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翔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
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
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
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
河永葆生机活力。

五年时间，党中央召开了三次关于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从重庆，到武汉，再
到南京；从推动，到深入推动，再到全面推
动。党中央不断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新的使
命。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
带，生态地位重要、责任重大。2020年11月
18日，重庆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
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的主要任务，结合重庆实际对标对表
抓好落实。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着力在
治水、建林、禁渔、防灾上下功夫，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

近年来，重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深
刻领会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认真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总体
要求，强化“上游意识”，勇担“上游责任”，努
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
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在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生态品质实现新提升——重庆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面积，在全国率先完成“三线一单”成果发
布。广阳岛实现绿色转型，缙云山、水磨溪自
然保护地完成整治，实施退耕还林、国土绿化
提升行动等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累计完成
各类营造林3088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2.5%。

环境治理取得新成效——大力实施污染
防治攻坚战，全市已基本实现城镇集中式污

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全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
系统实现全覆盖，中心城区实现原生生活垃
圾全焚烧、“零填埋”；清理整治长江干流岸线
违法违规利用项目460个，关闭沿江非法码
头173个，关停退出200座电站，生态整改
1057座电站，长江干支流1公里范围内无新
（扩）建化工项目，境内8个化工园区已实现集
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并达标排放；主城
区次级河流周边养殖场全部清零，撤出和转
移禁养区内的水产养殖规模59.6万平方米，
全面推动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已退捕渔船
5342艘、渔民10489人，累计取缔餐饮船舶
128艘；支流全面消除劣Ⅴ类水质断面，48段
城市黑臭水体消除黑臭，长江干流重庆段水

质为优；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33天，“重
庆蓝”成为市民生活中的常态。

生态文明制度有了新探索——全面推行
河长制，率先开展林长制试点，探索建立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稳步推进建立流域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排污权、碳排放权、
生态地票交易机制，在全国率先推动森林覆
盖率指标区县间横向交易。

绿色转型发展实现新突破——重庆不断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科技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积极推
动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全球

每3台笔电、每10部手机，就有一台（部）是
“重庆造”；汽车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
新能源化升级；巴南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纳入
国家发改委首批战新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涪
陵页岩气田成为全国首次实现商业化开采、
首个产能超过百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田；“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不断壮大，“云联数算
用”要素集群加快集聚，聚数字经济企业超
过1.5万家，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达24%，“智造重镇”“智慧名城”成为
重庆新名片。

区域协调发展有了新样板——重庆全
面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地共同
实施的两批重大项目总计31个，涉及总投

资5562.5亿元，川渝间已建和在建高速公路
达19条，95个事项实现“川渝通办”，两地3
万余名科技专家信息资源开放共享，60余
家单位已开展科技创新合作；与贵州统筹推
进十大领域合作；与沿江湖北等省合力推进
三峡旅游产业合作，与上海、南京等共同推
动产业转移等合作；全市形成“一区两群”协
调发展新格局，以“两江四岸”为主轴的城市
更新加快实施，城市品质明显提升，农村“三
变”改革、“三社”融合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
取得实效，民生投入持续加大，就业、教育、
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统筹推
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
强。

4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月5日 星期二
责编 陈龙华 美编 丁龙

2020年全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到333天

333天

52.5%
截至2020年底，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52.5%

19.2万亩
全市8个区县签订森林覆

盖率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成交
森林面积 19.2万亩，交易金额
4.8亿元

17551人

全市共设置河长 17551
人，实现“一河一长”全覆盖，设
置林长4885人

强化“上游意识” 勇担“上游责任”

重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本报记者 王翔

“‘水中彩林’实在是太漂亮了。”2020年
12月28日，在万州区大周镇的长江库岸边，
生长于水面下的中山杉坚立挺拔，开始发黄
变红的树冠露出水面。昔日库区的消落带

“疮疤”，摇身一变成为库岸风景带，不少市民
特意驱车赶来，一睹“十里景观长廊”美景。

近年来，重庆深入贯彻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认真落实“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不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长
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正成为重庆新的城市名片。

聚焦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缙云山深处，黛湖碧绿如画，音乐声里，
经常有老年人在此跳舞。自2020年5月黛湖
景区对外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市民来此观
光游玩。“现在风景好，环境美，在这里跳舞安
逸。”一位跳舞的老人告诉记者，就在前些年，
黛湖湖面上还到处漂浮着垃圾，湖水也是黑
褐色的。

缙云山是重庆主城都市区的生态绿肺。
因紧邻城区、多头管理、发展受限等影响，缙云
山保护区内村民一度“靠山吃山”，农家乐无序
粗放发展，私搭乱建、违规经营“蚕食”林地。

2018年6月，重庆打响缙云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开始“铁
腕治山”，在拆除保护区内违法建筑、科学系
统修复生态的同时，创新推进生态搬迁，有序
发展生态产业，走出了一条“保生态”与“保民
生”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近年来，我市聚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
整改，将源头治理作为生态保护的重中之
重。一方面，以缙云山整治为契机，大力开展
自然保护地大排查大整治。另一方面，大力
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市累计建成95个工
业集聚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累计建成城乡
污水处理设施2600余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厂和建制乡镇污水处理厂实现全覆盖。

