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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探索完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审好“生态账”推动绿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地上是公园绿地，地下是污水处
理厂，不见污水只见绿——这是坐落
在福建省宁德福鼎市叠石乡茭阳村
的福鼎首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该项目解决了茭阳村污水直排
南溪水库问题，也使农村面貌和群众
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对我们来说，除了要发展经济
和改善民生，还要做好环境保护工
作，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子孙后
代留下发展资源和空间。”叠石乡乡
长李赞雄说，近年来，随着宁德市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工作的逐步推广，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已成为当地领导干部考核的一项硬
任务、硬指标、硬杠杆。

既审“经济账”又审“生态账”

什么是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人们都知道审计审“经济账”，而
不太了解“生态账”。通俗而言，“生
态账”是看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在任职
期间管辖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和生
态环境的数量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质量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攻坚的一
个重要抓手，更是审计工作一个崭新
的领域。福州市从2014年起开始进
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近年来，福州
市审计局积极创新自然资源资产审
计机制，有力推进了生态文明示范市
建设。

“乡镇一级是自然资源管理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主阵地，在之前的审计
中，我们发现，监管不到位、责任不落
实的情况较为突出。”福州市审计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此，我们与
市委组织部和生态办联合出台了《乡
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

中）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根据该《意见》，福州市审计局完

善了乡镇审计计划管理，全市设立
12个乡镇审计中心及29个办事处，
明确审计重点，统筹推进审计监督全
覆盖。数据显示，2019 年福州市审
计局对 14 个乡镇 21 位党政领导干
部开展了自然资源资产审计，让以往
难以在县（市）一级审计中发现的问
题浮出水面，促进了问题整改和监管
责任落到实处。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源资产审
计是充分利用各资源管理部门的基
础数据，在各部门开展自我评估和监
督的基础上进行再评估再监督，共同
推进提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整体效果。

比如，厦门市、南平市分别出台
相关制度，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厦门
市组建了由 50 多名各自然资源资
产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家组成的
审计专家库，主动邀请海洋、环保、
土地、园林绿化等方面的专家参与
方案编制、数据整理分析、现场检
查、问题定性、原因分析等审计过
程，拓宽审计视野与审计思路，提高
审计质量。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在
以前，我们很难搞清楚一片山林、一
片海的具体价值几何？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开展自
然资源资产审计，推动了连江县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建立价值体
系。”福州市审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连江县全国最大“海上牧场”建设项
目目前已经实现了自然资源资产价
值化，这不仅有利于自然资源资产进

入资本市场，也让今后的审计工作有
据可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
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所
谓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用于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的统计管理报表体系，
它反映被评估区域或管理主体在某
时点所占有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
查的自然资源资产状况，以及某时点
被评估区域或管理主体所应承担的
自然资源负债状况。

家底不清楚，价值自然难以估
量，所以需要多部门协调等问题是编
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面临的挑
战。“但这是最基础的工作。”福建省
审计厅党组成员、总审计师林建苍
说，审计不但要推动资产负债表的编
制，更要促进这个表往国家标准上
靠，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编制做法
和经验。

2019 年 9 月，为巩固全市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成
果，进一步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福州市审计局积极探索开
展连江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专项
审计（试点），重点从设计整体性、指
标完整性、平台可操作性、平台安全
性、成果推广性五个方面开展，推进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信
息管理平台建设工作。

福建多地也在积极探索基于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三明市
审计局连续两年出台统一方案，组织
县级审计机关开展全市县林业局长
和12个乡镇（街道）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审计；南平市
审计局形成乡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五围绕五突出”审计
方法，在全省推广。

技术创新为审计插上“翅膀”

“自然资源怎么审？我们积极
运用高科技手段。比如一座矿山，
如果按照传统审计方法，需要两到
三天才能判断出该矿山是否存在越
界开采。现在利用信息化技术，在
卫星图片上叠加红线，5分钟不到就
能画出越界开采范围、计算超采面
积。”福州市审计局相关负责人说，
运用遥感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大大
提高了审计工作效率，“在党政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中，发现了
一些问题，多起破坏环境的行为得
到有效制止和查处。”

审计技术方法的创新，尤其是信
息化技术手段的充分运用，让自然资
源资产审计如虎添翼。特别是以“3S”

