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重庆两江新区环保分局向西
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发去一份行政
处罚决定书。原来，经市环境监察总队
直属支队调查发现，该公司存在私设暗
管排放超标废水情况，导致门外雨水井
化学需氧量浓度、氨氮浓度、总磷总氮
浓度、PH 值等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经调
查核实，该公司投产至今，通过暗管排
放未经处理的高浓度有机废水达 18.6 万
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 相关条例规定，两江新区环保分局
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
近 2000万元。

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重拳出击只是
重庆环境保护工作的一种手段。在重庆
市深入推动“蓝天、碧水、宁静、绿
地、田园”五大环保行动下，“蓝天督查
小组”对多个污染源的查处，主城区的
九龙电厂、重庆发电厂、磨心坡电厂、
攀钢钛业公司李家沱工厂、西南合成寸
滩分厂等一批大气污染重点企业先后搬
迁、关闭。去年，重庆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为 292 天，61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年无害处理生

活垃圾 620 余万吨，COD 减少排放量 4.6
万吨，碳氧化物减少排放量 6.13 万吨，
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量均持续下降，完成“十二五”
减排目标，全市环境持续改善。

2015 年 ， 群 众 的 满 意 度 得 分 为
85.92 分，与 2014 年相比提高了 7.07 个
百分点。在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与大件
路交汇处，建筑面积为 78.7 万平方米的
中迪广场正处于基础开挖阶段。家住在
附近的程女士告诉记者：“原来灰尘多得
很，窗子都不敢开。现在明显感觉好多
了，刚好这几天阳光好，我天天都把狗
带出来耍。”据九龙坡环保局负责人介
绍，为了控制施工现场的扬尘污染，早
在去年，该工地添置了 3 台远程高射风
送式喷雾机和 1 部车载式喷雾机对工地
的扬尘污染进行严控。此外，中迪广场
工地还采取了硬化施工道路、设置冲洗
设施、装载机增设喷淋等措施，强力控
制粉尘污染。

对中迪广场粉尘控制举措并不是个
案，为了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更加清新的
空气，重庆市进一步深化“蓝天”行

动，实施大气污染防预的“四控一增”，
分别对交通污染、建筑粉尘、工业污
染、油烟污染进行“四控”，“一增”人
工增雨增强监管能力。针对粉尘问题，
市环保局将在主城区 40 个重点施工工地
和 60 条主次干道安装扬尘在线监控设
备，开展扬尘在线监测与监督管理。同
时，针对冬春季节大气污染扩散不利情
况，该市还制定了冬春季扬尘污染整治

“百日攻坚”行动，重点对土石方开挖、
建筑渣土运输和倾倒等环节挂牌督办。
通过“四控一增”的组合拳行动，该市
以期达到本年度主城区质量优良天气
300天的目标。

为了治理污染、管老账，目前重庆
市已全面启动全市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要在 2017 年在全市 1584 座乡镇污水处
理厂，实现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并保证其正常运行，从而提高库区水环
境质量。同时计划今年完成 56 个湖库的
全面整治，并推进已完成 20 个湖库整治
水质的提升。另外，重庆市计划今年年
底完成 2000 个村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整治中，重点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垃圾

治理，着力解决因为集中居住、污染物
集中排放带来的农村生活污染问题。

重 庆 市 从 源 头 控 制 污 染 ， 不 欠 新
账。主要根据五大功能区优化产业结
构，合理产业的布局空间，实行差异化
环保政策。尤其是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发
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着重强
化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和武陵山区生态
环境保护，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红线管控
区监管制度，禁止建设可能破坏生态涵
养与保护功能的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环境治理
中投入不足的问题，深化投融资体制改
革，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的参与进入环
保治理领域，进而推进环境保护治理工
作的开展，提高环境质量。重庆市预计
在充分发挥基金的杠杆作用下，撬动更
多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
域，通过 10 亿元母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达
到 20 亿元以上。同时利用环投公司平
台，实现 1584 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工程。另外，重庆环境资源交易所平
台也使得该市在环境资源交易上有了深
入的推进。

