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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
国家级生猪交易市场研发中心8月建成

近日，从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交易市场传出消息，
荣昌猪及猪肉制品研发中心有望今年8月建成投用。

国家级生猪交易市场立足荣昌猪品牌建设，从荣
昌猪追溯体系、品牌推广等层面，深入解析荣昌猪品牌
价值提升难题，建设以荣昌猪精深加工和爱迪·荣昌猪
系列新产品研究为主的荣昌猪及猪肉制品研发中心，
提升荣昌猪精深加工质量管理和产量的合理调配，让
荣昌猪精深加工系列产品更上一层楼。

据悉，该研发中心位于荣隆台湾工业园区，生产厂
房达2000平方米，配备有标准的研发实验室及现代化
检测设备。投产后，将创新研发爱迪·荣昌猪系列新产
品，实现年荣昌猪精深加工猪肉制品超100吨，年销售
收入超1100万元。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张菁

大足
黄秋葵助农增收

“开春了就马上栽种，要保持黄秋葵大棚温室的幼
苗适当透气……”近日，大足区回龙镇哈佳蔬菜种植股
份合作社负责人哈佳，正在给黄秋葵基地务工的村民
详细讲解种植技术要领。

黄秋葵基地发挥“基地+合作社+农户+订单”的经
营模式优势，种植规模得到了迅速增长，目前种植红、
黄、白3个品种。

哈佳介绍，今年黄秋葵亩产量能达到5000斤左右，
按照现在市场批发价行情，亩产收入1.5万元左右，合作
社可望实现30万元的总收入。大足区还将着力发展黄
秋葵深加工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市场竞争力。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谭显全

垫江
牡丹节3月19日开幕

近日，笔者从垫江县文旅委获悉，第二十二届垫江
牡丹文化节将于本月19日开幕，届时2021重庆春季旅
游将同步启动，活动时间将持续至5月。

今年牡丹花最佳赏花期主要集中在3月15日至4
月10日，游客可以前往牡丹樱花世界、恺之峰旅游区、
华夏牡丹园等景区欣赏娇艳多姿的牡丹花，体验丰富
多彩的旅游文化特色活动。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余方芳

云阳
打造油茶香旅深度体验园

近日，云阳县江口镇向家坪油茶产业园建设正有
序推进，将打造成油茶香旅深度体验园。

油茶是江口镇主要经济作物，当地以向家坪油茶
产业园为龙头，以合作社为纽带，以村集体入股产业发
展为支撑，将种植农户联合到油茶产业上，形成“龙头
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的模式，推动油茶产业壮
大发展，增加村集体收益，帮助农户增收致富。

向家坪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向家坪油茶产业园有
1000多亩，配套建设油茶加工坊、观光亭等项目，打造
油茶香旅深度体验园，吸引外来游客参观，也希望有更
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为乡村振兴增添力量。

云阳县融媒体中心 徐志全 霍希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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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
美味草莓盼品鉴

近段时间，位于潼南区太安镇罐坝村草莓园的草
莓已大量成熟，一颗颗鲜红的草莓令人垂涎欲滴。

罐坝村草莓园种植有巧克力草莓、奶油草莓，采用
有机基质种植，施用无毒的有机农药、有机肥料。成熟
的草莓又大、又甜，品质好，采摘价格是每斤45元，欢迎
大家前来采摘购买。

联系电话：15823883707。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徐旭

酉阳
200株杨梅寻买家

酉阳五福镇五福村村民白远笔准备出售8年前从
温州买回来种植的200株杨梅树，品种为东魁。

“东魁”是杨梅科果形最大的杨梅。该品种树势强
健，树冠高大，丰产性强，一般5-6年开始结果，10年进
入盛果期，株产一般50-100公斤，高的可达200公
斤。该品种适应性广，抗逆性强，栽培管理较为容易。

联系人：白远笔；联系电话：13282728091。
酉阳县融媒体中心 白凤英

忠县
3000只特色鸡等你来买

忠县马灌镇齐心村养殖的七彩山鸡、乌骨鸡、贵妃
鸡、火鸡等品种，都是林下散养的，主要喂玉米、米糠、
青草、菜叶，从不用饲料。目前存栏3000多只特色鸡，
由养殖户袁顺安负责统一销售。

