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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中牛背鹭在嬉戏、捕
食；河岸边绣球花竞相开放；古楼
旁有参天古树下纳凉休闲。”今年
9月，主城游客刘明明在打卡丰都
县三建乡保家楼时，深为这里的
景色折服，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这
样的文字，推荐亲友前来游玩。

三建乡曾是市级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龙河生态的改观，成
为它脱贫攻坚的重要动力。

龙河（丰都段）全流域基本上
被国家湿地公园和县级湿地自然
保护区覆盖，沿线建有石板水、鱼
剑口2座库容式水库，湖库段河
道长度占河道总长度的43.7%，
拥有得天独厚的景观资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三建乡乡长任正义说，以前的龙
河，河滩荒芜，杂草丛生，加上交
通不便，一家人守着几亩荒地，
耕种几十年怎能不穷。近年来，
龙河生态修复背景下，也给三建
乡带来了脱贫致富的契机。

在丰都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下，三建乡完善配套设施，引进企业在绿春
坝村打造了500多亩集花卉景观、特色文
化、乡村民宿于一体的农旅融合花卉产业
园，一下子让三建乡的乡村旅游火了起来。

仅在今年，保家楼美丽乡村示范点便
接待游客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0
万元。特别是精致别样的“花涧小厨”，成
为丰都市民畅游龙河的网红打卡地。这里
的民宿一到节假日，大多一床难求。

这样的变化，受惠最多的是当地村
民。不少在外地打工的人选择了回乡打工
或者创业，留守当地的农民很多也依托景
点和农家乐做起了服务业。

三建乡的情况，在龙河(丰都段)沿岸许
多乡镇都在发生。在龙河生态建设的基础
上，丰都形成了城乡统筹发展、人水和谐的
新格局。

丰都以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为着力点，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齐头并进。立足龙河
山区河流特征和沿河产业经济布局，对流域
内露天废弃矿山、自然灾毁地、废弃渣场及土
石场实施生态复绿，并在腾退区域布局建设
河岸沿线经果林经济带、湿地公园和亲水设
施，结合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集中力量美化
靓化河段重点部位、关键区域，助力沿河群众
脱贫致富，形成林果经济+市民休闲+生态效
益的良性循环格局，让生态环境改革带来的
红利更广泛地辐射沿河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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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龙河成功创建全市
唯一、全国首批示范河湖。

巍巍武陵山，纵横千里；
滚滚龙河水，浩荡磅礴。

龙 河 ，丰 都 的“ 母 亲
河”。作为长江与武陵山区
的连接带，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的最后一道关口，龙河对
保持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
生态功能，保护长江中下游
地区生态安全，承担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去年11月，龙河（丰都
段）成为全市唯一被国家水
利部纳入《全国首批示范河
湖创建名单》的河流。一场
对龙河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
治理，旋即展开。

365 个日日夜夜，丰都
人夜以继日，克难攻坚。一
年后，喜讯传来，龙河（丰都
段）全国示范河湖建设高分
通过水利部验收。一幅“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
的生态画卷，在龙河沿岸徐
徐而展……

11月20日下午，初冬的重庆
尚未打开寒冷模式，高照的艳阳晃
得人睁不开眼。丰都县三合街道
罗山村村级河长秦闯照例拿着那
根3米长的网兜，来到了离家不远
处的龙河边。

秦闯可不是来捞鱼的。相反，
他是要给鱼儿们一个更好的生存
环境。作为村级河长的他，每天都
要开展巡河，打捞垃圾、制止捕捞
都是他的分内之事。

“垃圾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
好。我的事越来越少！”秦闯乐呵
呵地说。

“多与少”的变化，“秦闯”们和
沿河群众感同身受、喜闻乐见。龙
河沿岸，像秦闯一样的村、镇两级
河长足有40多名。往上，还有县

级河长、市级河长齐抓共治，形成
了“市级河长主督、县级河长主治、
镇村河长主巡”的分级责任体系。

在此体系下，丰都创新推行
“一河三长”河道综合管护机制
——在党委、政府领导担任河长
的基础上，由人大、政协领导担
任河流督导长，充分发挥人大法
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
促使各级河长履职尽责、落地落
实；由公安系统领导担任河流警
长，强化对涉水违法行为、案件
的查处打击，畅通行政执法与行
使司法衔接渠道，有效维护河流
管护正常秩序，形成执行、监督、
执法三位一体的河道综合立体
治理格局。

“一河三长”之下，是103名网

格员。丰都以网格化管理为关键，
打通河道管护环节“最后一公
里”。出台《龙河三级网格员管理
办法（试行）》，由网格员对责任河
段每月开展不少于22次的常态化
巡河护河、问题排查，推动实现“河
道无垃圾、河岸无违章、河中无障
碍、污水无三排、生态无破坏”的管
护目标，织密织牢河道管护网。

扮靓母亲河，不仅需要自上而
下层层落实“管”，还需要沿河群众
自下而上协力“撑”。丰都以探索
实践退耕还湿政策为突破口，解决
农户承包经营地占用河道问题。

针对因土地确权和河道划界
工作的时间差，造成部分合法耕地
划入河道范围内的问题，丰都创新
建立退耕还湿补偿机制，制定政策
标准。退耕还湿区域全部种植经
果林形成护岸林带，既解决了退耕
后老百姓的收入问题，也保护了河
道岸线生态，妥善处置了河道管理
与土地承包经营之间的矛盾，得到
群众普遍认可和支持。

