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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2018年10月，重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工程试点获批。
重庆的试点区域为“一岛”“两江”“三谷”“四山”（即：广阳岛，长江、

嘉陵江，中心城区西部槽谷、中部宽谷、东部槽谷，缙云山、中梁山、铜锣
山、明月山）。重庆中心城区整体处于修复区之中，力求城市和生态系
统融为一体。并且，重庆试点区域位于长江、嘉陵江汇入三峡库区的咽

喉部位，对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具有很强的带动性、示范
性。

工程试点包括区域生态系统治理工程等 7 大类工程、58 项具体工
程、289 个子项目。2019 年，国家试点工程联合调研组考察重庆，认为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政治站位高，很好地诠释了人和山水林田
湖草的关系。截至 2020 年底，工程试点子项目完工率为 96%，试点区
域生态系统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多项指标超额完成，“四山”保护提升成效明显，江河湖库水质稳定达标，森林生态更加稳定……这是重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
工程试点项目交出的“成绩单”，这也是全国唯一在大城市进行的生态修复试点——

让城市和生态系统融为一体

缙云山黛湖，经过生态修复后景色迷人的黛湖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游玩。（摄
于2021年5月9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申晓佳

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森林抚
育任务51.85万亩，完成54万亩；

土地整理任务4435.97公顷，完成
5159.46公顷；

污染土壤修复任务 650亩，完成
907亩……

这个“成绩单”，反映的是重庆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工程试点
（以下简称“工程试点”）部分国家绩效
指标任务及完成情况。国家绩效指标
一共12项，重庆全部完成，其中8项超
额完成。

对重庆而言，超额完成任务并不容
易——

位于试点区域内的重庆中心城区，
拥有独特的自然山水格局，承载了全市
约 25%的人口，贡献了超过 50%的
GDP，城市建成区面积达18%，人类活
动极其频繁。

这意味着重庆开展工程试点，在修
复受损生态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推进城市和生态
系统融为一体。

修复修复
让山水林田湖草互相

“治愈”

7月初，广阳岛上荷花盛开。岛内
的芭蕉溪畔，一大群深灰色羽毛的幼年
野鸭游上岸，在阳光下漫步。

这样的景象，广阳岛生态保安队队
长张永刚早已见惯不惊。随着生态修
复推进，他已多次在岛上看到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以及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游隼、短耳鸮、白琵鹭等。

数据显示，经过近3年的生态修复，
目前已有300多种动物在广阳岛休憩、
觅食。岛内植被已恢复到500多种，植
被覆盖率达90%以上，呈现出一套完整
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今年
年初，广阳岛入选全国第四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名单。

曾经的广阳岛，由于频繁的人类活
动和大规模开发，山体部分裸露，水脉
不畅，林貌不佳，田地土壤贫瘠，草也分
布不均。这样的状况是如何改变的？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生态景观建设研究院院长赵
文斌介绍，广阳岛全岛生态修复以“留
水—固土”为切入点，结合“护山、理水、
营林、疏田、清湖、丰草”六大策略，摸清
本底，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生
态环境。

具体来说，“护山”即通过生态护
坡、土壤活化和自然恢复等方式，保护
山体、修补山体和亲近山体；

“理水”即通过自然积存、自然渗
透、自然净化的途径，再现自然水文循
环过程；

“营林”即通过近自然种植、林苗复
壮、病虫害管控等技术，使林木增量、林
貌提质；

“疏田”即通过自然、有机的手段，
进行深耕、培肥和种植、管理，化荒地为
良田；

“清湖”即通过湖底与湖岸的生态
改良，修复湖泊生态系统，提升湖水水
质；

“丰草”即以乡土草本植物为主导，
通过混播、再野化等方式，恢复草地与
湿地。

赵文斌解释，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

共同生命体，彼此影响。广阳岛生态修
复全面系统考虑生命共同体的所有构
成要素及其交互作用，充分利用自然生
态系统的自适应性与负反馈调节能力
进行自然恢复，让山水林田湖草互相

