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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我
国将全面建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黑名单制度，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机构和鉴定人失信情况进行记录、
公示和预警。

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全面规范案
件委托受理，加强与生态环境部
门沟通协作，严肃查处以非正当
理由拒绝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
对于存在违规收取高额费用、无
故拖延鉴定期限、无正当理由拒
绝接受鉴定委托、与有关人员串
通违规开展鉴定等不良执业行
为，或其他违反司法鉴定管理规
定行为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纳
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黑名单，及
时向社会公开，并推送给委托人，

在委托前进行警示。
目前，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机构达 111 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人2500多人。据了解，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费用高曾经是制约环境公
益诉讼的一个“瓶颈”问题。此次
发布的《通知》要求，每个省份原则
上至少报送1家在检察公益诉讼中
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的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机构，为检察机关办理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提供有力支持。

《通知》还明确，鼓励引导综合
实力强、高资质高水平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机构在不预先收取鉴定费
的情况下，及时受理检察机关委托
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依法依规开
展鉴定活动，出具鉴定意见，未预
先收取的鉴定费待人民法院判决
后由败诉方承担。

我国将全面建立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黑名单
农村人居环境在嬗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实施一年多来，记者踏足浙江、福
建、湖北、湖南、四川、内蒙古等地，亲
见一个个生态宜居的村庄干净整洁、
庭院优美、河流清澈、树木成林……
农村环境的明显改善，让农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显著提
升。但是，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不够深入、农村改厕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
运维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
持续深入推进。

由点到面全面推开

位于大山深处的福建宁德市蕉
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是个纯畲
族建制村，有村民 82 户 303 人。村
里干净整洁，山上树木葱茏。

走进上金贝村村民兰筱凝家，屋
内收拾得干干净净，卫生间内安装有
蹲式坐便器、洗漱池，没有丝毫异
味。兰筱凝亲眼见证了上金贝村从
一个环境脏乱、设施滞后、产业单一、
收入低下的贫困山村，嬗变为宁德市
乃至福建省少数民族宜居宜业新农
村建设示范村的全过程。

2018 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生
活垃圾、污水、厕所和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重点实施“三清一改”，清理
垃圾、清理塘沟、清理农业生产废弃
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
惯，取得了良好开局。据不完全统
计，今年以来，全国80%左右的村已
经行动起来，累计清理各类农村生活
垃圾3000多万吨，清理村沟村塘淤
泥1300多万吨，清理村内残垣断壁
近300万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由点到面逐步推开。

“但是，一些地方对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充
分，没有作为重点任务加以推进，缺
乏有效措施，总体上还处于试点示范
阶段，没有全面推开；一些地方由于

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没有跟上，村容村貌落后，有新房没
新村。”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各地要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硬任务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的目标任务，紧盯突出短板，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规划引领，加大
投入力度，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突出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重点在
东部地区、中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
础、条件好的地方，选择4万个村，支
持开展粪污收集、储存、运输、资源化
利用以及后续管护能力提升等方面
的设施设备建设；扎实开展村庄清洁
行动，鼓励大中城市等具备条件的地
区制定更高的整治标准。“要结合当
地特有的自然资源、特色文化和优美
生态，改造提升村庄环境，力争把村
庄建设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从“要我做”变“我要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

“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农民群众
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专家认为，这
是因为一些地方宣传不够，或不注重
组织动员，导致农民群众认识不到
位，只知道上面有要求，不知道自己
有责任；有的地方政府一味大包大
揽，导致农民群众不操心或说不上
话。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
难改变的是村民的观念，改变最大的
也是村民的观念。”上金贝村党支部
书记兰春华说，村里刚开始整治环境
时，村民都不愿意干，村干部不得不
挨家挨户上门耐心做工作。现在，上
金贝村村民已经实现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思
想转变。在上金贝村一家风味小吃

饭馆门前，放置着两个小型分类垃圾
箱，饭馆经营者钟绍余说，他现在已
经养成了把垃圾分类处理的习惯。

发挥农民主体地位，激发村民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主动性，是有
效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
专家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在落实农村
人居环境治理责任的同时，还应采取
切实措施，运用政策杠杆的“撬动效
应”，教育、鼓励、引导农民积极参与
到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中来，
从而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习惯，让村
民更有获得感。

