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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长江视为连续、有机整体，不再
根据行政区划和行业主管部门权属，分
割以及“碎片化”长江生态环保，实现长
江水面、水中、水下，以及沿岸林、地、
湖、草、水体、库岸生态资源保护全覆
盖。

这一创造性的探索，在重庆检察院
二分院建立“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后，
终变现实。自此，长江上游有了一支专
业的检察官队伍，对母亲河长江上游和
三峡腹心生态，进行系统性的立体司法
保护。

破解长江生态保护“碎片化”

9月13日，重庆检察院二分院。
一块小小的牌匾，在没有任何仪式

的背景下，悄然揭牌。牌匾上印有“长江
生态检察官办公室”十个大字。

寥寥十个字背后，寄托着这个检察
分院以司法手段保护母亲河长江的希望
和努力。而这一切的源头，首先在于重
庆检察院二分院在重庆版图上特殊的地
理位置。

重庆检察院二分院下辖万州、开州、
奉节、巫山等九个区县，全部位于长江上
游三峡库区腹心。

更重要的是，该院辖区内长江干流、
支流纵横交错，总共长度达1619.6 公
里，长江三峡中著名的瞿塘峡、巫峡和小
三峡均在其中。

众多的河流是无形的财富，但随之
而来侵害长江生态环境的案件，也呈现
逐年增长的态势。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三年

间，该院辖区各院共办理环境保护刑事
案件审查起诉292件664人；同时2017
年案件数量较 2016 年分别增长了
58.6%和49.7%。而这些案件大多发生
在长江流域。

然而，通过对近三年来环保刑事案
件的分析来看，尽管破坏环境资源保护
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但提请批准逮捕
比例低，不捕率、不诉率偏高等一系列问
题一直存在。

重庆检察院二分院副检察长钟晓云
坦言，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跨
区域捕、诉分离办案的模式，对环境保护
刑事案件的司法办案标准把握不到位，
环境保护检察职能未能整合一体等因素
是重要原因。

“长江生态保护的最大难点，就在
于事实上形成了分割状态。”重庆检察
院二分院检察长刘晴分析，受限于行政
区划，长江客观上被分割管辖；同时长
江流域涉及的各个领域，又因各行业主
管部门的责权范围，被进一步“碎片
化”。各个条块实际上都在努力保护生
态，但因这种结构性问题存在又很难形
成合力。

“我们建立‘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
就是希望从司法层面，率先整合长江这
种被分割和‘碎片化’状态，实现对长江
的系统性、立体性司法保护。”刘晴说。

对长江实现系统性的
立体司法保护

刘晴所说的系统性、立体性保护，来
源于该院经过对辖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
状况深入调研后的准确判断。

在刘晴看来，长江生态保护，隐含着
一条纵轴和一条横轴。

所谓纵轴，是指该院辖区内起于忠
县大山溪至巫山县鳊鱼溪308公里长
江干流，以及1000多公里支流的江段，
具有无可分割的连续性；横轴，则是指

这总计1619.6公里江段的水面、水中、
水下，以及沿岸林、地、湖、草、水体、库
岸等生态环境是不应被“碎片化”的有
机整体。

这种颇具系统性的认知，与长江流
域业已存在的环保难题，共同推动了“长
江生态检察官制度”的建立。

根据该制度，重庆检察院二分院和
辖区各区县检察院两个层级，分别成立
由检察长担任组长的长江生态检察工作
领导小组，同时选拔生态检察官组建“长
江生态检察官人才库”。

对该院跨辖区的重大环保案件，“长
江生态检察官”将及时提前介入，实现上
下两级检察院的办案一体化和协作配
合，实现统一受理、统一审查、统一量刑
标准等。

除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保的
刑事犯罪外，“长江生态检察官”还将督
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线索，监督侦查机关及时立案查处，
切实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
立而不侦、久侦不结、以罚代刑、降格处
理。

“我们将构建两级检察机关生态检
察一体化大格局。”刘晴表示，“长江生态
检察官”将围绕长江生态环保领域，履行
批捕、起诉、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职能，依
法办理涉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刑事、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同时，相关生态环保案件如涉及到
行业主管部门，“长江生态检察官”将采
用联席会议、案件会商、检察建议、督促
履职等手段进行协调。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生态检察官”
还将对发现的长江和三峡库区生态领域
监管、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污染治理，以
及项目审批、落后产能淘汰、土地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等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线
索，及时移送监察委员会，并定期跟踪、
报告所移送线索的处置情况。

推动生态修复永葆长江
碧水长流

“除铁腕打击外，‘长江生态检察官
制度’还要构建一系列的长效机制，确保
母亲河绿水长流。”刘晴表示。

根据该院下发的《关于充分履行检
察职能，服务保障长江生态的工作意
见》，“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并非是一项
孤立的制度，而是涵盖司法打击、跨区域
协作、生态监督等众多“子制度”的完整
司法保护体系。

这其中，探索建立生态损害赔偿工
作机制，被该院视为下一步即将落实的
重点。

“打击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的是
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办案中坚持打
击与修复并重。”钟晓云透露，为使受到
损害的长江生态资源得到及时有效的修
复和补偿，该院将与辖区各院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建立“三峡库区检察生态修复
基地”，并重点打造“万州林地生态修复
基地”。

