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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红岩精神的重要发祥
地，位于主城西部的沙坪坝区是
重庆对外开放和展示魅力的重
要窗口。日前，沙坪坝区委书记
江涛讲述了沙坪坝以梁滩河整
治作为突破口，走上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的历程。

铁腕治污
让梁滩河更美

问：梁滩河作为沙坪坝区环
境整治的一个关键点，目前采取
了哪些措施？

江涛：2018年以来，沙坪坝
区综合施策、铁腕治污，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2018 年 9 月至
2019年8月水质监测数据显示，
梁滩河沙坪坝段水质平均值达
到V类水域功能要求，总体呈改
善趋势。

至于具体措施，其一是科学
制定整治方案。开展“行业部门
—镇街—村社—三方单位”多层
级排查，排查点位2万余处，针
对性印发《梁滩河“一河一策”实
施方案》《梁滩河流域综合整治
方案》《梁滩河流域水体达标方
案》等一系列方案，明确整治任
务 1500 余项，投入 4000 余万
元，开展流域排水管网普查。

其二，全力推进污染整治。

统筹抓好水上、岸上污染治理，
2018年以来，将1668家“散乱
污”企业纳入整治。截至目前，
关闭搬迁严重污染企业515家、
整治规范并通过验收802家、停
产停排207家。整治管网错接、
漏接30余处，查处排水管网违
法案件31件，整治养殖污染问
题211个，新建和修复50余户重
点养殖户化粪池及沼气池。

其三，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2017年至2019年8月，投
资约1.1亿元，新建排污管网约
75.6公里，完成合流制管网改造
约15.8公里。完成流域内土主、
西永、回龙坝污水处理厂二期扩
建，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8.38 万
吨/日，流域内3个污水处理厂处
理能力达16.76万吨/日。

沙坪坝还严格落实“河长
制”。明确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任
梁滩河河长，及时解决污染问
题、项目资金等重难点问题。今
年以来，区河长办发布沙坪坝区

“总河长令”4期，督促整治问题
174个。

保驾护航
以保护促发展

问：沙坪坝区在“以污染防
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有

哪些举措？
江涛：一是完善绿色发展

体制机制。2019年 4月，沙坪
坝区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的通知》，明确围绕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等六
大方面120项子任务；印发《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
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实施方
案》等系列文件，强化高质量发
展导向。

二是坚持生态优先，突出绿
色规划引领。落实国家长江经
济带战略环评部署，编制沙坪坝
区“三线一单”，在“两区两带”发
展布局基础上，按照环境管控单
元编制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构建
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沙坪坝区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优化产业布局，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严格执行长
江干流及主要支流 1 公里、5
公里产业管控政策。优化现
有产业结构，鼓励发展集成
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硬
件、数字文化等产业。拓宽
青凤工业园组团，为企业入
园创造空间，推动工业集中
集聚发展。有序组织不符合
沙坪坝区产业发展方向的企

业梯次转移，为产业转型升
级“腾笼换鸟”。

四是实施环保预审，严格
项目环境准入。落实重大项
目环保决策机制，区生态环
境局提前介入、提前研判，做
好项目的环保初审，从源头
上杜绝过剩产能、“ 两高一
资”和有毒有害项目落户沙
坪坝区。实施建设项目环评
审批与规划环评、现有项目
环境管理、区域环境质量“三
挂钩”，以环境质量为底线加
强建设项目管理。

五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速淘汰落后产能。2016年
以来，关闭矿井1口，淘汰煤炭产
能15万吨；取缔“地条钢”企业4
家，淘汰钢铁产能1.845万吨；
2018年对沿江1公里范围、涉重
金属等重点行业和区域的企业生
产工艺装备和产品逐一核查，共
淘汰落后生产设备29台（套）。

精准施策
确保打赢攻坚战

问：污染防治攻坚战已进入
决胜时期，沙坪坝区将如何确保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江涛：为取得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最后胜利，我们一是打好碧