目前，一些地方在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过程中，注重发挥农民的主
体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
福建省坚持“村民的事村民办”，强化
村民的主体地位，发展基层党组织、
村民自治组织、农村工匠、乡贤的作
用，确保群众在资金使用上有知情
权、村庄规划上有话语权、村庄建设
上有监督权、项目招标上有表决权；
江西省着力完善引导农民参与机制，
凝聚社会力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目前，江西全省多数村庄都成立
了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理事会，
45 个县组建了新农村建设促进会，
筹措村庄整治建设资金近10亿元。

推动共建共管共享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让农村
人居环境变得干净、整洁、漂亮，农民
的生活、生产、生态条件越来越好。
然而，一些地方的确还存在“重建设、
轻管护”的现象，没有建立起符合实
际的长效管护机制，导致农村脏乱差
现象时有反复。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欣荣表示，
要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建设，实现从“建起来”到“用起来”

“管起来”的转变。指导各地加大投

入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设施建设和运行管护，大胆
探索、积极创新，努力推动形成共建、
共管、共享的长效机制。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做得比较好
的村庄，一般都是村集体经济比较发
达的村庄，如吉林省吉林市大荒地
村、浙江安吉县鲁家村、湖北房县土
城村。兰春华说，每年维持村里人居
环境的营运管护费用需要 30 多万
元，乡政府每年补贴一二十万元，村
里向每户村民每月收取费用2元，但
还是无法维持正常的营运管理。近
年来，该村通过发展茶叶、蜜柚、乡村
休闲旅游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现在，每年村集体收入能达到
30 多万元，基本能够满足村里公共
设施建设和运营管护的需求。未来
他们将会争取更多政府项目资金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能简单照
搬城市运营管护模式，要积极探索适
合农村特点的多元化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模式。”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
院教授李军认为，有些村集体经济发
展好的地方可以采取村集体管护的
方式，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的营运管护；有些地方可以采
取市场化方式，鼓励各类龙头企业、
社会组织、个人参与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和运营管护。

此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要明
确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运
行管理单位责任，建立有制度、有标
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察的村庄人
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要鼓励专业
化、市场化建设和运行管护，有条件
的地区可推行城乡垃圾污水处理统
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
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垃圾
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完善财政补
贴和农户付费合理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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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市延庆区的游客，都
会被这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深深
吸引。穿城而过的妫河浪花清澈、
水面宽阔，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林连
起一座座城市公园，树龄百年的参
天大树给人们带来丝丝清凉。

目前，素有“北京夏都”之称
的延庆区正紧抓世园会机遇，加快
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逐步把

“京畿夏都宜居地，长城脚下森林
城”变为现实。

“世园会选择延庆，就是看上
了我们的山、我们的水，还有我们
用 30 年的执着追求换来的良好生
态环境。百里山川百里绿，无边绿
色绕妫川，这得益于一代代延庆人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延庆区
创森办主任刘瑞成说。

在这里，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理
念被贯彻始终。延庆城区的片片树
林，源于历史上大规模平原造林工
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延庆的森林
覆盖率不足7%。经过一代代延庆
人的不懈努力，荒山披上了绿衣，
荒滩重现了生机。以延庆新城的万
亩滨河森林公园工程为例，就种植
了新疆杨、国槐、刺槐、垂柳等不
同种类的植物约5万棵。

“延庆区是首都生态涵养区，
承担着涵养首都生态、服务首都人
民的重要责任。”北京世园局副局
长叶大华告诉记者，世园会园区共
保留原有树木约5万棵，新增乔木
约 5 万棵，新增灌木约 13 万棵。

“为筹办世园会，延庆自2012年至
今完成了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新
增16万亩林木。”

2016 年 5 月份，延庆开始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并将于今年9月
份前接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专家团
队评审验收。经过3年的创建，具
有延庆特色的近自然城市森林生态
群落已经建立起来，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了延庆的生态空间格局。

目前，延庆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59.28%，林木绿化率达 71.67%。
新建、改建公园广场 14 个，达到
了“市民出门500米有休闲绿地，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67.99%”的
森林城市标准，且森林质量显著提
升，城市森林树种丰富多样，乡土
树种数量占城市绿化树种使用数量
的 90%以上；松山、玉渡山等 10
个国家级和市区级自然保护区先后
建成，占区域总面积的27.6%，将
村庄、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
通过森林有机连接，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创造了条件；铁路、河流、库
岸、道路宜绿化地段基本全部实现
了绿化，形成了真正的景观大道；
妫河、白河、蔡家河、龙湾河等河
流徜徉在林中，水清岸美。