“上”与“下”的协作，不仅体现
于县内。龙河发源于七曜山，在我
市流经石柱和丰都。龙河治理，不
能闭门造车，必须上下游跨界联
动。

丰都搭建起跨界联动治理的
新平台。以落实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为重点，压实跨界河流联防联治
责任。推行全流域共建示范河，流
域内石柱县、丰都县形成“联席会议
制度+信息共享、联合巡河、联合执

法、应急处置协同、区域生态补偿”
的“1+5”共治机制，搭建跨界河流
共管共治工作平台。通过建立落
实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
区县双方交界断面水质为依据参
考，有效压实“统筹上下游、左右岸，

加强系统治理”等工作责任。
该举措自实施以来，龙河丰都

段水体感官良好，水质基本稳定保
持在Ⅱ类标准，实现优于上游来水
水质目标，获上游区县生态补偿资
金200万元。

一场全面的“体检”，是让“母
亲河”重获生机的关键。

丰都明确了河流系统治理的
新方向——以开展河流健康评价
为契机，实现对河流有效保护和合
理开发的科学决策。

丰都率先开展龙河健康评价
工作，实施水质、水量、河岸带、水
生生物、公众参与等方面的调查
与补充监测，依托实地调查与历
史数据，对盆、水、生物、社会服务
功能等准层进行赋分评价，系统
诊断、全面掌握河流水资源保护、
水质变化、岸线利用、生物多样性
保持等情况，查找出影响龙河自
然生态格局的关键薄弱环节。重
点针对得分较低的龙河流量问
题，综合采取科学措施，终结了龙
河干流部分河段长达22年断流的
历史。

同时，丰都以标准化体系建设
为统揽，实现河流管护水平提档升
级。创新推出龙河（丰都段）示范
河湖管理标准化体系，建立起“一
河三长共管、网格化管护、标准化
巡河、联合执法、河湖水域岸线管
控、河长制工作述评”六大标准化

河流管理机制，推动实现系统管
理、精细管理，并将其固化形成可
推广复制的经验，为重庆市乃至全
国其他地区的河长制工作及河湖
管理提供了示范和参考。

此外，丰都还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推动河流管护常态长效相
结合。推动水质监测站、水位站、
视频监控点建设，整合山洪灾害、
中小河流水雨情等系统数据，并利
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手段开展全
方位立体巡河和信息采集，实现龙
河干流实时监管，充实形成“智慧
河长”系统，确保问题及时发现、高
效处置，有效提升河湖空间管控能
力。

龙河流域人口多、场镇多、工
矿企业多、车流物流多、畜禽养殖
量大。如果说各种整治行动是去
除病灶，那么生态恢复，就是让龙
河固本培元，重获生机。

“河水像镜子一样，经常能看
到三五只白鹤翩翩起舞，运气好还
能看到鸳鸯！很多摄影爱好者前
来拍摄。”双路镇安宁场村村民张
放，这样形容龙河沿岸的湿地公
园。

张放的记忆中，龙河已经重新
变成了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河中
洗澡的小孩、河边唱歌的姑娘、河
岸散步的老人越来越多。

龙河沿岸，不少村民都有和张
放类似的感受。疮痍，正在愈合；
一切，都在重生……

一年来，丰都致力构建山林
绿化带，筑牢坡地生态屏障，对流
域内露天废弃矿山、自然灾毁地、
废弃渣场及土石场实施生态复
绿，完成红线范围内1.95万平方
米拆迁建构筑物区域的林草补植
补造。

全县开展了5个乡镇的石漠
化情况排查整治工作，明确治理点
位，完成封山育林48公顷，累计植
树520亩 9.6万株、植被恢复595
亩、新造林1300亩，有效防止水土
流失，沿河区域森林覆盖率大幅提
升。

丰都还建设了水美景观带，扮
靓河岸景致，开展沿河河岸、环湖
绿道防护林建设，新栽植乔木2.8
万株，撒草籽面积约18.7万平方
米，形成30公里绿化带、10.08公
里滨河绿道，河岸绿化景观品质明

显提升。
同时，拓展动植物栖息带，提

高生物多样性。将龙河国家级湿
地公园高品质规划建设为城市郊
野公园，推进龙河国家湿地公园建
设，完成保家楼至鱼泉子水生态修
复工程。实施野生动物生态保护、

鸟类繁育、红嘴鸥保护等珍稀动植
物保护工程，改造大河坝、甘坝子、
鱼沱坝等地小微湿地，流域内植
被、鱼类、鸟类分别达到930种、
153种和124种，野生猕猴、鸳鸯等
国家级保护动物，时隔20年在龙
河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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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协力共治 加强监管护“母亲河”

全面体检摸底 修复生态建“示范河”

龙河国家湿地公园风光 摄/林登周

龙河湿地公园美景 摄/高志相

网格员清理河道垃圾 摄/高洁

龙河国家湿地公园绿道 摄/高洁

龙河国家湿地公园九溪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