重庆市“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环保行动成效显著——

蓝 天 碧 水 映 渝 州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康小英

6 月初，贵州省纳雍县居仁
街道办事处大塘边的山坡绿意盎
然，落叶杉在微风中摇曳，三叶
草、满天星铺了一地。山脚的马
铃薯开着白色的小花，丰收在望。

“大塘边又回到了以前青山
绿水的样子！”花甲老人陈忠林的
脸上充满了笑容。

历史上，大塘边这个以农业
为主的小山村，青山环绕、绿水长
流，肥沃的土地给村民提供了充
足的粮食。

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山村
却变了样，青山不再，绿水变浑。
当时，全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锌、煤等矿产资源丰富的纳雍按
捺不住了。冶炼铅锌矿的炉子在
大塘边一带纷纷立了起来。

看到别人炼锌挣了钱，当地
群众也纷纷搭炉建灶，土法炼锌
风靡一时。

居仁街道办事处街上社区党
支部书记柯贞良是当年造炉炼锌
的参与者之一。“一天炼一炉，随
便都有几百近千块的收入。”

据柯贞良介绍，最多的时候
有 100 多座马鞍炉、200 多座马
槽炉，一天能产 20吨粗锌。

成块的粗锌运走了，剩下难
以处理的炉渣，堆满山坡。曾经
的良田没多久就变成不毛之地。

“土法炼锌要烧煤，煤本身含硫，加之铅锌矿也含
硫，而当时简陋的设施既无法回收残留在炉渣中的硫，
也不能处理飘散在空中的粉尘。”陈忠林当时是某铅锌
矿冶炼厂的管理人员，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冶炼
炉的数量与日俱增，污染越来越严重”。

站在当年炼锌炉的旧址上，陈忠林指着眼前的大
小山头告诉记者：“地里全是炉渣，看不到一棵树，河沟
的水面都是灰尘，水底是硫磺！”

2000 年，国家明令禁止土法炼锌，居仁街道办事
处的土法炼锌也随即取缔。

冶炼炉被取缔后，当地村民只能再次拿起锄头种
庄稼。“可不管投入多少精力、施再多的肥，玉米苗就是
长不高，一年下来收成甚少。”陈忠林告诉记者，此后一
段时间，当地群众吃足了生态破坏的苦头。

2009 年，居仁街道办事处筹资 150 万元整治炉渣
地，集中填埋 1.34 万余立方米、2 万多吨废渣，修复一
般耕地 35.9 亩，对分散堆放的 1.8 万立方米废渣实施
泥土覆盖。被严重污染的土地逐渐得到修复。

在修复土地的同时，当地还积极植树造林，引导群
众种植经果林木。黄柏、布朗李、葡萄、板栗、花椒等经
济作物的面积不断扩大。今年，当地群众种下金银花
100 亩和葡萄 200 亩，柯贞良告诉记者：“金银花今年
就会有收获。”

随着土地修复，曾经的炉渣地逐渐恢复往日的生
机，大塘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据柯贞良介绍，当地
群众 10 年前的人均年收入不到 3000 元，经过这几年
的修复和转变，群众有了发展思路，人均年收入逐年增
长，“炉渣地的阴影在群众心中也渐渐淡去”。

据统计，近年来，当地共植树造林 8000 多亩、巩
固退耕还林 4000 多亩。大塘边附近的一个个山头又
绿了⋯⋯曾经的不毛之地重新披上了绿装。

“这些树才种下 3 年就长这么高了。”柯贞良指着
黄柏树说，“盲目开采给老百姓带来了暂时利益，可与
造成的污染相比，那点利益又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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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致力于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我们
获得了绿色信贷支持。”日前，微宏动力系统 （湖
州） 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刚刚从农行湖州
分行拿到了 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据了解，微宏动力生产的快速充电电池产品广泛
运用于电网调频、储能以及电动汽车领域。由于市场
需求巨大，企业追加投资进行二三期扩建，亟需金融
信贷支持。

