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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北区

取缔非法餐饮船 打造美丽江岸线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汤艳娟

重庆市江北区坚决取重庆市江北区坚决取
缔长江缔长江、、嘉陵江沿岸嘉陵江沿岸 4040 艘艘
非法餐饮船非法餐饮船，，彻底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餐饮船餐厨污水餐饮船餐厨污水、、生活垃生活垃
圾直排污染江河问题圾直排污染江河问题，，为为
积极开展生态修复积极开展生态修复，，打造打造
美丽两江岸线创造了条件美丽两江岸线创造了条件

6月17日，重庆市江北区最后一
艘非法餐饮船在青草坝岸边拆解完
毕。至此，盘踞在江北区长江、嘉陵
江水域长达 20 余年的 40 艘非法餐
饮船彻底销声匿迹。餐饮船餐厨污
水、生活垃圾直排污染江河的一系列
问题将因此得以彻底解决。

重庆市从 2017 年 12 月起全面
启动餐饮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铁腕治
理水上餐饮带来的严重污染。其中，
作为非法餐饮船盘踞的重灾区，江北
区率先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

江北区拥有长达104公里的美丽
江河岸线。然而，自20多年前起，一些
渔民以食用野生江河鱼为卖点，逐渐
集聚在华新街街道相国寺、大石坝街
道忠恕沱、江北城街道江北嘴等多个
水域开展非法水上餐饮经营服务，造
成水域环境污染严重、水上安全隐患
突出、食品安全难以保证等问题。

在餐饮船舶专项整治行动中，江
北区的态度非常坚决：取缔沿江 40
艘非法餐饮船！按照“取缔非法、规
范合法”的原则，江北区鼓励40名船
主在规定时间内自觉将船拖移上岸
处置，逾期不拖移的由执法部门强制
拖移拆解。

可是，不少船主盘踞江边经营近
20年，有的船主多次实施扩建，经营
面积已经从几十平方米扩建到近千
平方米，收入从最初仅能养家糊口发
展到现在年收入上百万元，有的股东
人数从一人变成了七八人，从业群体
抵触情绪十分严重，取缔难度非常
大。

“成功打赢硬仗的关键在于风险
评估是否科学、工作思路是否清晰、
工作方法是否多样化。”江北区政府
攻坚组片区负责人、区交委副主任张
大胜介绍，如：攻坚组宣传解释要实
现统一化，要求讲清重庆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的重大意义、拆解工作的
政策法律依据、上岸转业补助标准及
节点等“六个讲清”；工作人员的沟通
方式要实现多样化，要求每天与船主
进行面对面交流、促动船主学习书面
政策、用微信等发送动态情况等“六
必沟通”；工作步骤要实现规范化，确
定了感情联络到位、道理要讲清楚、
形势分析要准确等“六步工作”。

“事前有备无患，事后随机应变。”
华新街街道办事处主任白波说，有了
这些前期准备，华新街街道攻坚组把
工作地点搬到码头，组建了11支党员
志愿者搬迁服务队，主动将政策解释、
法律咨询、搬运服务送上船。白波来
到某船舶宣传政策时，船主抵触情绪
强烈。面对群众的不理解，白波笑呵

呵地说：“现在市民的环保意识提高
了，你们的生意不也不如以前了么？
你有好厨艺，还怕上岸做不了生意？
有啥困难，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一
番话，让船主心服口服。

“何家兄弟”船主何平因病住院，
包船责任人李德中多次前往看望，帮
他出点子寻找新出路，还组织人员帮
他搬家；“江舟渔船”8个股东间存在
股权纠纷，包船责任人谭亚都请来法
律顾问为他们理清了股权关系……