延庆区以创建森林城市为抓
手，以兴绿富民为目的，初步形成
了果品、花卉、林木种苗、林下经
济、蜂业、生态旅游、绿岗就业7
大产业，使踏青赏花、观光采摘、
森林体验为内容的生态旅游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绿岗就业和生态增
收惠及全区20万农民。

在延庆，能够看到整个延庆被
森林拥抱、鲜花环绕。在创建森林
城市过程中，延庆注重城市、园
林、森林“三者融合”，城区、街
道、乡镇“三位一体”，路网、林
网、水网“三网合一”，生态林、产
业林、文化林“三林共建”，人类、
植物、动物“三生和谐”。

目前，延庆区已经启动新一轮
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建设任务为
10 万亩，计划在 2018 年至 2022
年 5 年间完成。“我们希望通过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让延庆的山更
绿、水更清、天更蓝，让群众真正
享受‘创森’成果，真真切切提高
全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早日
形成‘青山环绕、森林拥抱、林城
相依、林水相融、林园相映、林路
相连、林居相嵌’的森林生态格
局。”刘瑞成说。

北京延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绿色绕妫川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刘
王寨村位于颍河之滨，河水蜿蜒流
过，风景如画。在颍河北岸有一处沙
崖，高七八米，绵延长约200米，是崖
沙燕筑巢栖息的地方。

“早年间，颍河改道，从寨里流过，
形成沙壁，崖沙燕在这里栖息有20多
年了。”刘王寨村党支部书记刘建伟介
绍，村里的沙崖曾是一个采砂场的作
业场地，去年崖沙燕在此繁育时，有近
半鸟窝被挖砂的铲车破坏，很多鸟蛋
被打碎，崖沙燕的栖息地被破坏。

对此，2018年，许昌热心环保人
士自发发起了保护崖沙燕行动。中
国美协会员王华作画数十幅，描绘崖
沙燕的轻盈身姿；许昌学院博士刘镭
带领大学生在刘王寨村开展为期10
多天的崖沙燕宣传和保护活动，并拍
摄了《颍河沙燕》宣传片……

“许昌环保人士发起的保护崖沙
燕的活动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建安
区区长马浩说，区里专门成立多部门
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采取多项措

施保护崖沙燕，并迅速取缔了这个采
砂场。

据介绍，崖沙燕是一种食蚊蝇的
益鸟，因喜欢在沙土崖壁上筑巢而得

名，又被称为“崖壁建筑师”，是我国
有益、有经济价值、有科研价值的“三
有”保护动物。

此后，许昌在刘王寨村专门划出

约 50 亩的保护区，并采取断路、立
网、垒墙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专门开
辟出新崖壁，供崖沙燕筑巢繁殖。

人有爱，鸟自知。在人们的呵护
下，在村民的期盼中，今年4月份，崖
沙燕成群结队又飞来了。

如今，行走在刘王寨村村南，可
以看到颍河北岸的崖壁上，密密麻麻
地分布着许多拳头大小的洞穴，那就
是崖沙燕的巢。成群的崖沙燕或盘
旋，或翻飞，或俯冲，发出此起彼伏的
啾啾声。

“每年4月中旬，崖沙燕就陆续来
到刘王寨村这处沙崖上筑巢，6月10
日左右孵出雏燕，每窝大约 5 只。7
月雏燕学习飞翔，待天凉下来以就后
迁徙飞往南方。”刘建伟说，村里人早
就盼着燕子回来呢。

“设立崖沙燕保护区，占了俺家
2 亩地，但我没有怨言，反而很高
兴。”74岁的村民王金平说，“这些燕
子可是益鸟啊，光吃蚊子蝇子，不吃
庄稼，不吃果子，俺非常喜欢。”

“目前建安区榆林乡刘王寨村一
带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修复，不仅崖
沙燕的生活环境得到了保护，其他生
物也多了起来。现在颍河河滩上有
白鹭、灰鹭、河鸥、天鹅等，这在以前
是很少见的。”许昌学院文学与传播
学院教授王焱告诉记者。

“下一步，我们村将在保护好崖
沙燕的基础上，依托崖沙燕这张名
片，在村里打造更多的景点，丰富游
客的游览体验。”刘建伟说。

河南许昌规划专属保护区恢复生态

崖沙燕回来了
本报记者 杨子佩 通讯员 武鹏亮

福建省宁德市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的三格化粪池被花草树木簇拥，成为村里一道优美的景观。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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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刘王寨村的颍河北岸沙崖上，许多崖沙燕筑巢
栖息。 陈 鹏摄（中经视觉）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让延庆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