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使全市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支流全面消除劣Ⅴ类水质断
面，48段城市黑臭水体消除黑臭，长江干流重
庆段水质为优。2020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到333天，“重庆蓝”成为市民生活中的
常态。

针对长江鱼类资源急剧减少的现状，我

市还全面启动实施长江常年禁捕，吹响了加
快长江鱼类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的“集结
号”。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我市对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禁止生
产性捕捞；自2021年1月1日零时起，我市长
江干流和重要支流以及其他重点水域实行全
年全面禁捕，让长江更好地休养生息。

“现在‘上岸’了，其实是一个好事。”说起
禁渔退捕，江北区退捕渔民宋彬虽有一丝不
舍，却很坦然。他说，过去一天能捕几十斤
鱼，后来一天只有几斤鱼，长江确实该休息休
息了。“现在我‘上岸’开起了鱼馆，生活一样
过得很好，就希望长江这条‘母亲河’能尽快
好起来。”宋彬说。

加强生态系统修复
生态品质大幅提升

广阳岛，位于重庆铜锣山、明月山之间，
是长江上游第一大岛屿，全岛江水环抱，白鹭
栖息，是重庆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

走进如今的广阳岛，“长江风景眼、重庆
生态岛”雏形已显，岛上美丽风景一个接一
个。“田园风光”“江南风貌”“草原风韵”“湿地
景色”“运动风采”“抗战遗风”等景区不仅绿
色生态，而且美得风格各异、精致迷人，成为
重庆又一打卡热地。

41岁的张永刚原来是广阳岛上坝村村
民，随着长江禁渔、征地搬迁，他上了岸改了
行，2019年又回到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当起
生态保安。在维护岛内环境治安的同时，他
也见证了广阳岛的巨大变化，“现在到处鸟语
花香，比以前的环境好多了。有时候还能看
到灰天鹅和一些小动物出没……”

近年来，重庆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方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通过加强生态修复，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生态环境品质大幅提升。

如今，乘船游长江，你就会发现，长江两
岸过去的“天窗”“大字报”都不见了踪影，被
绿色所覆盖。

“这得益于我市启动的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市林业局一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我市实施了国土绿
化提升行动，用三年时间完成造林1700万
亩。目前，国土绿化提升行动顺利完成，重庆
森林覆盖率达到52.5%。

针对长江等大江大河两岸水土流失难治
理、造林绿化水平低、生态屏障功能仍然脆弱
等突出问题。我市还决定在长江等大江大河
两岸，按照“三段”“四带”空间布局，打造“两
岸青山·千里林带”，范围包括长江、嘉陵江、
乌江、涪江两岸以及三峡库区回水区第一层

山脊线或平缓地区沿江河岸线水平推进1000
米范围内，涉及28个区县。

“力争到2030年，实施范围内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60%以上，在长江两岸形成‘层林叠
翠、四季花漾、瓜果飘香’的自然美景与我市
独特的江城江村、山镇山居风貌融为一体，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画
卷。”该负责人说。

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
生态文明制度日益完善

近日，南岸区迎龙镇的镇级林长接到基
层林长的巡查上报信息：有人在林地周边租
用居民房屋洗涤宾馆被套等，污水容易对周
边林地造成污染。镇级林长立即前往现场进
行查看，在了解到这是一个“三无”作坊后，立
即通知相关人员进行联合执法，将其取缔在
萌芽阶段。

自2018年我市在南岸区启动林长制试
点以来，短短两年多时间，试点区县已扩大至
15个，落实各级林长4885人，形成一批可复
制的制度性成果和经验，林长制也从最开始
的“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渐成熟，成为我市加
快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创新性举措。

在管好森林的同时，我市还全面推行了
河长制，管好河流和水库等重要水资源，创新
实施了“双总河长制”，即由市、区县、街镇三
级党政“一把手”同时担任“双总河长”，建立
了市、区县、街镇三级“双总河长”架构和市、
区县、街镇、村（社区）四级河长体系。

目前，全市分级分段设置河长共17551
名，实现全市5300余条河流、3000余座水库

“一河一长”全覆盖。重庆实行的“双总河长
制”经验在全国进行推广。

“完善的体制机制是推动我市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保障。”市发改委一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我市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和完善生
态文明制度，不仅全面推行了河长制，率先开
展林长制试点，还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稳步推进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完善排污权、碳排放权、生态地票交
易机制，在全国率先推动森林覆盖率指标区
县间横向交易。

2019年，江北区就与酉阳县签订了全国首
个“横向生态补偿提高森林覆盖率协议”；2020
年9月，南岸区与石柱县成交9.2万亩森林面积
指标，成交金额2.3亿元。截至目前，全市共有8
个区县签订森林覆盖率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成
交森林面积19.2万亩，交易金额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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