“治愈”，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的整体系统性。

“广阳岛的生态修复，是工程试点
的一个缩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重庆开展工程试点，注重
生态修复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关
联性。

为此，重庆首先按照“一岛”“两江”
“三谷”“四山”总体布局，在试点区域按
海拔高程自上而下地梳理了山岭、谷
地、江河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关键生态环
境问题。

梳理出“问题清单”后，重庆对症下
药，以修复“四山”受损山体和保护“两
江”水环境质量为工作重点，充分考虑
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机理，在“一岛”“两
江”“三谷”“四山”范围，有针对性地开
展了区域生态系统治理工程、两江沿线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矿山地质环境综合
治理工程、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
程、国土绿化提升工程、土地整理与土
壤污染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等相互关联的7大工程，统筹推进试点
区域的生态修复。截至2020年底，工
程试点子项目完工率达96%。

工程虽大，细节却充满温度。例
如，五角形叶子的葎草和开蓝紫色小花
的鸭跖草，都是广阳岛的“原住民”，过
去经常被作为杂草杀灭。但工程试点
开展后，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两种
小草在广阳岛上蓬勃生长，为微生物和
昆虫营造安稳的居所，进而引来白颊噪
鹛、斑纹鸟等多种鸟类落脚，使全岛生
物多样性更丰富、生物链更稳定。

共生共生
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之道

最近，随着气温攀升，北碚区澄江
镇缙云村村民孙德红的手机也越来越
烫。她在缙云山开了一家生态民宿，每
天咨询、订房的电话不断。

“全靠现在缙云山的环境好，风景
美。”孙德红此前开过十几年农家乐，她
清楚地记得，在2018年缙云山启动综
合整治之前，农家乐几乎满山开遍。由
于竞争激烈，恶性压价、违规搭建是常
事，缙云山生态环境屡遭破坏。

缙云山启动综合整治后，孙德红的
农家乐违建部分也被拆除。她顺势转
型，将农家乐升级为生态民宿，主打山
居体验。尽管房间从50多个缩减为13

个，单价却比以前翻了几番，而且每逢
周末还一房难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了孙德
红真实的体验。这背后，是缙云山生态
修复的“铁腕”举措：3年来累计拆除保
护区违法建筑8.8万平方米，整治突出
环境问题269个，栽种植物 77.4 万株
（棵），生态修复约10万平方米。

在此期间，2019年，重庆开始探索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引
导核心区、缓冲区的村民搬出安置。北
碚区对自愿退地进城的村民给予一次
性补偿，对自愿异地迁建的村民在山下
规划安置点，并解决搬迁村民子女就
学、社保等。国家林草局评价这一做法

“为全国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提供了有益经验”。

缙云山的改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山在城中，
通过保护修复生态，形成“城市绿肺”，
与人共生。

这也是“四山”共同的改变。据统
计，工程试点实施以来，已清查并拆除

“四山”违法违规建筑复绿面积217万
平方米，完成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恢复
治理与土地复垦面积909公顷。

青山复绿，绿水更清。受益于日渐
良好的生态的不只是“四山”区域的市
民。

跳蹬河九龙坡段曾是九龙坡区有
名的“脏臭河”。河边居民一度因为污
染造成的臭气不敢开窗。但现在，跳蹬
河水清岸绿，芦苇茂密，步道蜿蜒。网
上还出现了专门的跳蹬河步道打卡拍
照攻略。

