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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月，第二届国际湿地城市中
国推荐城市名单出炉。作为西南地区唯
一的代表，梁平区成为入选的中国7个
城市之一。

梁平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湿地与城市
协同共生的湿地之城。除了河流、水库、
湖泊，全区还有80万亩稻田湿地。据全
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梁平有2个湿地类7
个湿地型1.98万公顷湿地资源，湿地率
10.45%。

党的十九大以来，梁平区打造以
自然湿地为主体、以人工湿地为补充，
统筹山、水、湿地环境综合保护和利
用，充分利用城区“一湖三库四水”优
质水生态资源，大力实施河湖连通工
程，将溪流湿地、立体山坪塘与双桂湖
湿地、城区若干河流、道路带状小微湿
地进行生态连接，织就城市湿地有机
网络，着力打造全域湿地生态群，绘就

“山水林田湖草，梁平生命共同体”的
湿地画卷。

梁平区在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
湖岸带恢复、外来物种治理等18项保护
修复工程，营建了“沟—渠—田—塘—
湖”湿地生命共同体，湿地保护面积扩大
到349.97公顷，阔别重庆39年的灰雁再
次栖息双桂湖，植物种类增加到623种、
动物种类增加到207种（其中鸟类150
种）。

现在，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梁山草
甸工程完工并对外开放。这里新打造
的草坪、小微湿地、湿地塘，修建湿地栈
道、休闲场地、林中步道等成为市民休
闲好去处。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已成
为国家湿地公园创先联盟成员单位、

“三峡风景眼、重庆生态湖”，向国际重
要湿地迈进。

与此同时，梁平区将乡村小微湿地
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深度
融入，利用浅丘地带中的沟、塘、渠、堰、
井、泉、溪、田等优越湿地资源基础禀赋，
探索形成“小微湿地+环境治理、生态保
育、民宿康养、休闲旅游、有机产业”等模
式，再现乡音乡愁，成功打造安胜碗米林
团小微湿地、唐家坡田园湿地等，营造以
自然湿地为主体、以人工湿地为补充的
湿地生态群落。

“猎神村乡村小微湿地项目获得全
国景观领域最高荣誉‘艾景奖’。”在明月
山·百里竹海深处的猎神村，梁平创新

“小微湿地+民宿和生态产业”的建设模
式，利用沟谷稻田，种植莼菜、慈姑、菱
角、空心菜、水芹菜等10多种水生经济
作物，恢复其山地立体小微湿地景观。
如今小微湿地成为乡村振兴的美丽风
景。

围绕创建国际湿地城市目标，梁平
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构建起“推窗见湿、处处见湿”的生态
格局。截至目前，梁平已建成国家湿地
公园1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市级风景
名胜区1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6个和
众多的湿地保护小区，湿地保护率达到
52%。

现在，梁平区成立长江上游乡村湿
地保护研究中心、长江三峡自然学校，正
构建以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为核心的城
市湿地连绵体，围绕湿地生态修复、湿地
科研、湿地生态监测、湿地宣教等保护修
复项目，全力创建国际湿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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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境内龙溪河、铜钵河、新盛河、普里河、汝溪
河和甘井河6条主要河流迂回于平坝浅丘之间，分
别流入垫江、大竹、开江、万州和忠县，呈现出“两山
夹一坝”的自然景观。

水是湿地的灵魂。党的十九大以来，梁平区全
面推行河长制，建立健全三级河长体系，出台9项配
套制度；建立“两规范一基金”制度（工业发展规范、
畜禽规模养殖管理规范，生态环境保护基金），建立
龙溪河、新盛河流域生态保护激励补偿机制，与四川
大竹、开江等毗邻区县签订联动共治协议，打破区域
界限，形成治水合力。

梁平有着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示范区、国
家水生态文明城市等称号，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长江北岸一级支流龙溪河发源于梁平，是“山水
田园·美丽梁平”的文化根脉、梁平人民赖以生存繁
衍发展的“母亲河”。以前，龙溪河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污染。

龙溪河被确定为国家首批16个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之一后，梁平区实施了中
小河流治理项目、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
点县项目、河湖（库）水系连通项目和龙溪河环境综
合整治与生态保护示范项目等，整治河道75.59公
里，新建堤防150.26公里，在河道两岸构建滨河植物
缓冲带，加快河床水生态环境及周边陆上生态群落
恢复平衡。

“强化规划约束力，确保‘治理’与‘发展’共同发
力。”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梁平区与国家湿地研
究中心和上海勘察设计院合作，谋划编制《重庆市梁
平区龙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
规划》《重庆市龙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
发展试点方案》等专项规划，构建属地化“1+N”系统
治理体系，全方位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8年，梁平区与三峡集团以PPP模式合作推
进梁平区龙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试点项目（一期），一体化推动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该项目主要实施污水处理厂（站）尾水提升、龙
溪河流域场镇雨污分流工程、乡村垃圾收集设施完
善、重要节点河道整治、龙溪河流域生态修复等工
程。

通过一系列举措，龙溪河流域面临的水生态环
境问题得以解决，流域整体水质全面消除劣Ⅴ类，出
境水质由劣V类稳定到III类，水生态系统功能显著
恢复增强。

“注重综合施策，注重治理模式创新。”梁平区水
利局负责人介绍，在推动水环境综合治理过程中，梁
平坚持水陆统筹、河湖联动、标本兼治、建管并举，强
化源头控制，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
资源管理、水景观水文化品位提升、智慧管控服务，
为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美丽幸福梁平”的良好生态
提供支撑，构建形成立体生态新蓝图。