渐渐地，船主们被工作人员真诚
的服务感动了，纷纷同意拖移拆解各
自非法餐饮船。6月17日，江北区范
围内40艘船舶全部拆解完毕。

“我们要积极开展生态修复，着
力打造美丽两江岸线！”江北区相关
负责人透露，目前，该区正着力将非
法餐饮船盘踞区域改建成江岸公园、
观景亲水平台、生态停车库等。下一
步，该区还将致力于沿江文化再挖
潜、沿江城市形象再提升，以建设高
标准人文临水休闲区和艺术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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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江水生生物撑起“保护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长江流域是我国水

产品主产区，也是我国重

要的淡水水生生物基因

库。近年来，农业农村部

（原农业部）联合沿江各

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共抓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

大保护，实施长江禁渔期

制度、增殖放流、划定保

护区、濒危物种拯救行

动、渔民转产转业等一系

列举措，持续发力，为长

江水生生物撑起了一把

“保护伞”

长江流域支流众多、面积辽阔，
水域面积约占全国淡水面积的50%，
是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道生态屏
障。作为重要的淡水水生生物基因
库，长江拥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
中鱼类 400多种，170多种为长江特
有，占我国淡水鱼总数的48%。

然而，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告急。
目前，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续衰退，
物种濒危程度加剧，白鲟、长江鲥鱼
等物种已多年未见，中华鲟、江豚等
极度濒危，“四大家鱼”早期资源量比
上世纪50年代减少了97%以上。长
江干流的捕捞产量已不足 10 万吨，
相对于全国6900多万吨的渔业产量
微乎其微。

科学禁渔

覆盖主要干支流和湖泊

长江禁渔期制度始于 2002 年。
当年，原农业部在长江中下游试行为
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2003年起经国
务院批准后在长江流域正式实施。
这是国家层面设定的重要内陆水域
休禁渔制度，共涉及长江流域11个省
份，8100多公里的江段。2016年，原
农业部对长江流域禁渔期制度作出
较大调整：扩大了禁渔范围，覆盖了
长江主要干支流和重要湖泊；长江上
中下游的禁渔时间从3个月延长到4
个月，使禁渔期涵盖长江流域大部分
水生生物的主要产卵繁殖期。

从 2018年 1月 1日起，332个长
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实行全
面禁捕。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
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依民说，保
护区是水生生物资源健康的底线，也
是长江流域的生态红线。保护区涉
及长江流域天然水面的 1/3，涉及当
地近 60%的渔民。目前，农业农村
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工作方
案，力争在 2020 年实现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全年禁捕。

中国水产科学院专家表示，只有
通过全面禁渔，才能更好地保护长江
多种鱼类资源。现在供应市场上的
鱼类，基本都实现了人工繁殖，但人
工繁殖的鱼类，到了子二代、子三代
还可以繁殖，子四代以后必须要用野
生的原种来繁殖。如今，淡水养殖产
业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以及鳜鱼、
鲇鱼、鮰鱼、黄颡鱼等名优鱼类，都是
利用江河里野生原种进行繁育的。
而长江里每一种鱼类的消失，都可能
导致该品种的养殖业“绝种”。

伴随着禁渔期制度，一批传统渔
民只能退出老行当。长江上游的一级
支流赤水河，自2017年1月1日起率
先实施10年全面禁捕，原农业部联合
贵州省、四川省成功开展渔民退捕试
点：按照每艘渔船16万元的标准，提供

“一揽子”补助资金，统筹用于捕捞许可
证赎买、船网和辅助工具收购、渔民收
入和过渡期生活补助、再就业培训、办
理社保养老医疗保险等。目前，退捕
渔民生活稳定，禁渔管理秩序良好。

“长江全面禁渔，是一个复杂的
生态课题，也是个经济社会课题。全
流域大规模的治理模式，世界上还没
有先例。”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
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认为，通过
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合理的政策措施，
一定能打赢这场长江资源生态修复
攻坚战，为类似全流域生态治理提供
经验，建议综合运用社会保障、扶贫
攻坚、上岸安居、油补调整、生态补
偿、就业创业等政策手段，开展渔民
劳动技能培训，提高渔民再就业能
力，解决好渔民转产后的生计问题。

