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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2018年重庆市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对2018年全市生态环境质
量状况进行通报。

2018 年是重庆三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一
年。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我市出台了
《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统筹“建、治、改、管”，突出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并按照项目化、工程化的要求，扎实推动
污染防治攻坚重点工程建设，不仅确保了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而且建成一批污染治理设施，整治了
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稳中有进
重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018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总体水质为优，15
个监测断面水质均为Ⅱ类；长江支流总体水质良
好，114条河流196个监测断面中，Ⅰ—Ⅲ类、Ⅳ
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
81.1%、12.7%、3.1%和3.1%；水质满足水域功能
的断面占86.7%。66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为100%，有效保障了三峡库区水环
境安全。

2018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6天，
同比增加13天。其中空气质量优的天数为96
天，良的天数为220天；全年无重污染天数，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
2018年，重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为54.4分贝，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45.1分
贝；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66.1分贝，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5.1分贝，12369全年噪声
污染投诉总量同比下降9.5%。

2018年，重庆共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717
万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全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量达
79.8万吨，综合无害化处置率达到87%以上，其
中主城区污泥无害化处置达42.3万吨，连续4年
保持100%无害化处置率。完成重金属排放量
减排2%的年度目标，危险废物规范化督查考核
达到国家A级要求，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
稳定。

2018年，重庆辐射环境质量状况良好，主城
所监测点位的电磁环境水平平均值低于国家规定
的电磁环境控制限值；全市土壤、“三江”重庆段、
三峡库区水环境、地下水及饮用水中放射性指标
均处于正常水平。

全力建设 加快填补环保设施短板

面对环保设施建设缺口大、欠账多这一“卡脖
子”问题，重庆各级各部门从污水处理、固体废弃
物处置、道路交通污染防治、船舶码头污染防治和
生态环保监管大数据等方面着手，加快填补环保
设施短板。

2018年，重庆完成8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改扩
建和4座城市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以及
100座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技术改造，新建乡
镇生活污水配套管网2380公里，城市生活污水管
网455公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93.5%，
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率提升至82%。三江干流沿
线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全部由一级B提高至
一级A排放标准。

2018年，重庆印发《重庆市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设施建设布局规划（2018-2022年）》，建成投
运1个危险废物填埋场和1个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推进9家危险废物
综合收集贮存试点。新建成投运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和一座餐厨垃圾处
理厂，主城区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20%。

在船舶废弃物接收处置暨清漂码头工程建设方面，长寿、涪陵、忠县、
云阳等区县码头相关项目基本建成。

狠抓治理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2018年，重庆着力治理突出环境问题，积极为民解决环境民生。
重庆全面推进长江主要支流及不达标河流监测“体检”工作，设置约

1200个监测断面，详细掌握流域干支流水质总体情况，指导区县完善“一
河一策”编制，系统推进流域污染治理。

重庆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专项行动，全面完成153个环境
问题整治。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重庆深化“四控两增”举措，全年抽检、遥测机
动车26.8万辆，淘汰老旧柴油车1.7万辆，整治冒黑烟车和超标车2.6万
余辆，推广新能源车1.3万余辆，推广纯电动客渡船40余艘；督促8000余
个施工工地严格执行控尘“十项规定”，建设和巩固扬尘控制示范道路
1700余条；累计关闭搬迁大气污染企业300余家，完成7台共252万千瓦
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企业深度治理676家等。

强化管理 提升环境监管水平

2018年，重庆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持续改善监管效
能和效率。

重庆划定了2.04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24.82%；严格执行环评制度，以“三线一单”为手段，划框子、定规则、查落
实；联合开展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执法专项行动，对行业内违法行为形
成震慑；以花溪河、梁滩河、临江河、濑溪河、龙溪河5条河流流域为重点，
组织开展2018年利剑执法专项行动，积极摸清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底数。

重庆还实现了市级环保集中督察全覆盖，有力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
府及其部门的环保责任。

重庆坚持司法联动，形成打击和震慑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
高压态势，全年共侦破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刑事案件1000余起，侦破公
安部督办案件11起；深化“放管服”改革，制定《全市环保系统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十条措施》。

深化改革 充实完善体制机制

重庆进一步加快环境监管制度改革步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释放
政策红利。

2018年，重庆设立了企业“红黑名单”，对445家企业的2017年环境
信用等级开展评价，10家不良企业被纳入“黑名单”。

重庆承担的48个国家水站建设任务于2018年全面完成，监测数据
已上传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重庆环保产业基金公司股权转让取得进展，预计基金总认缴规模将
超过90亿元。