价格：七彩山鸡50元/斤、火鸡40元/斤、乌骨鸡30
元/斤、贵妃鸡88元/只。销售方式既可上门选购，也可
微信付款，快递送货到家。

联系人：袁顺安；联系电话：18996508838。
忠县融媒体中心 邓青春

□本报记者 王翔

江北区五宝镇党委书记陈伟前几天一
直忙着与区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确定今年
植树节的树木品种。

陈伟为什么对选择树种如此上心？因
为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明月山范围五
宝镇辖区的镇级“林长”，他必须统筹考虑辖
区生态与发展的关系，来不得半点马虎。

从2018年开始，随着林长制从试点、到
扩大试点，再到全面推行，我市逐渐实现了
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林长“治山”对生态改善和绿色发展的促进
作用愈加明显，成为我市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要的创新性举措。

护山太难
全面推行林长制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
带，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近年来，我市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全市森林
面积增加到 6494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2.5%，但也存在着非法占用林地、山林资源
保护基础薄弱、一些部门各自为政、部分地
方生态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

为破解山林资源保护面临的难题，2018
年 1月，我市在南岸区率先启动林长制试
点，围绕“建制、护山、严控、美颜、增绿”开展
工作。

“启动试点后，我们建立了林长制会议
制度、巡查制度、投诉举报受理制度等，为林
长制开展奠定了基础。”南岸区一负责人说，
该区建起了区、镇（街）、村（居）、村民小组四
级林长组织体系，由各级主要领导和负责人
担任林长，逐步形成了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

2018年1月，按照属地划分原则，南岸
区迎龙镇党委书记谭昊成为该镇的镇级林
长，负责辖区林地资源的保护和生态建设。

“以前，镇政府没有执法权，主要的工作就是
抓森林防火、林木疫病防治等，实施林长制
后，责任就不一样了，凡是与林子相关的事
情，都得管！”谭昊说。

去年，谭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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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即前往现场查看，在了解到其为非法作
坊后，立即通知相关人员进行了联合执法，

将其取缔在了萌芽阶段。
在南岸区试点初步获得成功的基础上，

2019年8月，我市进一步总结经验后，将试
点范围扩展至全市15个区县，覆盖了主城

“四山”以及三峡库区和大巴山、七曜山、大
娄山等生态敏感区，并建立起市、区（县）、镇
（街）、村（社区）四级林长体系。

其中，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亲自担任全市总林长，四位市领导
分别担任主城“四山”的市级林长，各级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人、村（社区）负责人担任辖区
林长，对辖区山林资源保护发展、各类自然
保护地建设管理负总责。

“今年，市委、市政府把全面推行林长制
工作列入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目前，我们正
在制定实施方案，以确保全面推行林长制落
地见效。”市林业局一负责人表示，各级林长
将真正肩负起“治山”重任，推动我市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铁腕治山
解决突出生态问题

林长制实行时间不长，但其“治山”作用
却日益显现，解决了不少生态环境问题。

2018年，北碚区启动了缙云山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拆除了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大体
量违法建筑，同时进行居民生态搬迁，加快
生态治理和修复。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缙云山保护区内
的黛湖周边聚集了多家乡村酒店，取水、排
污影响了黛湖水质。为保护黛湖湿地生态
系统，在保障业主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北碚
区将酒店整体进行了拆除，并聘请专业团队
设计了黛湖湿地生态修复方案。

“这段时间，我一周要来查看两三次黛
湖的整治进度。”北碚区澄江镇党委书记陈
绍墉说，在黛湖的整治上，虽然是由镇里负
责拆除，由北泉温泉公司进行复绿等工作，
但他这位林长也有责任，对整治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他会及时协调、处理和解决。

目前，北碚区共累计投入资金约2.7亿
元，拆除违建8.8万平方米，签订生态搬迁协
议202户，同步覆土复耕复绿、开展生态修复
11万平方米，使缙云山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变化的不止缙云山。中梁山范围涉及
重庆高新区和沙坪坝、九龙坡、大渡口、北
碚、渝北、江津6个区，林地面积393.89平方
公里，有自然保护地14处，是长江流域的重
要生态屏障。

2019年7月，中梁山启动林长制试点，
以整改拆违减存量、修复生态促发展为主要
任务，重拳整治、大胆探索。市级林长靠前
指挥、亲力推动，6个试点区区委、区政府和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均担任区级
林长，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调顺畅
的良好格局。