据钟晓云介绍，在生态损害赔偿工
作机制中，该院将逐步推动“消除污染”

“增殖放流”“补植复绿”“环境治理”“生
态修复”等五大功能，督促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对被损害的长江生态进行复原、
修复、赔偿并挂牌公示。

“办一起案件，还一泓清波，恢复一
方生态，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刘晴
表示，为切实达成这一终极目标，“长江
生态检察官制度”要求，对积极进行生态
损害赔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上级
检察院报送备查后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依法作出不逮捕、不起诉决定或向人民
法院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在长江生态司法保护的问题上，我
们必须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完美统一。”刘晴坦言，唯有如此，才能真
正确保母亲河长江永远都是碧水长流。

重庆探索长江系统性立体性司法保护机制

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
致力破解生态保护“碎片化”

本报记者 陈波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 月
13日，重庆智能都市旅游观光巴
士——“自游重庆”巴士首次与媒
体见面，该巴士本月20日将开通
6条旅游观光线路，线路覆盖100多
个景区景点，提供普通话、英语、日
语等7种语言服务。

“自游重庆”是重庆菜园坝旅游
集散中心、重庆渝之旅国际旅行社、
中自旅国际旅行社联合打造的智
能都市旅游观光巴士，将以菜园坝
旅游集散中心为起始点，首期开通
6条线路（4条日线、2条夜线，见图
表），串联起主城100余个景区景
点，每小时发一班车。

“自游重庆”使用车辆为红色旅
游观光大巴，配有导游，提供中、英、
法、日等7种语言音频讲解。票价
为单次游票12元，一日游票39元
（一天内不限次数乘坐），二日游票
（两天内不限次数乘坐）49元。

6条都市旅游观光巴士线路20日开通
串联主城100余个景点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9月
12日，沙坪坝区招商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曾家组团联东U谷二期
地块举行。这些项目涵盖了大数
据、智能制造、创新研发、医疗器
械、综合物流、供应链集成服务等
领域，总投资金额38.9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6个项目分
别为联东U谷·重庆沙坪坝国际企
业港项目、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总
部基地项目、易法通全国运营服务
中心项目、公运公铁联运A区项
目、颐辰科技汽摩配件出口项目、
开普医学诊断影像中心项目。这

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将加快沙坪坝
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推该区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
支撑。

近年来，沙坪坝区始终坚持将
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
手。为确保项目投产见效，该区不
断提升政策环境、人文环境、服务
环境，按照“优质、高效、方便、快
捷”的原则，全力以赴为项目建设
和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吸引了
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产业
项目签约落地。

沙坪坝6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近4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
13日，来自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局集团公
司）消息称，郑州至万州铁路重庆段
（简称郑万高铁重庆段）推进顺利，
亚洲高铁之最长隧道——郑万高铁
重庆段小三峡隧道正洞开挖6000
多米，已完成工程量的31.2%。郑
万高铁重庆段全线计划2022年底
建成后，届时重庆到郑州只需要4
个小时，到北京约8个小时。

据介绍，郑万高铁重庆段全长
184公里，沿线经过巫山县、奉节
县、云阳县、万州区，共设4个车
站，设计时速350公里。郑万高铁
重庆段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
桥梁总长约181公里，合计占正线

98%，因此，重庆段也被称为“地下
高铁”。

“对重庆段来说，控制性工程
有小三峡隧道、巫山隧道，建设难
度最大。”成都局集团公司称。

据介绍，位于重庆市奉节与巫
山交界位置的小三峡隧道，全长近
19公里，属Ⅰ级高风险隧道。该
项目是目前为止亚洲最长、时速
350公里的单洞双线高铁隧道。
目前，小三峡隧道正洞开挖已经完
成6119米，预计2018年底隧道正
洞开挖将达到9000米左右。

巫山隧道全长近17公里，最
大埋深约730米，也属高风险隧
道，截至目前，巫山隧道正洞开挖
完成12.3%。

郑万高铁小三峡隧道掘进6000多米
全线预计2022年底建成通车

1号线
（南坪+解放碑+
江北环线）

2号线
（渝中半岛+江北
嘴金融中心+磁器
口环线）

3号线
（南滨路+南山风
景区环线）

4号线
（网络热门线路）

5号线
（解放碑+两江四
岸滨江夜景线）

6号线
（南滨路+南山风
景区夜景线）

停靠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南坪（百盛商场）、解放碑、上清寺、观
音桥等15个站点，沿途可观光游览两路口皇冠大扶梯、珊瑚公园、
南坪步行街、山城步道、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桂园、十八梯等数十
个景区景点。

停靠朝天门、湖广会馆、洪崖洞、人民大礼堂、罗汉寺、长江索
道北站、北滨路等21个站点，沿途可观光游览湖广会馆、洪崖洞、
人民大礼堂、罗汉寺、长江索道北站等数十个景点。

