽上了脆李、柑橘等经
济林木，重新披上了绿装。

自此，溪水不再浑浊，春可赏花、夏秋

可摘果，冬可赏雪的溪沟村俨然成了小小
的世外桃源。

生态修复让荒山变青山，溪沟村不是
特例。2019年是我市实施国土绿化提升
行动的第二年，全市上下大力开展造林绿
化大比武、大练兵、大提升，形成了“比学
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各地按照《重庆市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2018—2020年）》确定的任务
目标，依托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长
江防护林三期建设工程、石漠化综合治理

工程、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重
点工程，持续深入推进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

截至2019年底，全市共完成各类营
造林任务640万亩，自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实施以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任务1280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0.1%，较
2016年增长3.6个百分点，其中长江两
岸生态屏障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51%，
在巴渝大地绘出了绿水青山画卷。

下一步，在继续加快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的基础上，针对长江及主要支流两岸，
还存在的造林绿化质量不高、生态屏障功
能脆弱等问题，我市将启动实施长江‘两
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长江“两岸青
山·千里林带”共涉及长江干流及主要支
流沿线20多个区县，将通过高标准营造
林，打造“三段”“四带”。

力争到2022年，项目区森林覆盖率
提高到56%，2025年提高到58%，2030
年达到60%以上，在长江两岸形成“层林
叠翠、四季花漾、瓜果飘香”的美丽生态林
带、绿色发展示范带，为重庆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夯实生态基础。

自然保护地是自然生态空间最重要、
最精华、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建设生态
文明的重要载体，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抓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

“好长时间没上山了，觉得缙云山
越来越漂亮了。”近日，市民沈明鸣带
着孩子到北碚缙云山游玩，沿途风光
让他们赏心悦目。这一切都源于2018

年我市启动的自然保护地大检查大整
治。

2018年6月，我市针对缙云山出现
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启动了缙云山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仅在北碚区域，就累
计拆除建构筑物46.2万平方米、整治违
规店招广告592块，还对渝武高速缙云
山出口小广场、三花石、黛湖、白云竹海

农家乐沿线、景区大门等区域实施洁化
工程。

给大山“洗脸”不够，还得“美容”。
一年多时间来，北碚对缙云山景区还实
施了绿化和美化工程，对缙云山沿线公
路实施沿线风貌整治，铺设彩色沥青人
行步道，栽种各类花卉绿植，美化靓化沿
线环境。

与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同步推
进的，还有石柱水磨溪县级湿地保护区整
改等，各地坚持保护生态、保障民生方针，
精准施策、标本兼治，以点带面、举一反
三，高标准、严要求、大力度开展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大检查大整治。

截至去年底，我市仍在持续开展各级
各类自然保护地大检查大整治，全市自然
保护地人类活动问题整改完成率已达
91.6%。

2019 年 7月 11 日上午，在重庆市
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中心LED
屏幕上，一架直升飞机满载仿生农药氯
氰菊酯微胶囊剂，轰鸣着在南川区上空
飞巡，对森林进行精准喷药防治松墨天
牛。

“这是我市首次应用‘航空施药作业
监管与面积计量系统’这一智能化系统，
进行飞机防治病虫害作业。”市森防站相
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我市首次将“航空施药作业
监管与面积计量系统”融合到飞防中，从
农药的配比、输送到飞机喷洒实行全智能
化操作，飞行员通过系统终端依照飞防作
业设计实行空中精准施药，监测人员通过
在飞机上安装监测设备，对飞行轨迹、飞
行高度、施药流量和施药覆盖度等进行实
时监测，指挥中心通过监测设备随时查看
飞防视频，确保飞防效果。

过去一年，扎实推进松材线虫病等重

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开展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589.1万亩。

这也是我市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当
好生态资源“守护者”的众多努力的一个
缩影。2019年，我市切实加强了林地用
途管制和林地定额管理，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落实森林资源管护责任
4505万亩，聘请各类护林人员3.4万多
人。

在森林防火方面，全年发生森林火

灾10起，比2018年减少3起，为2005年
有记载以来最低。编制了森林火灾风险
隐患“一图一表一库”，高温伏旱期设置
检查哨卡4043个，有4.3万余名各级干
部及护林人员在一线加强巡护，确保了
全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发生。

认真组织开展“绿卫2019”、森林督
查等执法专项行动，对各类涉林违法犯
罪形成了有力的震慑。2019年，共受理
林 业 行 政 案 件 2744 件 ，查 处 率 为
99.3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9年，全市林业系统着力发挥在

保护修复自然生态、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将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
抓手，大力发展壮大木本油料、笋竹、林下
经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林产品加工贸
易六大林业主导产业，助农脱贫增收，用
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酉阳县车田乡清明村是深度贫困
村，过去，因为缺少产业，“就业难、增收

难”等老大难拦住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
步伐。

为了帮助当地尽快脱贫，林业系统选
派了第一书记方文入驻该村，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在其帮助下，该村因地制宜发展
起110亩叶用枸杞。

“叶用枸杞种植1个月后即可采收，
当年亩产量在200公斤以上，第二年进入
丰产期后亩产量可达1000公斤以上，年
亩产值可达1万元左右。”方文表示，目
前，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务工等形式，叶用

枸杞产业已带动当地52户农户增收，其
中贫困户有19户，低保户6户，“相信，今
后这个产业会越来越好，成为乡亲们增收
的新路子。”