（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
位系统GPS）技术为基础，加大对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信
息系统基础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运用
大数据审计模式，利用空间地理信息
分析软件（ArcGIS）对主要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信息系
统相关业务管理数据、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变化情况等进行核实，极大促进
了审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开展部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是
又一创新。2019 年，福州市审计局
对福州市水利局开展了自然资源资
产审计，发现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促进5000多万元水资源资金征
缴到位，100多万元水利建设资金拨
付到位；龙岩市审计局通过提出审计
预警提示建议、制发审计预警提示函
件、反馈审计预警提示结果等环节，
做到关口前移、源头把控，堵住管理
漏洞，完善制度机制，防范和化解各
类风险隐患。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之一，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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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整体效果。

雾炮、鹰眼、无人机、云平台、冰
雾盘、环场微雾……很难想象，这一
个个高科技的智能设备，能跟建筑工
地扯上关系。

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青岛市
自今年 4 月份开展工地扬尘治理攻
坚战以来，将市区341个建筑工地全
覆盖安装了围挡雾化喷淋等扬尘防
治系统，在秋冬雾霾季节到来之前，
形成了一道长达200公里规模的“抗
尘雾墙”。再加上十余种“抗霾神
器”，不仅可助力建筑工地实现精准
隔离降尘，还可配合城市抗霾。

每逢秋冬季节，青岛的空气质量
都是全民热议的焦点话题。根据以
往经验，第4季度受燃煤供暖等因素
影响，空气质量每每面临严峻考验。

为此，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扬尘办对全市1294个建筑工地全部
纳入扬尘源管控清单，分级分类对所
有在建项目实现全覆盖双监控，对市

南、市北、李沧、崂山4个区的全部在
建工地围挡微雾实现全覆盖，17 个
项目试点接入微信联动客户端，结合
AI管理平台，探索推进信息化、移动
化、远程化、智能化监管。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
国庆节之后，青岛建筑工地只要处于
施工状态，雾墙、雾炮、冰雾盘组成的

“城市空气净化器”就要全程开启。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扬尘办主
任孙雷介绍：“目前扬尘防治体系已
经从常规化的 1.0 阶段升级到全方
位立体化防尘的 2.0 阶段，AI 助阵、
全副武装，远程雾炮、移动喷雾车、塔
吊喷淋等都用在智慧工地建设上，只
需要一个手机 APP，就能实现一键

响应。”
据介绍，为解决扬尘防治管理难

点，青岛在部分建筑工地引入并建设
了“扬尘智能管控平台”，该平台可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通
过视频数据分析工地进出车辆车体
特征，实现无证“黑车”、渣土车运输
封闭不严、车辆出场冲洗不净的自动
分析和严格管控，同时建立数据追溯
机制，实现违规事件的图像、视频及
分析结果一体化记录，为管理工作提
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扬尘防治举措的落地，使青岛建
筑工地不仅彻底改变了过去“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脚泥”的印象，而且还大
大改善了建筑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让工地形象脱胎换骨的同时，也
提高了工人施工的安全性、积极性和
幸福指数。

在建筑工地的管理上，青岛市坚
决贯彻“三不”“四严”“六个一律”，制
订严格标准，采取严密措施，开展严
格检查，实施严厉处罚，对问题工地
一律约谈问责、一律公开曝光、一律
停工整改、一律取消评优、一律限制
投标、一律清出市场。

自扬尘治理攻坚战开展以来，经
过半年多努力，青岛市建筑工地扬尘
污染防治管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得
到了广大市民认可。青岛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陈勇强调，各级各部
门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
蓝天保卫战，还全市人民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AI科技打造扬尘治理“神器”
本报记者 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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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所
属项目建设工地，记者看到，一棵
高原雪松被围起来悉心保护着。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在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生
态环境保护始终被放在最重要的
位置。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在
所属项目建设过程中，一直致力于
建设雪域高原环保示范工程。

“少开挖就是多保护”，华电
西藏能源有限公司所属项目取消
了原规划中的石料场，将开挖的
土石用于提供石料，在减少开挖
的同时还减少了废弃料。为了减
少对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项目
增加了进场公路隧洞长度，还通
过设计优化抬高了大坝基面，减
少了开挖和浇筑，最大程度缓解
了对环境的影响。该项目还投入
2200 万元与砂石加工系统同步建
设了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投入 800
余万元在营地建设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项目所有建设污水和生活
污水均全部回收利用，真正实现
了污水“零排放”。

据了解，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
司所属项目环境保护资金高达9.9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比重的 8%以
上，环保投入在西藏已建和在建水
电项目中处于领先水平。