“现在好了，大家都说我们住的是
高级‘河景房’！”陈芳兰是九龙坡区居
民，家住跳蹬河边。她说，跳蹬河整治

以来，不仅水变清了，还增加了滨水绿
廊、广场、沿河公园等，居民们锻炼、休
闲、亲水有了好去处。

生态修复，惠及城市中的每一个
人。跳蹬河是长江一级支流，随着工程
试点推进，它和其它长江支流一样，水
质稳步提高。6月3日发布的《2020年
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
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总体水质为优，15
个监测断面水质均达到Ⅱ类，长江支流
总体水质为优，66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此外，重庆还把工程试点与城市更
新、乡村振兴等结合起来，完成历史遗
留和关闭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909
公顷，建设改造雨污管网334公里，防治
有害生物（松材线虫、松墨天牛防治）面积
30.86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超过42%。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3年的实践表明，重庆工程试点整
体提升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
统质量，良好生态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联动联动
跨部门跨区共下生态

修复“一盘棋”

推进城市与生态系统融为一体效
果如何，市民的感受最直观。2019年，
工程试点获“重庆市民最喜欢的十大改
革项目”之一，点赞量达130万余次。

“这份肯定，来之不易。”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李
萍表示，统筹工程试点本身就是一次创

新探索。工程试点包括7项大工程、58
项具体工程、289个子项目，实施时间
短，任务重，且涉及中心城区9区和多个
市级部门。

为高效推进工程试点，重庆各部
门、各区县建立了一个整体联动的系
统。

2019年初，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进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重
庆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工程试点目标、任
务，确定了各级责任和保障措施。

2019年 3月，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重庆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试点工作联席会议成立，负责协调
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联席会
议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召集人，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农业农村委、市住房城乡建委、市交通
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中心城区九区
和两江新区管委会等为成员。

随即，试点各区参照市级模式建立
相关管理机制。市委市政府领导，市级
部门协调配合，区级政府组织实施的试
点工作推进机制基本形成。

200多个项目，如何规范管理？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
境局牵头，印发了“1+6”项目监督管理
制度，包括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资金和
绩效管理暂行办法、试点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试点项目巡查制度等。并同时督
促试点各区建立了区级项目监管制度。

有了制度，还需落实。重庆依托大
数据智能化手段，集成测绘地理信息技
术和数据资源，将全部项目进度和实地
情况汇集到“一张屏”中，搭建起工程试
点项目监管展示平台。各级负责人可
通过该平台在线查看项目进度、修复效
果等。

重庆的试点区域内涉及缙云山、中
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等4条平行山岭，
长江、嘉陵江及21条主要次级河流，以
及区域内森林、田地、湖泊、湿地等，修
复治理类型多，典型性强。唯有跨部门
跨区共下生态修复“一盘棋”，才能推动
工程试点落实见效。

如今回头看试点区域，生态“山青、
水秀、林美、田良、湖净、草绿”修复成果
初显，直接惠及近1000万群众，相关工
作经验和做法获自然资源部等高度肯
定。重庆新增了铜锣山矿山公园、广阳
岛、缙云山黛湖等靓丽的生态名片，城
市形象更具生态美。

由此可见，工程试点在近3年实践
中，真正实现了多方联动共下生态修复

“一盘棋”，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一经验
对重庆今后的生态修复工作意义重大。

广阳岛，市民在此游玩。（摄于2020年8月22日）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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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介：创新求变生产良心好药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51151

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重
庆
市
总
工
会

从1998年进入重庆华森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华森制药”)，到成为华森
制药厂的总经理，23年的基层磨砺与成
长，练就了黄介过硬的专业本领和独到的
发展眼光。

回顾一路走来的从业历程，2021年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黄介很是感
慨。他说，“创新求变是企业生存的关键，
更是个人立于社会的砝码。”

勇挑重担 组建首个实验室

4月6日上午9点，在华森制药生产大
楼里，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黄介也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为新的一周
做谋划。

今年47岁的黄介在员工眼中，既专
业沉稳，又不乏平易和善。给员工交代工
作时，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威严中透着一
股亲切感。这样的亲切感源于他多年的
基层工作经历。