中梁山把违法建筑整治作为林长制试
点的重中之重，建立了镇街问题发现上报、
区级林长办汇总移交、区级部门处置落实、
镇街反馈成效的闭环工作流程，构建起区级
林长办牵头，规划自然资源、城市管理、生态
环境、林业、农业等部门参与的联合巡察执
法机制。

目前，中梁山共完成既有违法建筑整治
249.5万平方米，其中沙坪坝区10天内拆除
中梁镇“梁山泊”项目61栋、2400平方米违

建，共完成违建整治200万平方米。

修复生态
废弃矿山焕发新生

从空中俯瞰铜锣山矿山公园，翡翠般碧
绿的水体静静地躺在高耸的崖壁间，一座座
湖泊镶嵌在连绵的青山中，美不胜收。

铜锣山是重庆主城“四山”之一，范围涉
及南岸区、江北区、巴南区、渝北区、江津区5
个区。2019年，铜锣山启动林长制试点后，
铜锣山构建起三级责任体系，建立了工作会
议、信息报送和督办等制度，在综合整治的
同时，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铜锣山渝北段曾作为重庆市重要的建
材供应基地，碎石开采活动极为活跃。区域
采石场于2012年全面关闭后，遗留下41个
大小废弃矿坑，生态安全和群众生活问题极
为突出。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就被纳入《渝北
区全面推行林长制铜锣山专项实施方案》，
当地提出以恢复生态环境为目标，开展封育
保护，结合后期矿山公园开发建设，有序推
进铜锣山117公顷连片集中废弃矿山及废

弃地块的治理修复要求。
如今，铜锣山示范区生态系统功能正在

全面恢复，矿山安全隐患有效消除，矿区内
部相互通联，集山水画卷、矿坑奇景、田园风
光于一体的矿山生态公园成为又一个网红
打卡点。

巴南则在铜锣山和居民区的结合部，采
取“采坑回填+边坡整治+生态园林打造”的
方式综合整治红炉矿坑，使其有了“小马尔
代夫”之称。巴南还依据山脚平缓带，因地
制宜新建了各类公园，共计9万余平方米，
铺设步道3000余米，栽种高大乔木700多
棵，大面积补栽播撒灌木草花，有力地改善
了周边环境。

南岸区则大力加强南山、明月山的文化
保护和传承，对南山、明月山宗教寺院、名人
旧居公馆、外国机构历史遗迹的保护，实施
南山一黄山传统风貌区、黄桷垭及涂山传统
风貌区保护利用修缮工程。利用重庆山城
步道特色品牌，有效串联和对接散落的重要
历史文化资源，统一规划和打造南山—黄
山、黄葛古道至慈云寺—米市街—龙门浩的
历史文化风貌展示带，成为市民登山锻炼和
娱乐休憩的好去处。

〉〉〉编者按：

栽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今天是

植树节，各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植树

活动。

近年来，为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我市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也颇

有成效，是全国较早启动实施林长制试

点的地方，取得了较好的试点成效。今

年，重庆成为全国全面推行“林长制”的

省市之一，至此，林长“治山”在我市将

成为一种常态。

重庆重庆：：林长治山林长治山““林长治林长治””

〉〉〉新闻链接

从2017年起，安徽、江西率先探索林长
制改革，建立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责任体系，重庆于2018
年开始试点。

林长制先行试点表明，全面推行林长
制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大举
措，强化了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森林
草原资源的主体责任和主导作用，从根
本上解决了保护发展森林等资源力度不
够、责任不实等问题，对于构建属地负
责、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
治理的林草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林长制改革正从试点推向全

国。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已经有 23 个省
区市开展林长制改革试点。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施行，
林长制被写入其中，实现了林长制工作有
法可依。今年 1 月，中国明确提出到 2022
年6月全面建立林长制。这意味着中国所
有的森林和草原都将拥有“专属管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关
志鸥说：“全面推行林长制，是中国生态文
明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将有效解决
林草资源保护的内生动力问题、长远发展
问题、统筹协调问题，更好地推动生态文
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本报综合）

全面推行林长制
中国生态文明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

北碚区缙云山云雾缭绕，蔚为壮观。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历经100年沧桑的南山黄葛古道透着悠悠古韵，成为人们寻古探幽和强身健体的好去
处。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经过治理的万盛经开区南桐镇王家坝村采煤沉陷区，山间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美不胜
收。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三农
探索

江北区五宝镇明月山，护林员岳银贵、李庆田正在巡山。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