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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一江碧水，两岸青
山”。谢德体表示，要依据国
家法律法规来改善、保护三峡
库区和长江母亲河。

重庆近年来深入实施“碧
水、蓝天、宁静、绿地、田园”环
保行动，长江干流水质保持为
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
300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5.4%。建成1个国家级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市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42个示
范村。去年治理岩溶440平
方公里、水土流失1652平方
公里，消落区生态修复科研试
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库区生态环境依然脆
弱，地质灾害频发，人多地少
矛盾突出，水土流失面积较
大，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和农
作物废弃物处理利用率低，畜
禽养殖粪污处理不彻底，支流
水体富营养化有加重趋势，一
些次级河流监测断面还不能
满足水域功能要求。”谢德体
说，三峡不只是重庆的，也是
全国的。全国都应确立三峡
库区“永葆一江碧水、两岸青
山”的鲜明政策导向，三峡库
区是我国战略性淡水资源库，
保护了这库清水，对长江下游
和南水北调工程都会有益。

下一步，要提高政治站
位，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
设、乡村振兴战略等目标，加强
库区污染防治，保护长江生态
环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要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建管改治并举，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他建议，加大中央水污染
防治资金支持力度，对三峡库
区水污染防治专项给予倾斜，
将三峡库区纳入国家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范围。
将三峡库区纳入国家推动的
省市内跨区域上下游横向和
多元化生态补偿试点，制定出
台三峡库区生态保护补偿实
施办法。同时加大实施长江
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三期工
程力度，提高人工造林及低效
林改造中央预算标准。建立
库区范围内环境污染和生态
保护在线监测网络和制度，实
现定位监测与信息共享。

周少政说，涪陵将做好
三篇绿色文章——构筑好绿
色屏障、发展好绿色产业、建
好绿色家园。

周少政说，习近平总书
记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
度，提出长江经济带要坚持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方针，要求保护好长江生
态屏障。

涪陵地处三峡库区腹
地、乌江门户，位于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周
少政认为，构筑好绿色屏障，
涪陵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构筑好绿色屏障，周少政
认为，要坚持把保护和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涪陵要着力实施生态建
设和修复工程，推动长江和乌
江两江水系生态涵养林建设，
做好破损山体植被恢复和复
垦，持续提高森林覆盖率。”

同时，深入实施“五大环
保行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全面落实河长制、湖
长制，加快实现工业园区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
全覆盖、常态化运行，推进二
三级污水管网向撤并场镇和
相对集中的农村居民点延
伸，到2020年城镇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到100%，切实
解决固体废物和垃圾处理、
噪声污染等人民群众关心的
突出环境问题。

要做好绿色产业这篇文
章，周少政认为，要因地制宜
发展技术含量高、环境质量
高的绿色产业。具体的做法
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绿
色低碳产业，对科技含量低、
单位能耗高、环境污染大的
项目一律不再引进。同时，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大
力发展榨菜、中药材等特色
效益农业，推动优质农产品
量价齐升。

关于建设好绿色家园，
周少政说，要优化城乡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为生态

“留白”，给自然“种绿”，努力
实现城市与乡村、自然与人
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周少政说，做好这三篇
绿色文章，就是要把“绿色+”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顺应群众期盼，回应群众关
切，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
将坚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为导向”。张洪说，把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好了，
把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好了，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不仅让
老百姓受益，也吸引更多人到
重庆。

“就重庆来说，生态保护
主要做好两大系统。一是森
林生态系统，也就是植树造
林；二是湿地生态系统，主要
是长江流域。”张洪说。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地区
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全国
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境内长
江流程679公里、居上游各省
区市之首。张洪说，保护长江
不仅要从岸下保护，还要从岸
上同时保护。就岸上来讲，就
是要大力植树造林。

张洪介绍，从2018年到
2022年，重庆将大力开展植树造
林，5年时间计划营造林1700万
亩。今年，计划完成营造林570
万亩，其中，430万亩是造林面
积，140万亩是营林面积。“到
2022年，重庆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55%左右、国土绿化面积再增加
1700万亩，达到‘双提升’。”

张洪说，建成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植树数量、绿化面积、退耕还
林面积、森林蓄积量等都要增
加，还要减少荒山、石漠化、低
效林等面积。如何保护好我
们的生态？张洪说，主要路径
就是“四好”，即管好、用好、养
好、保护好。“管好”就是划定
森林红线，对森林防火加大防
范，对病虫害加大防治，消除安
全方面的隐患等；“用好”就是
让老百姓在绿化的过程中，要
从中得到实惠。通过发展林下
经济、笋竹产业、中药种植、木
本油料等产业，让农民增收。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切实把生态保护好。

此外，要在制度、资金、土
地等方面进行保障，用好的

“指挥棒”来指导各区县、群众
植树造林，综合发挥荒山植
树、交通道路植树等优势，建
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
得到了收益，反过来促使他们
去保护生态”，张洪说，“保护、
修复、可持续利用，三者就形
成良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
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要共
抓大保护，来刹住无序开发的
情况，实现科学、绿色、可持续
的开发。这给我们在生态保护
和经济发展上，指明了方向。”
余国东说，我市即将划定的生
态保护红线，将助力重庆建成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能今
天吃了子孙饭，砸了子孙的
碗。”余国东说，在发展过程中，