而类似这样的林业绿色产业，如今在
我市各地是遍地开花。2019年，我市按
照“一县一业”、“一乡一品”和多主体小单
元集群化特色发展方向，大力营造核桃、
油茶、花椒、笋竹、柑橘、李子等特色经果
林，新发展特色经济林173万亩，向国家
推荐拟评价认定森林乡村156个，新增全
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单位7个，全年
森林旅游康养超过1亿人次，综合收益超
过330亿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市积极探索
央地合作共建国家储备林500万亩，总
投资196亿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政策
性贷款150亿元，首期100亿元贷款协
议已正式签订，首笔贷款5亿元落地国
家级贫困县城口县。城口县已全面启动
35万亩国家储备林建设。依托农村“三
变”改革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
挥政府、企业、村集体及村民四个方面的
作用，形成了政府搭台、集体动员、农民
参与、企业实施“四方联动”的储备林建
设工作合力。

当地还从项目落地实施、运行管理、

政策支撑、利益联结等方面不断进行探
索，充分依靠村集体经济组织，动员引导
农民将林地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再流转
到收储公司收取流转费用，并组织农民参
与国家储备林项目经营管理。

目前，收储公司按照一定标准，每年度
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支付流转费用。
对流转林地成材林木进行经营性采伐时，
按标准向租地农民支付林木采伐分红，并
优先雇佣租地农民参与项目实施，真正实
现了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务农变务
工。

此外，我市还实施了千名林业专家进
千村开展产业扶贫科技活动，共落实资金
800万元，在城口、奉节等区县实施油橄
榄提质增效、核桃配方施肥、五倍子高产
增效、叶用枸杞、药林兼用型连翘栽培。
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继续推进生态护林
员选聘工作，全市生态护林员规模达1.9
万余人。市林业局还积极支持深度贫困
乡镇林业扶贫工作，共落实扶持项目90
个、资金约1.1亿元。

一年来，市林业局扎实推进扶贫
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在生
态工程、生态产业、生态补偿等 9方面
共 23项扶贫政策举措上狠下功夫，向
贫困地区倾斜落实资金 43亿元，真正
发挥了林业在脱贫攻坚中的生力军作
用。

去年3月27日，江北区与酉阳县签订了首
个“横向生态补偿提高森林覆盖率协议”，按照
补偿机制确定的相关标准，江北区以造林
1000 元/亩、管护 100 元/亩(按 15 年进行计
算)，购买酉阳县7.5万亩森林面积指标，总金
额1.875亿元，分3年支付给酉阳县。

该森林面积指标专项用于江北区森林覆
盖率目标值计算，不与林地、林木所有权等权
利挂钩，也不与造林任务、资金补助挂钩。到
2021年江北区的森林覆盖率(加上购买的7.5
万亩指标)若仍未达到55%，江北区还要向酉
阳县增购相应的森林面积指标。江北区支付
酉阳县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将专项用于酉阳
县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

去年，九龙坡区与城口县之间、南岸区和重
庆经开区管委会与巫溪县之间也已签订横向生
态补偿提高森林覆盖率协议，共交易森林面积指
标2.5万亩，金额6250万元。

“通过实施横向生态补偿，让保护发展生
态的地方不吃亏、能受益，让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得到价值兑现，对于促使各地履
行提高森林覆盖率法定职责，由被动完成植树
造林任务转变为主动加强国土绿化工作，形成
共同担责、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的意
义。”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2019年，是我市林业深化改革创新的关
键一年，我市探索推行了林长制试点等6项改
革举措，继续推进深化横向生态补偿提高森林
覆盖率机制改革、非国有林赎买改革试点、林
业“三变”改革试点等9项举措。

2019年7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实施《重庆
市开展林长制试点方案》，在主城“四山”11个
涉及区（管委会）及4个远郊区县试点推行林
长制改革，全市落实各级林长4820人，初步建
立了林长制组织体系。林长制已成为我市生
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的重大举措，得到了国家
林草局的高度肯定。

2019年扩大非国有林赎买改革试点，北碚
区、长寿区、彭水县、綦江区在自然保护地等重
点生态区域完成约2万亩赎买改革任务，为全
市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保护探索了可借鉴复制的
经验和办法。全市林业“三变”改革试点持续推
进，26个区县确定了改革试点村，林地入股面
积9万余亩，入股户数8881户，人均增收893
元。林业经营组织方式不断创新，全市新增林
地流转面积71.48万亩，新增流转金额3.78亿
元，全市林业新型经营主体达1万余家。

令人瞩目的国有林场改革进入深水区，共
完成全市69个国有林场备案登记，印发《重庆
市国有林场中长期发展规划（2019—2030）》，
出台《重庆市国有林场森林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办法（试行）》等制度，国有林场改革成果获得
国家林草局调研组高度肯定。

实施国土绿化 推动“两岸青山 千里林带”建设

聚焦突出问题 开展自然保护地大检查大整治

加大保护力度 当好生态资源的守护者

助力脱贫攻坚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惠民

深化林业改革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保护和改善好长江及三峡
库区生态环境，重庆重任在
肩、义不容辞。

在刚刚过去的 2019
年，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持
续推动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开展自然保护地大检查大
整治、加强生态资源保护、
促进生态富民惠民、探索深
化林业改革创新，生态保护
和建设成效斐然，不仅绘出
了群众眼中的绿水青山，更
是换来了百姓点赞的金山
银山。

江津花椒基地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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