增殖放流

深度养护渔业资源

在今年6月“全国放鱼日”主会场
活动中，农业农村部会同江西省人民
政府在“长江之肾”鄱阳湖联合举办水
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活动期间，共

向鄱阳湖放流四大家鱼、河蟹和胭脂
鱼等水生生物苗种230余万尾。还首
次采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对鄱阳湖长
江江豚的昼夜活动规律开展研究。

“近3年，江西省放流经济物种超
过6亿尾，放流珍稀濒危物种约18万
尾（只），放流水域基本覆盖了全省主
要江河湖泊。”江西省农业厅厅长胡汉
平说，在常规放流的同时，各地积极创
新放流模式。其中，鄱阳县走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增殖放流新路，浮梁县结
合旅游特色开展放鱼节活动，铜鼓县
开展大鲵种群恢复放流试验，峡江县
在赣江特定水域放流胭脂鱼……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开
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是修复长
江水生生物资源、维护长江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举措。渔业部门已连续多年
联合各地政府组织开展长江渔业资源
增殖活动，每年放流鱼苗200亿尾以
上。今后渔业部门要全力唱响质量兴
渔、绿色兴渔主旋律，为建设“生态长
江”“绿色长江”作出积极贡献。

长江流域是我国水产品主产区，
也是生态环境较敏感地区。2015年
以来，农业农村部在该区域积极推进
渔业减量提质增效，特别是在鄱阳
湖、洞庭湖等湖域开展水产养殖污染
治理试点，以点带面推进渔业绿色发
展。多家沿江渔业企业表示，很多水
网地区的水面已被划为禁止或限制
养殖区，企业转移到允许养殖的江段
支流，在养殖时，注意控制养殖数量，
减少投放饲料，建设环保设施。

保护珍稀生物

留住水生生物“活标本”

在长江流域 170 多种特有鱼类
中，一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占我国淡
水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 2/3，列入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濒危鱼类
物种达92种。作为长江中仅存的哺
乳动物江豚，在长江干流的种群数量

也只剩下 1200头，相当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种群数量的一半。此外，“淡
水鱼之王”白鲟自 2003 年以来未见
踪迹；“水中大熊猫”中华鲟野生种群
的维系堪忧；“长江美味”鲥鱼不见踪
影、刀鱼岌岌可危。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
生生物保护与产业发展“打架”的现
象屡见不鲜。以长江支流金沙江为
例，金沙江流域共计划开发 27 级水
电站，规模约为4座三峡工程。为了
给向家坝和溪洛渡两个水电站让路，
长江干流唯一的国家级鱼类保护区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两次缩小范围。全国水
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担
忧，在长江水生生物链中，各个物种
特别是珍稀特有物种资源正面临全
面衰退，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一批长江水生“活化石”“活标本”真
的就要彻底消失了。

针对这种局面，农业农村部高度
重视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和关键生
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根据珍稀濒危水
生物种的分布特点，针对不同保护对
象和保护区域，因地制宜，分类分区
施策，实行多目标管理；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实
施。经过连续多年努力，在长江流域
划定53个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
279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据介绍，2017年，原农业部已分
别制定了长江江豚和中华鲟拯救行
动计划，配合原环保部和发改委制定
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生态
保护规划，还成立了中华鲟和江豚保
护联盟。长江江豚作为鄱阳湖水域
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是鄱阳湖生物
多样性状况的重要指标物种。可喜
的是，如今在湖北的何王庙、安徽的
西江以及湖北的天鹅洲建立起了 3
个江豚保护区，陆续迁入了几十头江
豚；3个保护区迁入的江豚都有幼豚
出生，目前保有量接近100头。

7月1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
安门外街道红莲南路的蔺圃园城市
森林正式对市民开放。