重庆积极探索、实施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流域面积500平方
公里以上且流经两个区县以上的19条次级河流涉及的34个区县均已签
订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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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离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家，73岁
的蓝长生内心还是有些不舍，但在北碚
区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
试点中，老人第一个签下了搬迁协议，

“生态搬迁下山，不仅自己生活方便，又
可保护生态，我支持！”

为减轻生态环境承载压力，促进缙
云山保护区自然恢复和长效保护，今年
4月，北碚区正式启动缙云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搬迁试点，保护区核心
区、缓冲区所有原住居民，共计208户、
536人，全部纳入搬迁范围。

该区通过政策引导、吸纳就业、生
活帮助等保障民生举措，打消了原住居
民搬迁后在生产生活、长远发展方面的
顾虑。不到两个月，像蓝长生这样签订
搬迁协议的居民就有200多户、500多
人，超过计划搬迁总人数的九成。

208户、536名原住民
全部纳入搬迁范围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重庆
主城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缙云山居民靠
山吃山，与大山和谐相处。然而，近年
来，随着自然保护区内居民人数增多，
过度的人为活动大大增加了环境承载
压力。针对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建筑较
多等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去年6月起，
北碚区全面推进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列入
集中整治清单的 205 个问题已整治
201个，整改范围内原有违建建筑已全
部拆除，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深入，北
碚区再接再厉，于今年4月启动了缙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试点。
北碚区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搬迁试点工作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开展生态搬迁试点，是扎实做好缙云山
生态环境整治工作“后半篇文章”的重
要内容，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
208户、536名原住民全部纳入搬迁范
围，从范围较广、人数较多、基础较好的

澄江镇缙云村开展试点，并逐步铺开到
北温泉和歇马两个街镇。

“这是生态保护理念与传统安土重
迁观念的又一次碰撞。”该负责人介绍，
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居民，很大部分
是2001年保护区范围划定前就居住于
此的。要让祖辈都居住在此的居民安
心搬下山，必须用系列配套政策和举措
消除他们对未来搬迁后生产生活的顾
虑。

蓝长生的家位于保护区核心区的缙
云村戴家院组，属于此次生态搬迁范
围。这位在此居住了50多年的老人，在
生态保护需要面前，率先表态愿意搬
迁。“从家到公交车站要走两个小时，土
房子也越来越旧。现在有政策支持，以
后肯定会越过越好。”蓝长生说。

打消生产生活顾虑

为保护生态而搬迁，很多居民内心
是支持的，然而，搬家能否实现生活水
平不下降甚至更进一步，补偿奖励能不
能兑现，退地进城后的户口和社保问题
怎么解决，会不会影响子女入学……群

众对生态搬迁有着更现实的考虑。
为此，北碚区印发了《北碚区缙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试点工
作方案》，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带头深
入一线召开院坝会，面对面听取群众意
见建议，参与问题研判，并抽调23名优
秀年轻干部充实到生态搬迁一线。大
家逐村逐社做工作、一家一户解疑虑、
一项一项回应群众提出的问题。

“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也担心以后
的社保问题。”48岁的缙云村村民林光
平最初坚决拒绝搬迁。“除房屋的有关
补偿、生态搬迁补偿外，还有自愿搬迁
的一次性奖励、按时搬迁奖励和搬家补
助费，退地进城后还可享受城镇居民普
惠政策……”从区委组织部抽调至澄江
镇的干部赵磊多次和工作组同事一起
上门做林光平一家的思想工作。

“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多为群众
着想，把落实到每家每户的具体政策讲
清楚，让群众认识到生态搬迁的重大意
义及对生活带来的好处。”赵磊介绍，经
过多次面对面沟通，换位思考，林光平
一家的态度从最初抵触、质疑转变为现

在积极支持。
截至6月1日，缙云山生态搬迁工

作累计签约协议202户，签约人数515
人，分别占搬迁总户数的97.12%、总数
人的96.08%。

稳定就业和增收

搬出来，只是生态搬迁工作第一
步，要让他们搬迁后能“稳得住”，得解
决好他们的生产生活及发展问题，实
现生活水平不下降甚至有提升。对
此，北碚在生态搬迁动迁之前就进行
了谋划。