“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绿色发
展；不是不开发，而是要刹住无
序开发，实现科学、绿色、可持
续的开发。”余国东说。

余国东介绍，为保护好生
态，坚持科学、绿色、可持续开
发，我市即将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目前正在按程序报批。”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还
需要科学的管控，不能说生态
红线划定了，就放在那儿。要
通过科学的管控，在守住我们
开发底线的同时，更好地支撑
绿色发展。”

具体来说，就是充分利用
信息化、现代化的手段，来进行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这样可以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守好我们的一江碧水两岸青
山，助力重庆建成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

“环保部门的责任就是要
保护好生态，坚持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
好环境的需求，对高品质生活
的追求。”余国东说。

“加快构建生态保护修复
机制，既是促进环境损害救济
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
要。”李生龙建议，与生态文明
建设的需求相比，生态保护修
复体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
间，要引导国企、民企、外企、集
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
金投入，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
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建
设秀美山川。

“当前，我国生态修复工作
仍以政府作为主要责任主体，
环境损害行为的企业消耗资源
能源、破坏环境，却不是责任主
要承担者。”李生龙说，企业的
生态修复责任成了政府的社会
保障职责，不仅降低了企业环
境违法的风险和成本，也加重
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环境修复
责任，损害了社会公众参与环
境保护的权益。

李生龙说，由于生态环境
损害的复杂性、系统性、潜伏性
等特质，政府或司法机关作出
妥当的修复指令非常困难。

“生态修复立法有待完
善。”李生龙介绍，近年来，各地
虽对生态修复立法进行了有益
探索，但立法理念只着眼于生
态环境要素保护或修复，忽视
了生态环境要素的生态效益和
生态价值。内容大多停留在宏
观性、原则性规定，效力层级普
遍偏低，对具体生态修复责任
主体、责任承担等内容规定不
完善。在激励机制方面，生态
保护修复专项基金尚未建立，
进行生态修复动力不足。

他认为，要构建多元化主
体参与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
导作用，建立企业、社会公众和
组织共同参与的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特别要调动企业的参与
积极性。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
体，也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主体，
由企业承担生态修复的主要责
任，符合“谁损害谁担责”的原
则，同时注重吸收社会组织和
公众参与生态修复，在全社会
形成生态损害修复的合力。

“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系
统、专门的生态修复法律规范，
按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属性对
生态环境进行统一保护和修
复。”李生龙说，各地环保部门
可以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
定生态修复的实施办法，确保
生态修复机制得到落实。

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
密不可分，同时事关创造高品
质的生活。重庆旅游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将怎样作为？刘旗认
为，重庆可以用旅游的功能让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生活和旅游已经分不开。”
刘旗说，旅游的高品质才能够
满足生活的高品质。

“过去我们对旅游过多追
求数量，来多少游客，增加多少
投资等等。实际上结合习近平
总书记的要求，感觉到我们的
标准还是低了。”刘旗说，作为
一个旅游工作者、城市推销员，
他更多注重品质旅游。旅游要
做成品质旅游，要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很
多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重庆
也存在类似问题。

品质旅游要做好且长盛不
衰，除了优美的景观、文化、民
俗等硬件外，还需要在“软件”
上下功夫。在刘旗看来，最好
的旅游营销就是口碑。

在旅游酒店提质上，过去
通过评星来体现酒店好坏，今
后重庆将逐渐将评星级酒店改
为评优质酒店，凡是评上优质
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授牌，并悬
挂在显眼的地方，接受游客监
督；一旦质量出了问题，就收回
牌子，并按相关规定处理。在
旅游产业上，也将联手相关部
门，进入优质认定。

而对于全域旅游，刘旗认
为不要把旅游只理解为在景
点、景区的旅游。“比如到瑞士
旅游，路过的每一个乡村，都是
景点，都很美。”刘旗说，这其实
就是全域旅游的范本。今后，
重庆的旅游发展将按照全域旅
游的理念，不追求景区景点门
票收入，甚至可以参照博物馆
取消门票的做法，让景区也取
消门票。旅游景区门票价格下
调后，重庆将着重发展乡村旅
游、休闲度假旅游，让游客不仅
在景区消费，而且能在乡村住
下来。

刘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已经指明了我们的工作既要有
重点，又要全面；既要有城市，
也要有农村。怀抱着乡村情
怀、农村情怀，把农村的生态资
源，通过旅游的功能，让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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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开发要科学、绿色、可持续
代表委员畅谈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生龙：

完善生态修复机制
建设秀美山川

全国政协委员、市环保局
副局长余国东：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建成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

全国政协委员、市林业局
副局长张洪：

做好两大生态系统
今年计划营造林

570万亩

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委
书记周少政：

做好三篇
“绿色”文章
构筑好绿色屏障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体：

建立健全三峡库区
生态保护补偿
长效机制

北京传真
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3月10日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要抓大保护，来刹住无序开发
的情况，实现科学、绿色、可持续的开发。希望重庆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沉心静气，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

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和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畅谈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
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全国政协委员、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刘旗：

通过旅游功能
让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