蔺圃园城市森林呈三角状，面
积达 6000 余平方米。园内种植了
很多品种的绿植和鲜花，还设置了
休闲座椅等便民设施，为游人休憩
提供了方便。蔺圃园的另一端出口
与丰台区康宁居社区大门仅相隔一
条小马路，从而成为连接西城、丰台
两区的“绿色走廊”。

蔺圃园的所在地曾是双安红莲
市场花卉分市场，聚集了很多售卖花
卉和旧货的小商铺，私搭乱建现象严
重，不仅影响市容，还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2017年，按照规划，双安红莲
市场花卉分市场由西城区园林市政管
理中心立项征收，用于绿地建设。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广
外街道利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多次
和产权单位沟通协调、做商户工作，顺
利清退经营店面3个、自营摊位87户，
拆除违法建设103处、面积2400余平
方米。蔺圃园开始建设后，广外街道
还携手丰台区太平桥街道拆除了位于
绿地南侧的 2000 余平方米违建公
寓，为城市森林建设腾出更大空间。

据介绍，根据西城区提出的“民
生工程民意立项”机制，蔺圃园城市
森林从设计方案起就开始征集民意，

先后召开多次居民议事会，让老百姓
对家门口的绿地建设充分发表意见。

6 月 15 日上午，一场关于渗水
砖选择的居民议事会在蔺圃园建设
现场召开。使用什么样的材料铺路
既好看又环保，西城区园林绿化局
为周边居民提供了 3 种备选方案，
分别是：石子、弗维木和透水砖。

比如，弗维木是一种由园林树
木修剪的树枝经过打碎压制而成的
新型环保材料，具有无毒、无味、透
水、耐酸碱、硬度适中、可降解等优
点，相比石子、透水砖更加环保，用
于道路铺装脚感更加舒适，还可循
环使用，是建设节约型园林、海绵城
市的一种新型铺装材料。

听完介绍后，居民代表一致决
定选择弗维木。住在附近的孙阿姨
说：“公园里铺路就像家里铺地板，
既要环保又要脚感舒适，这种新型
材料最符合我们的要求。”

据了解，下一步，除了园林部门
外，广外街道还将号召周边社区居
民积极担当“护绿”志愿者，向来蔺
圃园的游人宣传爱绿护绿知识，共
同维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地。

另外，西城区还计划年内新增
城市绿地 8 公顷，实现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6%，
逐渐消除绿化覆盖盲区。

北京建成连接西城、丰台两区绿色廊道

居民参与设计
共建共享绿地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渔业部门连续多年联合各地政府组织开展长江渔业资源增殖活动，每年放流鱼苗200亿尾以上。图为在今年的“全

国放鱼日”活动上，人们向“长江之肾”鄱阳湖放流青草鲢鳙四大家鱼、河蟹和胭脂鱼等水生生物苗种230余万尾。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本报讯 记 者 张 建 军 报 道 ：
2018 年 1 月，广州市环保局宣布，
广州在国家中心城市中 PM2.5 指数
率先达标，全面完成了2013年国务
院发布的空气质量改善终期考核目
标任务。由此，频频刷爆朋友圈的

“广州蓝”成为广州的新名片。为让
“广州蓝”成为常态，广州将试行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通过建立健
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运行
机制，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环境
信用管理联合奖惩、工业企业场地

土壤污染修复治理技术指引制定、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编制、
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等5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
务。

根据最新编制的《广州市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广州今年
将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政府、各职
能部门生态环保工作责任，完善环
保目标责任考核，引入市直相关单
位环保职责清单，科学设置考核指
标和权重，调整细化考核内容。

广州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省民乐县丰乐乡易家湾村，绿油油的庄稼长势

喜人，林木蓊郁、层林尽翠，展现了生机勃勃的美丽画面。 王 将摄

祁连山下村美民安乐

根据“民生工程民意立项”机制，西城区园林绿化局就蔺圃园路面渗水

砖选择问题在建设现场召开居民议事会，听取群众意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