停靠南滨路（长嘉汇）、长江索道南站、上新街、南山一棵树观
景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等15个站点，沿途可观光游览南滨路、
弹子石老街、黄葛古道、一棵树观景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老君
洞道观、南山植物园等数十个景点。

停靠石板坡长江大桥北桥头、较场口、洪崖洞、临江门、上清
寺、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重庆天地等17个站点，沿途可观光游览
山城步道、洪崖洞、魁星楼、鹅岭公园等数十个景点。

停靠朝天门、洪崖洞、解放碑、南滨路、江北嘴、北滨路等28个
站点，沿途可观光游览朝天门、洪崖洞、南滨路、北滨路等数十个景
点。

停靠南滨路（长嘉汇）、上新街、南山一棵树观景台、黄桷垭老
街、南山枇杷园火锅等17个站点，可观光游览南滨路、弹子石老
家、南滨路钟楼广场、南山一棵树观景台等数十个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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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九龙坡区含谷镇含金村，青龙咀立交主体工
程完工，预计今年底通车。青龙咀立交是连接快速路一纵
线与高新大道的重要节点，是含谷片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总投资 5.5 亿元，占地 250 余亩。该项目为全互通蝶形立
交，包含 3 座桥梁、快速路一纵线 1km 主线及立交匝道 8
条，立交西侧与高新大道相接，东侧经含谷立交与成渝高
速相连，快速路一纵线南北贯通，形成东西南北快速干道
的互联互通。

记者 郑宇 摄

青龙咀立交年底通车

8月29日，东风标致“创·新生活
家轿”——全新东风标致408于成都
车展前夕正式上市，提供230THP与
350THP两款动力选择，共推出6款
车型，售价区间11.97万—16.97万
元。上市发布会以“感触幸福”为主
题，通过现场设置不同功能的体验
区，带来全感官的幸福体验。

更加幸福的用车体验

据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轿车市场销量有所回暖，其中紧凑级
家用轿车成为主要增长点，在整体轿
车的占比高达63%，正日益成为最
具发展潜力的细分市场。85后、90
后正成为消费主力，并带来了新的用
车需求变化。细分市场的发展空间
和消费需求的变化都为全新东风标
致408的入市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契
机。显然，全新东风标致408为用户
带来幸福的品牌形象将赢得更多潜
在消费群体的共鸣，在高端车型上积
累的良好口碑也将会覆盖更广泛的
主流家用轿车市场。

对于追逐生活、事业双平衡的
人，他们大多数都处在一个向上不断
攀升的状态，总比别人的需求多了一
点点。对于汽车来说，他们期望空间
大一点、动力强一点、配置更智能一
点。全新东风标致408除了带来极

具诚意的售价区间，还展示了超越同
级的产品力。尤其是售价13.97万
元的 230THP自动豪华版和 14.97
万元的350THP自动豪华版两款主
销车型，不仅传承了上一代的空间和
动力优势，同时刷新了外观和智能配
置，拥有更好的使用体验以及更高的
产品性价比，满足了消费者对“多一
点”幸福的所有期待。

更具实力的用车选择

全新东风标致408拥有2730毫
米的超长轴距，配合4750毫米的车
身长度，带来同级罕见的超大乘用空
间。更加人性化的智能双区恒温空
调，为所有驾乘者创建一个舒适的驾
乘环境，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幸福
感。最新调整了前排USB接口的位
置和插入角度，使用起来也更方便，
同时也为后排增加了USB充电接
口，这种人性化调整不高调，却显得
周密而精心。

动力方面，全新东风标致408搭载
了 230THP PureTech 和 350THP
PureTech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能跑
更能省。230THP PureTech发动机
拥有52项创新专利，并达成4.9升/
100公里的出色燃油经济性，它曾连
续4年获得“国际年度发动机”大奖；
350THP PureTech 涡轮增压直喷

发动机连续8年获得“国际年度最佳
发动机”大奖，能够实现5.9升/100
公里的超低油耗。配合全系标配的
发动机智能启停技术(STT)，让车辆
的燃油经济性及驾乘舒适性得到进
一步提升。

不仅如此，全新东风标致408中
控台区域配备的9.7英寸触控大屏高
度集合了Carplay智能手机互联等
主流交互功能外，更高度集成了空调
系统、Blue-i车载互联系统、通讯、
导航、多媒体、倒车影像、行车辅助、
系统设置这八项强大功能。同时还
标配了博世ESP 9.1车身电子稳定
系统等多项安全配置，为用户的幸福
出行保驾护航。

对于东风标致而言，全新408是
深入洞悉用户使用需求后，精心调配
升级的“重量级产品”，在满足消费圈
层具体需求的同时，也刷新了人们对
紧凑级家用轿车的理解和认知。此
外，全新东风标致408还为消费者准
备了“幸福礼包”。凡在2018年8月
29日—10月31日期间购买全新东
风标致408，最高可享全额购置税补
贴、6000元保险基金和24期零利率
贷款优惠“礼遇”。在充满竞争力的
价格体系下，凭借精准的定位人群和
高于竞品的产品力以及让人心动的
价格礼包，相信全新东风标致408一
定会有非常突出的市场表现。

感触幸福
全新东风标致408 C位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