华电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从水土保持、陆生生态和水生态保
护等方面，加大对环保科技的资金
和人力投入。

走进项目所属的增殖放流站，
30余亩的荒坡被有效利用起来，亲

鱼车间、产孵车间、鱼种车间等一
应俱全。在鱼种车间内，运用循环
水养殖系统、太阳能温控系统等现
代化先进养殖设备，一股股活水不
停地注入鱼池，幼小的鱼苗畅快地
在养鱼池内来回游弋。

作为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增
殖放流站，华电集团西藏能源有限
公司所属项目与具有丰富高海拔
养殖经验的中科生态合作。2018
年成功催产孵化鱼苗 10 万余尾，
2019年催产孵化16万尾。自项目
开工建设以来的 3 年间，华电集团
西藏能源有限公司所属项目已累
计实现鱼类增殖放流21.2万尾。

“我们着力打造了‘攻克黑斑
原鮡繁殖技术，实现首次人工放
流’‘研究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生
态修复技术，长远造福藏区’等9个
环水保亮点项目。”公司所属项目
负责人彭松涛介绍。

为切实保护好建设流域的水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该项目还
与研究建设流域的科研机构建立
联系，密切关注流域内水生物变化
情况。黑斑原鮡就是科研机构在
调查中发现资源量变化希望进行
保护的鱼类之一。目前，该项目已
对黑斑原鮡进行了有效保护，并攻
克了人工繁殖等各项技术。

“后期我们会对放流河段进行
回访，跟踪被放流鱼类的成活情
况、种群分布等，以期更好地做好
这项工作，保护好建设流域的水生
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该项目安
全环保部负责人刘统华说。

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环保示范工程
本报记者 代 玲

福建省福州市在连江县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专项审计（试点），推进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信息管理

平台建设。图为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村黄岐湾。 林国旺摄（中经视觉）

青岛市在山东省率先完成围挡雾化喷淋系统城区全覆盖。 （资料图片）

“大家快来看，水中游的是什
么鸟？”11月2日，在河南省沈丘县
沙颍河畔的大闸公园水域，十几只

“不速之客”在水中悠闲自得地游
来游去，引来众人观看。

一开始，人们把水中的“不速
之客”误认为“小野鸭”或“水鸡
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经当
地林业专家确认：“不速之客”为小
鸊鹈。别看它们貌不惊人，却是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更让人惊奇的是，与小鸊鹈合
群戏水的还有几只长着凤头的水
鸟，体形比小鸊鹈略大，这种水鸟
为“凤头鸊鹈”，它们是小鸊鹈家族
中的一员。小鸊鹈喜爱结伴活动，
以小鱼小虾为食，常选择水质良好
的区域作为栖息地。

据了解，小鸊鹈“做客”沈丘沙
颍河尚属首次。沙颍河为淮河最
大支流，流经沈丘县7个乡镇，全长
36公里。近年来，沈丘县通过实施
碧水工程，不断加大沙颍河治理力
度，在沙颍河建设人工湿地，并对
上游的来水及沈丘的污水处理厂
产生的尾水进行进一步净化。针

对沙颍河滩涂宽阔、黄沙裸露、易
形成扬尘的问题，沈丘县环保、水
务等有关部门联动发力，植树植
草，绿化沙颍河滩涂及裸露土地，
建成沙颍河防护林27.3公里。

“上游县城和沈丘县通过实施
环境治理，让沙颍河沈丘段水质明
显好转，沙颍河槐店闸断面主要污
染指标 COD、氨氮下降趋势明显，
水质可以稳定达到地表水 IV 类标
准。监测数据显示，沈丘县纸店出
境断面（省控）与槐店闸入境断面

（国控）相比，COD和氨氮年均值均
下降9.7%和7.4%以上。”沈丘县环
保局负责人张宇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沈丘县高度重视沙
颍河环境治理，在全河道建设了人
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原来河中心
水面只有51米宽，河水很快流向下
游，水草也长不起来。如今，沙颍河
的水面有230多米宽，水草茂盛，泥
沙也沉淀下来。水面上，睡莲随波
摇荡，岸边长着茂盛的蒲草、芦苇,
吸引了白鹭、水鸭、白鹳等鸟儿来岸
边栖息，小鸊鹈的“光临”更是为沙
颍河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河南沈丘

小鸊鹈“做客”沙颍河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向灵 霍岱珊

华电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员工在进行人工增殖放流。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