“今天进山的人多不多？要给他们
打招呼，不要野外用火。”随着夏季到
来、气温升高，缙云山森林防火工作即
将面临严峻的形势。这些天，缙云村的

“林业队长”李星华每天都要带队例行
巡查，汇总定点的护林员守卡巡逻详细
情况。

今年65岁的李星华是澄江镇缙云
村村民。去年7月缙云山整治工作开
始时，他带头拆除了自家违建房屋后，
被镇里安排当上了护林员。不久前，他
开始任村里的“林业队长”，管理全村
40多名护林员。“以前家庭经济来源主
要靠我打工，现在年纪大了，很多活儿
干不了了。”李星华说，“现在我做护林、
保洁工作，月收入有2000元左右，生活
有了保障。”

北碚区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区坚持“保护自然、保障民生”方针，
针对实施生态搬迁的村民，积极开发保
护区环卫、绿化、护林等公益性就业服
务岗位约300个，可为入职的村民每月
增加收入1500元左右。不仅如此，当
地还积极发展缙云山甜茶、原生态民宿
等产业，吸纳近百位村民就业，推动生
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下一步，北碚区还将建立完善相关
产业与生态搬迁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
合理引导群众以建房权益、资金入股等
方式盘活搬迁房屋经营权，积极引入社
会资本发展生态旅游，创造更多可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方式。

今年4月，北碚区启动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试点，目前，核心区
和缓冲区已有九成以上原住居民签订了搬迁协议，他们说——

“生态搬迁，我支持！”
本报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邓公平

从2015年 7月开展公益诉讼试
点，到2017年7月全国人大立法正式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重庆
乃至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全力推进公
益诉讼的同时，也愈发感受到一个瓶颈
问题，那就是线索来源渠道过窄，线索
发现能力不足的问题。

5月28日，重庆市检察院正式出
台《重庆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巡查工作
办法（试行）》，推出公益诉讼主动巡查
制度，并从制度、机构、人员、方法等各
个层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5月29日，市检察院便以巡查令
的方式，向12个基层院交办了12条
（屠宰）企业非法排污线索，要求开展公
益诉讼巡查。

一项全国首创的公益诉讼主动巡
查制度，在重庆正式确立。

重庆检察确立公益诉讼
主动巡查制度

事实上，近年来重庆各基层检察院
对于公益诉讼线索来源少的问题，也曾
做过不少尝试和努力，例如建立公益诉
讼线索举报热线、微信举报、公布举报
邮箱等等。

“但最终我们发现，这些形式从本
质上来说，依旧是被动等待式的。”市检
察院检察五部检察官助理陈里表示，一
段时间运行后，大家发现这些线索发现
方式效果极其有限。

“如今，这一瓶颈问题，在重庆算是
得到了根本性突破。”6月4日，重庆市
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刘伟显得信心十
足。

作为一个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负
责人，刘伟的信心，来源于市检察院《重
庆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巡查工作办法
（试行）》正式出台。

这一《办法》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在
全市检察系统确立了公益诉讼巡查制
度。

按照该《办法》，全市辖区范围内的
山、水、林、田、湖、库等生态环境要素及
其组成的生态系统以及食品药品安全
等领域都被纳入公益巡查范围。

此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英烈保护等领域，也均被纳
入公益巡查范围。

“这意味着，重庆的检察官们在公
益诉讼领域，开启了主动出击模式。”市
检察院副检察长梁田表示，主动发现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主动现场查勘、主动
及时依法办理，将成为今后重庆检察机
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新常态。

“没有线索来源，公益诉讼工作就
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事实
上，早在今年3月，市检察院召开服务
长江经济带暨公益诉讼工作推进会时，
市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就直言，检察机
关要重点提高发现线索、调查取证、评
估认定公益损失、沟通协调“四个能
力”。

正是基于这一来自检察系统上下
的共识，市检察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
础上，专门研究出台了该《办法》。

据市检察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重庆在公益诉讼领域确立的主动巡查
制度，在全国尚属首创。

覆盖三级检察院的公益
诉讼巡查机构诞生

这项全国首创的公益诉讼主动巡
查制度，另外一个标志性意义，就在于
在全市三级检察院探索成立了巡查工
作机构。

根据该《办法》，全市检察机关充分
整合内部资源推进巡查工作，三级检察
院将分别设立巡查小组，并由上级院指
导督促下级院巡查。

具体的巡查小组构成，则由检察
官、检察官助理、司法警察、检察技术人
员组成。检察官担任巡查小组负责人，
并要求各级院检察长、分管检察长要积
极带队开展巡查工作。

“为一项巡查制度，成立专门的组
织机构，在我印象中这是第一次。”刘伟
认为，覆盖全市三级检察院的巡查工作
机构，意味着今后这项工作将是一项长
期性、日常性的工作。