作为湖州绿色金融的试点银行，农行湖州分行正
在积极寻找绿色环保企业，他们与从事节能环保产品
研发和生产的微宏动力一拍即合。

今年初，农行湖州分行出台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活动实施方案》，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金融服务全过
程。在信贷投放上，该行将环境和能源节约指标作为
信贷投放的先决条件给予落实，推动污染企业和高耗
能企业向绿色产业转型，重点支持“五水共治”、“三
改一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环境治理建设项
目。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底，该行绿色经济领域
贷款余额 76.48亿元，占公司类贷款总量的 38.9%。

湖州农行绿色信贷助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马洪超 通讯员 李 建

6 月 6 日，“和谐生态 自然精灵
——珍稀野生动植物摄影作品暨打击野
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查没实物巡回展”在
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展。这次巡回展展示
了我国 100 余种生活在野生环境下濒
危、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种，吸引了无数
市民的目光。

1956 年 6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秉志、钱崇
树、杨惟义、秦仁昌、陈焕镛等科学家联合
提交的关于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提案，自
此，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正式起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当时的林业部提出了
自然保护区的划定对象、划定办法和划定
地区，并首批设立了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
区、云南省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如今，
60 年过去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野
生动植物保护情况怎样呢？

自然保护区体系形成

“经过 60 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形成了
布局合理、类型齐全、层次丰富的自然保
护区体系，建立了完善的保护管理与执法
体系。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最重要的载体。”国家林业局副局
长陈凤学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不妨先看一组数据：截至 2014 年底，
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为 2729 个，总面积
147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陆 地 国 土 面 积
14.84%。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
为 428 个，总面积 96.52 万平方公里。中
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居世界第 2 位，仅次于
美国。林业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达
2228 处，总面积 1.24 亿公顷，约占我国国
土面积的 13%，均占全国自然保护区个数
和面积 80%以上；林业部门管理的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有 345 处，占总数 80%以
上。此外，国家林业局还建立了各类自然
保护小区 5 万多处，总面积 150 多万公
顷。全国有 3500 多万公顷天然林和约
2000 万公顷天然湿地和相当数量的荒漠
植被被划建为自然保护区。90.5%的陆
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类、
65%的高等植物群落，300 多种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和 130 多种重点保护的野生
植物得到保护。

目前，我国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
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源头生态系统、东
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横断山区等地
区的天然林都在自然保护区内得以保护
保育。以长江流域为例，整个流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多达 144 个，长江上游温带森
林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野生动物是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最大
受益者。大批重点保护和濒危的野生动
植物得到保护，栖息地得到恢复、扩展，种
群得到恢复壮大。野外朱鹮数量由最初
7 只增加到 1500 余只。西双版纳自然保
护区亚洲象数量已由最初 170 头增加到
230 余头。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的海南长臂猿，由 1984年 2群 9只扩
大到目前的 3 群 25 只。贵州梵净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黔金丝猴，由 80 年代
初的 300 余只增长到 750 余只。广西建

立弄岗等自然保护区后，白头叶猴数量由
2003 年的 598 只增长到目前的 937 只。
全国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数量已达 67 处，
总面积达到 336万公顷。66.8%的野生大
熊猫和 53.8%的大熊猫栖息地纳入了自
然保护区网络，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大熊猫
个体数量增加到 1246只。

“大熊猫、朱鹮、扬子鳄、苏铁等一大
批濒危珍稀物种正逐步摆脱灭绝的风险，
显现稳中有升的良好势头，栖息地生态环
境不断优化。”据陈凤学透露，我国林业系
统已有23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世界
人与生物圈网络”，34 处自然保护区加入
国际重要湿地，18处自然保护区成为世界
自然遗产地的组成部分，还有一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加入了“东亚—澳大利亚西亚
涉禽迁徙网络”、“东北亚鹤类保护网络”、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批绿色保护地名录。

野生物种栖息地破碎化

虽然成就卓著，但我国野生动植物保
护形势仍很严峻。“根据全国野生动植物
资源调查结果，我国 87.7%的野生动物种
群因栖息地缩减、割裂、质量下降、人为活
动干扰等原因，生存空间不断受挤压，不
少濒危物种的栖息地、鸟类集群活动区域
及迁飞通道面临着土地开发、农业开垦、
环境污染等威胁，前景堪忧，保护形势依
然严峻。”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
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司长、中国大熊猫保护
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希武说。