梁平区聚焦龙溪河、新盛河、铜钵河、小沙河等
重点河流，全面排查整改存在的问题，按照“截污、分
流、处理、自净”思路，实施流域内治水、节水等工程，
治水为先、节水为要，探索上游小流域治理模式，标
本兼治、全面治理污水，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严格控制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全面提升流域
生态修复功能和水质自我净化能力，切实改善生态
环境。

梁平区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
跟着规划走”的思路，整合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供排水管网道路、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水生态治理、国家战略储备林建设等
专项资金约30亿元，整体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统筹实施污水治理项目，投
资 15亿元对城区建成区实施雨污分流管
网建设，对合流制排水系统的乡镇实施雨
污分流改造，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深
度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农村50座污水处
理站、农村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等项目建
设。

与此同时，统筹实施治理提升项目。
投资5亿元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
项目、重要水源地生态协同保护修复项目、
双桂湖湿地生态保护与治理项目、乡村小
微湿地协同建设及保护等项目，实施生态
环境改造、滨水植被缓冲带及滨水绿道建
设、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湿地以及临河临
湖湿地建设。

梁平区的金带、袁驿、新盛等乡镇（街道）
建立了一批污水处理尾水提升小微湿地并投

入使用，通过污水处理厂排放的尾水由排水
口先引入梯级塘，进入湿地系统。通过梯级
塘—生物沟—跌水等湿地系统和水生植物净
化提质后再排放入河水中，进一步保障入河
水质。

实施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
项目、全面实施场镇雨污分流工程、提质增效
水污染治理设施，梁平区在建制乡镇和200
人以上大型聚居点污水处理实现全覆盖，场
镇全部实现雨污分流；场镇生活污水、农村院

落生活污水、水产养殖尾水等经收集处理后，
接入小微湿地实现自然消纳，最后再排入河
道，实现高质量截污治污。

此外，梁平区还建立生态环境治理机
制、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实行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严格过程监管，对所有污染物实
行排放许可；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用途管制，
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空间开发管控；全面落
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严格行政执法，涉嫌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加大环境刑事侦查力度，加
强环境资源审判，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犯罪
行为，深入开展生态法治宣传，增强群众环
保法治意识。

截至目前，全区污水处理设施全面整改
或技改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建成镇村生活污
水处理厂（站）86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1
座、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1座，城区、场镇、农
村聚居点污水处理率分别达93%、85%、80%
以上，生活污水直排乱排散排问题得到根本
遏制。

梁平水稻种植面积近50万亩。党的十
九大以来，梁平开展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用有机肥逐步替代化肥，通过太阳能杀虫灯、
黄色粘虫板等物理诱杀方法减少农药使用。
去年，梁平化肥、农药使用量分别较上年减少
1.46%和1.5%。

“化肥、农药减少了，农产品品质和价格
上去了。”梁平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李
平凡在梁平区安胜镇种植了600余亩有机
稻，他不用化肥、农药，建了7亩蛙池养稻蛙
捕虫，种植300亩紫云英做绿肥，“降低了因
使用化肥、农药带来的面源污染，每斤有机大
米却卖到了12元。”

农业面源污染，既关系到农业的高质量

发展，又关系到水环境安全。梁平区强化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围绕水稻、玉米、油菜、梁平
柚优势特色作物开展配方验证试验4个，更
新调整并发布施肥配方卡、技术宣传单；强化
农企合作，遴选5家企业完善配方落地机制；
规范示范片建设管理，实施有机肥示范推广
试点20000亩，并完成示范片内大区对比等
减量效果评价试验。

目前，梁平全区范围内共建立100家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点，试点区内农药包装废弃物
处置率达100%，农民满意度达85%以上。

在仁贤街道、礼让镇、明达镇等镇街，梁
平区因地制宜开展养殖尾水集中和分散治
理。目前，已开工建设分散治理点20个，建

立集中治理示范片1个。位于礼让镇川西渔
村集中治理示范片，建设有沉淀池7亩、生态
沟渠700余米，可切实解决约500亩池塘养
殖尾水直排问题。据悉，一期项目已推广鱼
菜（稻、卉）共生面积1900余亩、建成生态拦
截沟700余米，切实解决约2500亩池塘养殖
尾水直排问题。二期项目已全面开工，项目
完工后，将解决3000余亩集中连片池塘的养
殖尾水直排问题。

“坚决打好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攻坚战。”
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积极筹措资金，
切实推进整改工作，已安排地方专项债券、农
村综合改革等资金3000万元，专项用于水产
养殖尾水治理，“责任镇街成立工作专班，挂

图作战、打表推进，加快项目建设。”
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上，截至目

前，梁平按时保质完成了2020年度414个建
设任务，其中包括2.3万头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配套设施工程整改。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91.2%，规模养殖场、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均达到100%。

目前，梁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顺利通过市级第三方评估，全区新改造
农村户厕2764户，新建农村公厕9座，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83%。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村
巩固治理成果106个，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市
级示范村9个。以治污、保洁、改厕、美化为
重点，梁平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区。

梁平梁平““全域治水全域治水··湿地润城湿地润城””推动现代田园城市建设推动现代田园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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