水保卫战。加快基础设施补短
板，加快推进全区污水管网建设
及合流制改造；积极协调开展土
主、西永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
程及新建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期；
推进实施清水溪流域“清水绿
岸”工程。

二是深化蓝天保卫战。强
化“四控两增”措施。严格执行
国六新车等 6项新标准，实施
高排放车辆限行。完成 10 台
共 80 蒸吨燃气锅炉低氮燃烧
改造、1家水泥行业低氮改造、
11 家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在
线监控。

三是推进净土保卫战。深
入推进土壤污染示范区建设，开
展系统性的、区域性的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工作，加强污染土壤治
理修复和风险管控工作，扎实推
动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四是强化生态保护修复。
完成生态红线评估，推进生态
红线勘界定标，同时开展“绿盾
2019”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专
项行动。

五是加强散乱污企业整
治。按照“关闭搬迁一批、整治
规范一批、入园发展一批”的方
式，通过强化执法力度、帮助企
业外迁发展，依法有序整治“散
乱污”企业。

沙坪坝：以梁滩河为突破口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落实市委关
于“抓大保护促绿色化”有关要求，
充分反映各地整改突出环境问题、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
举措和成效，近日，万盛经开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袁光灿就此接
受本报访谈。

强化责任
打造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问：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的“三大攻
坚战”之一，目前万盛的进展和成效
如何？

袁光灿：我们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
任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先后
100余次研究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相关事宜，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制度，努力
建设天朗气清、山清水碧、地绿城美、和
谐宜居的美丽万盛。

目前，万盛区PM2.5平均浓度低
至37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
稳定在86.5%以上，在主城和渝西片
区排名靠前；所有河流、湖泊均建立

“河（湖）长”制，库容总量达4807万
立方米，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
达标率均为100%，3个市控断面均
达到Ⅲ类水质标准；建成各类公园
40余个，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达45.8%
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经达到了
14.1平方米。

多措并举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万盛生态资源
禀赋优良，如何推进“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

袁光灿：我们坚守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助推资源型城

市绿色转型。
一是推动“黑色”变“绿色”。过

去，万盛曾是知名的“抗战煤都”，在
为重庆乃至国家煤炭、钢铁工业作
出重大贡献的同时，生态环境受到
严重破坏。近年来，万盛全力推进
工业绿色转型，培育壮大新型材料、
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电子信息等产
业集群，努力实现由“地下到地上、
黑色到绿色、单一到多元”的转变。

目前，全区煤炭采掘业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比重由历史最高72%下降
到5%，新型材料、医药健康等主导产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80%。

二是推动“生态”变“产业”。着
力依托地区生态资源优势，打好打
活全域旅游、全民健身“两张牌”，大
力发展生态旅游、体育旅游、乡村旅
游，加快实现生态产业化。目前，万
盛已建成黑山谷、万盛石林、奥陶纪
等体育旅游景区景点22个，是全国
优秀旅游城市、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

创新先行区、全国唯一的国家资源
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试点区。

三是推动“荒山”变“绿肺”。万
盛80余年的大规模煤炭开采，形成了
约100平方公里的采煤沉陷区，采空
影响造成大面积石漠化。为切实改
善辖区生态环境，我们全面推进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大力实施城乡绿化
提升行动，全力保护辖区绿色生态。

目前，全区累计完成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面积57.3平方公里，工矿废弃
地复垦、植被恢复4000亩，造林育林
2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5.1%，万盛
已从昔日“光灰”矿区成为市级园林
城市、国家卫生区、国家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

四是推动乡村更宜居。我们牢
牢抓住生态宜居这个关键，以农村
垃圾治理、厕所革命、污水处理、村
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为主攻方向，努力打造“小组
团、微田园、生态化、有特色”的农村
人居环境。目前，全区累计改造村
容村貌10余万平方米，实现集镇污

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70%，美丽宜居、绿色示范
村庄占比达53%，成功创建全国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示范
区县。

建立机制
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是各级政
府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万盛打
算如何继续推动这场攻坚战？