时间回到1998年。
从四川轻化工学院毕业的黄介，应聘

到刚成立一年的华森制药上班。那时的
华森制药还只是一家只有12名工人的小

作坊。用黄介的话来说，“公司是‘四无一
有’——无厂房、无人才、无产品、无市场，
只有一颗奋斗的初心。”作为一个农村出来
的孩子，黄介坚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与公司共同进步，才能创造出一片天地。

由于生产条件简陋，科研、生产技术
人才匮乏等，当时的华森制药始终没有自
主研发的化学药品，就只生产一种保健食
品——螺旋藻。

要打开市场，一定要有自己的科研产
品，只有不断推动科技研发，才能实现企业
创新发展。黄介深知这一点。在公司组
建第一个QC实验室时，他站了出来，挑起
重担。

“我所学的专业是化工工程与工艺，
与药品实验有相通之处，但又存在天壤之
别。”黄介说，为了尽快掌握药品的生产工
艺和质量控制标准，他建立起专业技术队
伍，实行24小时两班倒工作制，整日待在
实验室，不敢有丝毫懈怠。

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华森制药终于
有了自己的化学药品——铝碳酸镁咀嚼片
和盐酸特拉唑嗪胶囊。也是这一次成功经
历，坚定了黄介在这一行干下去的信心。

直面挑战 留下创新足迹

23年来，黄介一步一个脚印，在生
产技术、质量管理、产品检验、设备管
理、环保工作等方面，都留下了坚实的
足迹。他从一名化验员逐步成长为实
验室负责人、QA质量负责人、厂长助
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华森制药也从最初只有1种胶囊
剂型，到如今拥有11个剂型。毎一次
研发创新，都留下了黄介的足迹。

2013年，华森制药尝试从一种中药
材中提取有效成分，用于生产中成药，但
工人连续生产出的多批产品都存在有效
成分含量不达标的问题，直接影响产品
生产。得知这一情况后，黄介立即前往

生产车间找寻问题所在，井制定出3个
实验方案，分别采用高温短时、低温长
时、中温缩时的方案进行实验。

一周后，黄介最终发现在高温短
时的状态下能充分保证提取药材有效
成分的含量，为公司挽回了损失。

如今，黄介的肩上还扛着公司产品生
产和人才管理的重任，但他丝毫没有停下
药品研发的脚步，只要公司尝试生产新产
品，他都会全程参与。毎一次质量分析会、
工艺技术沟通方案会议、QC小组活动，他
从不缺席。他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
挑战；毎一次努力，都是一次改变。”

攻坚克难 创新路上不断前行

通过引进、消化、发展、创新，目
前，华森制药已拥有片剂、胶囊剂、颗
粒剂、冻干粉针、植物药提取、化学原
料合成等22条现代化GMP生产线，
成为集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生物产
业基地龙头企业；在全国设有230余
个销售办事处，营销网络遍布全国。
2017年10月，华森制药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这样傲人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一

群为之奋斗的人才。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智力保障。”黄

介介绍，在大力引进科研人才的同时，
他更注重人才的后续跟踪服务和管理。

为此，黄介专门建立QC小组活动项
目负责制，带领小组成员一起进行技术攻
关；建立定期培训和沟通机制，当出现技
术难题时，综合技术力量开展头脑风暴；
动员全员参与公司的技术革新……

近年来，华森制药斥巨资进行5期
GMP建设，黄介再次勇挑重担，带领
团队顺利完成建设任务，建成了集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于一体的智能
制造工厂。该工厂被评为全国医药行
业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我将坚持‘做良心好药，让民族
医药企业走向世界’的初心，带领团队
在技术创新领域攻坚克难，朝着‘卡脖
子，技术和高端复杂制剂、特医食品领
域不断前行。”

潘锋 张丹
图片由重庆市荣昌区总工会提供

黄介黄介（（左左））仔细检查工艺流程仔细检查工艺流程

青山环抱两江绕城的重庆市区。（摄于2020年8月5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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