由于栖息地成为“生态孤岛”,野生动
物在被分割为互不相连的保护区内，形成
一个个孤立的小种群，迁移、繁衍、基因交
换受到制约。以大熊猫为例，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因栖息地受工程建设和人
为活动割裂，全国野外大熊猫形成多个相
互隔离的种群，部分小种群由于基因交流

受阻而灭绝。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大
熊猫栖息地内，有水电站 319 个、矿山
479 处、景区 25 个、道路总里程 1339 公
里、高压输电线 268.7 公里、常住人口 50
人以上的居住区 984 个。虽然全国野生
大熊猫按山系划分为六大种群，但栖息地
被隔离成 33 个板块，相应地形成 33 个局
域种群。

“珍稀物种保护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
息地的破碎化。对 14 个物种的分析评估
表明，34.69%的物种受到栖息地被干扰、
破坏、被分割、退化等威胁，明显高于这些
野生动物的食源干扰、水源干扰、人为直
接干扰和大型建设干扰等威胁因素。很
多野生动物无法在农业生产区域内生存，
作为野生动植物最后避难所的自然保护
区，仍受人类活动侵扰。”张希武强烈呼吁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我国大量物种处于稀有或濒危状
况。有 44%的野生动物种群呈下降趋
势，高等野生植物种群有 15%至 20%处
于濒危状态，高于世界平均值。”国家林业
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
总工程师严旬说。他向记者透露：我国现
有 2140 种野生动植物已被列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
录；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中，我国现有的脊椎动物中有
900 多种生存受到威胁，高等植物中有
3700多种生存受到威胁。

《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加紧修订

导致我国大量物种濒危高于世界平
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濒危物种种
类多、分布范围广，且大多处于偏远落后
地区。“最理想的办法是将居民全部从野
生动物栖息地迁出，但仅现有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就高达 147 万平方公里，依赖移民

搬迁显然不现实。”张希武说。
有鉴于此，野生动植物日常保护工作

仍需进一步加强，然而，基层力量薄弱，技
术手段落后，投入严重不足。目前，我国
许多地市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内没有设
立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机构，基层保护机
构和管护队伍人力严重不足，招不来、留
不住专业技术人才，自然保护管理水平与
承担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

另一短板则是立法滞后。“现行的《野
生动物保护法》发布于 1988 年，难以适应
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国家林业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王
维胜说。具体表现为：对野生动物重要栖
息地强制保护力度不够；对部分破坏野生
动物及其栖息地行为，缺乏惩处规定或惩
处力度不够；中央地方事权划分不明确；
不少物种已下降到濒危程度，却还未能及
时列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

张希武表示，《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加
紧修订，《野生动物保护“十三五”规划和
重点建设工程规划》也处于加紧编制过程
中。按中央部署，国家林业局将整合设立
一批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去年已开展
大熊猫、亚洲象、东北虎豹、藏羚羊 4 个重
点物种的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国家林业
局已会同国家发改委，在全国 9 个试点省
份开展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目前，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已通过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批准。

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发布的 《2014
地球生命力报告》 显示：仅在过去 40 年
间，全球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一半以
上，物种灭绝速度已超过自然灭绝速度
的 1000 倍。对生物多样性威胁最大的
是工业化和资源开发导致生物栖息地的
丧失和退化。作为野生动植物的最后避
难所，自然保护区在工业化大潮中坚
持着。

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的载体——

搭建野生物种的“诺亚方舟”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左图 总面积 25.98

平方公里的浙江省丽水

市白云森林公园一角。

下图 6 月 6 日在北

京中华世纪坛“和谐生

态 自然精灵——珍稀

野生动植物摄影作品暨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

易查没实物巡回展”上，

人们在观看查没的野生

动物标本。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6 月 9 日，四川华蓥市峨凤岭上的“森林山庄”，在

大山中格外醒目。该市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核心，

在把退耕、退矿还林和防护林种植、水土保持等生态工

程有机结合，加大石漠化土地治理力度的同时，积极引

入社会资金在治理后的土地上发展生态旅游、农家乐

和经果林等产业。 邱海鹰摄

四川：绿了山坡 富了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