事实上，这项制度已经明确规定，

原则上，日常巡查的次数每月不得少于
两次，专项巡查和重点巡查的次数每年
不得少于三次。各级院可以根据实际
工作情况调整巡查频次，但不得低于巡
查频次的最低规定；对公益受损严重，
问题较多的地域、行业应加密巡查频
次。

更具针对性的是，《办法》从五个方
面明确了开展巡查的具体安排和内容
要求，包括12项巡查内容、8大巡查方
式等。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虽然是一
项省级检察院出台的制度，但对巡查的
技术性要求细微到了操作层面。”市检
察院检察五部副主任彭劲荣举例说，该
制度要求每次参与巡查的人员不得少
于2人。

另外在具体巡查过程中，巡查人员
应提前配备好照相摄像设备、公益诉讼
现场勘查箱、无人机、执法记录仪等必
要的巡查装备，这就实际上要求了每次
的巡查都必须“留痕”，杜绝了弄虚作假
的可能。

针对巡查所获线索，《办法》明确规
定，巡查过程中或任务结束当天，巡查
人员应当及时、准确记录巡查日志。巡
查结束后，巡查人员应当在2日内将巡
查发现的案件线索详细录入巡查线索
台账。巡查发现的案件线索，按照案件
管辖相关规定进行办理或移送。

值得一提的是，上级院在巡查中发
现的线索，可以根据办案实际需要，采
取巡查令的方式交由有管辖权的下级
院办理。

巡查制度确立第二天即
收获大量线索

引人注目的是，该《办法》正式印发
于5月28日，第二天，市检察院便以巡
查令的方式，向12个基层院交办了12
条（屠宰）企业非法排污线索，要求：受
令单位应按照《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巡查办法（试行）》的相关工作要
求，开展公益诉讼巡查。

巡查令下发当日，奉节县检察院检
察长阳彬带领院公益诉讼巡查小组对

辖区长江沿线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开
展实地巡查。通过现场查看、听取水警
介绍等方式，详细察看长江沿线污水直
排，破坏岸线生态的情况。

重庆铁路检察院干警先后前往重
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兴胡线、沪蓉线、
渝怀线以及北碚新区大竹林兰渝、遂渝
跨江铁路开展污水偷排直排乱排巡查
及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活动，通过现
场查看、实地调查的方式，查找污水偷
排、直排、乱排、非法采砂等问题，核查
去年督促整治完毕的侵占铁路建设用
地的整治效果，了解问题有无反复，挖
掘公益诉讼新线索。

涪陵区检察院检察三部联合李渡
检察室开展2018年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回头看”行动，实地走访调查关闭矿山
复垦复绿开展情况，复查榨菜企业、污
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情况、设备运行状
况，并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排放污水
进行鉴定。

“巡查制度建立的第二天，我们就
收到市检察院经大数据智能研判后发
出的巡查令，经巡查后果然发现了排污
线索，目前正在进行后续跟进办理。”南
川区检察院检察三部主任任本梅感慨，
从没想到，该制度能给检察工作带来如
此大的收获，效果是“立竿见影”。

据统计，2017年7月至2019年4
月，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立案
2633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2400件，
提起公益诉讼53件。

通过办案，督促治理被污染损毁
的耕地、林地、湿地、土壤等 3238.1
亩，督促治理被污染的水域面积
30012.1亩，督促清理固体废物、生活
垃圾等 30187.7 吨，督促 800 余家违
法企业、养殖场进行整改，督促查处
销售假冒伪劣食品 2014 千克，督促
查处销售假药和走私药品 75种、价
值118.5万元。

“相信公益诉讼巡查制度全市推行
后，未来将会有更多线索被检察机关主
动发现，从而打开公益诉讼的突破口，
守护好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刘伟表
示。

市检察院出台《重庆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巡查工作办法（试行）》

重庆建立全国首个省级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巡查制度

本报记者 陈波

5月30日，缙云山生态搬迁工作组成员走访搬迁农户。 特约摄影 秦廷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