袁光灿：当前，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进入了关键期、攻坚期。我们
将紧紧扭住关键环节，发扬“钉钉
子”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深入
推进“五大环保行动”，着力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推动辖区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一是健全“绿色机制”。积极探
索生态补偿、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改
革，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和终
身负责制，以强有力的问责倒逼各项

环保工作扎实推进。
二是推动“绿色发展”。深化转

方式调结构，推动支柱产业升级换
代，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力
培育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产
业，扎实推动智能产业、智能制造和
智慧城市加速发展。

三是加大“绿色投入”。着力加
大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
推进城乡污水处理一体化、管网等配
套设施建设，切实提升辖区环境承载
能力。

四是厚植“绿色本底”。深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继续实施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加强矿山环境恢复治
理，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同时，
严格打表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市集中
督察反馈问题等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落实，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在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推动全区生态文
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万盛：昔日“光灰”矿区变身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记者 彭光灿 通讯员 丁凤然

地处渝西北，水资源丰富，
有“水甲西部”之美誉的合川，
是如何立足重庆上风上水的区
位特点，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落地生根？

近日，合川区委书记李应
兰表示，将围绕做好生态文明
建设“加减法”，切实担当上游
服务重庆主城、保护“三江”生
态应有之责，筑牢嘉陵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

“加法”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问：合川水资源丰富，嘉陵
江又是长江的一大支流，合川
区是如何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的？

李应兰：合川是嘉陵江自
四川进入重庆的“第一站”，合
川必须强化“上游意识”、担起

“上游责任”、提升“上游水平”，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一是加强全域生态环境治
理。集中力量打好蓝天保卫、
碧水保卫、水源地保护、嘉陵江
保护修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五场标志性战役，确保到2020
年实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

适应的环境目标。
二是加强污染防治攻坚

力度。坚决落实“水十条”、
“大气十条”、“土十条”，坚持
“三水共治”，全面落实河长
制，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开展
土壤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建
设和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深
入推进农村面源污染防治。
与2017年相比，2018年合川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 30
天 ，PM2.5 年 均 浓 度 下 降
21%；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
水环境质量总体达到Ⅱ类水
质标准，城区和乡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分
别达100%和90%；声环境质
量、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三是加快完善环保基础设
施。完成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
扩建（日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
8万吨）和提标改造（出水水质
提升至一级A标），建成27座
建制镇和70余座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基本实现建制镇
和集聚人口1000人以上行政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四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力度。实施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以“三江六岸”绿化、农业
结构调整等为重点，营造生态

林、经济林，2017年以来新增
造林11.5万亩。积极推进三
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加强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自然保
护地管理。

“减法”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
到，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要在
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推
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合川在
这方面是如何贯彻落实的？

李应兰：合川始终坚持生
态优先，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和
能源结构，优化空间开发布局，
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从源头上减少
污染。严格环境保护准入，制
定《合川区三江流域环境保护
负面清单》，对管控禁止性要
求的项目做到坚决不引进、不
审批，累计否决项目16个，涉
及投资30.6亿元。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通过总量减排、“十
一小”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等
措施，关停60余家高污染、高
能耗、高风险企业。

二是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
变。全面落实“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八字方针，推动建立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主
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今年1-6
月，全区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
值增长48.9%，数字经济产业
产值增长60%，高技术制造业
产值增长80%。同时大力发
展生态农业，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被认定为首批市
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三是推进形成绿色空间格
局。完善空间规划体系，推进

“多规合一”，做到一个规划、一
张蓝图干到底。全区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达121.5平方公里，
占幅员面积5.18%；强化生态
环境空间管控，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严格管控缙
云山—钓鱼城风景名胜区、合
川大口鲶县级自然保护区、九
峰山森林公园、合川三江国家
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地。

探索
大环保格局初步形成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
方力量、激发内生动力，合川在

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李应兰：合川区把生态环

境保护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提
升到“四个意识”树得牢不牢、
落实“两个维护”坚决不坚决的
高度来对待，“党委统揽、政府
主导、社会共治、公众参与”大
环保格局初步形成。

一是河长制工作走在全市
前列。全面落实“河长制”，提
出了跳出水体抓水质、跳出河
段抓联动、跳出部门抓共治“三
个跳出来”理念，全区所有河库
完成“一河（库）一策”方案编
制，在全市率先构建起河长制

“168”工作体系。
二是在全市率先治理农村

生活污水。开展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试点，针对100人以上
排放的生活污水无法通过种植
实现消纳的现实问题，在全市率
先实施农村25户以上重点集聚
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三是探索防洪护岸生态治
理。将滨水空间作为“三江”生
态缓冲带，利用城市水体、绿
地、市政基础设施等对雨水的
渗透、吸纳和净化作用，最大程
度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自然
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推
进工程治水向生态治水转变。

合川：“水甲西部”做好生态文明“加减法”

10
2019年 10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 胡东强 王 萃
美编 陈文静CHONGQING DAILY

位于渝东北三峡库区发展纵深、地
处长江一级支流源头的梁平，如何立足
自身区位特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近日，梁平区委书记杨晓云为此接受本
报专访。

加快建设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区

问：从“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到“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
挥示范作用”，梁平将如何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

杨晓云：生态兴则文明兴。梁平
具有好山好水、好林好田的自然基
础，拥有高梁山、明月山两大生态屏
障，境内以龙溪河为代表的 6条主要
河流蜿蜒润城，降雨适中、气候宜人，
田园风光旖旎、自然生态良好，素有

“梁山熟，川东足”之说法，“小天府”、
“小成都”之美誉。

保护好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对于梁平
未来发展十分关键。我们将深学笃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上游意识”、担
当“上游责任”、提升“上游水平”，学好用
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坚持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快建设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先行区。

借鉴安吉经验
百里竹海舍弃矿山经济

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梁平是如何践行这一重要
理念的？

杨晓云：2015年在浙江安吉余村，总书记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梁平明月
山·百里竹海与安吉余村情况非常相似。我们学好
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学习安吉经验，
舍弃矿山经济，保护竹林资源，发展生态产业，建设
美丽乡村，打造践行“两山论”的样板地。

一是严格保护。一度时期，百里竹海矿山无休止
开采，生态脆弱，地下水渗漏、河道断流、地质灾害频
发。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我们果断关闭辖区矿山、
纸厂、水泥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矿区生态修
复，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造低效竹林10万亩，
昔日矿山云集的竹海又恢复了群山叠翠、竹影婆娑的
美景。

二是永续利用。依托50万亩竹林资源，大力发
展竹产品、竹制品、竹工艺品；实施全域旅游，建设

“五湖四海”景区；盘活现有闲置农房，打造明月山·
百里竹海精品民宿群，让农村变景区、农房变客房、
劳作变体验。通过释放百里竹海生态红利，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竹山真正成为梁平百姓的金山
银山。

全域治水
打造“长江经济带最美河流”

问：湿地是“地球之肾”，是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在保
护利用湿地方面梁平有哪些做法？

杨晓云：梁平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湿地覆盖，境内有
龙溪河等6条主要河流水系，有万亩双桂湖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80万亩稻田湿地以及众多湖库资源。

一方面，我们开展全域治水，严格落实河长制，与三
峡集团全面合作，突出城镇污水治理、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湿地生态保护治理“三个示范”，大力实施龙溪河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PPP项目，坚决打好水
污染防治攻坚战。龙溪河出境断面水质由曾经的劣Ⅴ
类稳定达到Ⅲ类，再现一河碧水、两岸美景，被评为“长
江经济带最美河流”。

另一方面，我们推进湿地润城，全面加强境内80万
亩稻田湿地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保持稻田湿地原始风
貌，通过人大作出决定，严格保护城区万亩双桂湖国家
湿地公园，打造全市生态湖、梁平风景眼、国际重要湿
地，同时建设乡村小微湿地，构建全域湿地生态系统，争
创国际湿地城市。

梁
平
：
竹
海
、湿
地
﹃
变
脸
﹄
金
山
银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