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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

老瀛山市级自然保护区内存在13个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督察期间新发
现缓冲区内新建了一条公路，违反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规定；区林业
局监管不到位，2016年因自然保护区内存在开发建设项目问题在环保
实绩考核中被扣分，但整改工作督促不力，目前老瀛山市级自然保护
区13个违建项目仅整改完成4个，其余项目进展较为缓慢，违建的公
路未实施整改。

由于历史原因，长田、万隆县级自然保护区内人口较为密集，分别有
19552人和10203人；两个保护区内共存在20个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其
中2013年以来新增的违建项目12个。

城市污水管网需进一步完善，还有约44公里城市污水管网需建设；老
城区雨污分流不彻底，生活污水收集率较低，大石路至龙角桥段、沙溪
片区、九龙片区污水管网问题较突出，暴雨时易导致主管网龙角桥段
和沙溪段生活污水溢流，影响河水水质。綦江中学、江南世家片区城
区污水管网破损严重，日常维护不到位。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有待进一步加强，三角、丁山、篆塘等已建成乡
镇污水处理设施不能稳定达到排放标准，石角、扶欢等污水处理厂的
曝气池、污泥干化设施运行不正常。

历史遗留污染场地和渣场存在环境隐患。紧邻綦江河的华强化肥公
司，停产后厂区约有100万吨的磷石膏堆放在距綦江河约50米处，每
年产生大量含磷废水，现场检查时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pH值达
到12；三江街道原重冶103厂废弃厂房内堆放有大量碳酸锰渣。

企业环境隐患整改有待进一步加强。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电解铝
过程中电解槽维修及废弃产生的废渣（废物代码321-023-48）未按环
评要求建设预处理设施，危废渣场也于2016年7月暂停使用，致使该
公司于2016年7月起将电解铝废渣（废物代码321-023-48）临时堆放
在厂区内，至今已有约6000吨，渣场地下水监测超标，存在安全隐患。

整改措施

1.制定整改实施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单位、配合
单位、整改责任人；2.环保督察期间新发现缓冲区内维修了一条长
240米，宽4米的公路，由石角镇政府按照保持原状，严禁扩建的整改
措施予以落实；3.现已存在的违法违规项目13个，进一步加强督促整
改力度，加快整改进度，确保按照整改方案整改到位；4.区林业局要
进一步履行综合监管职能，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履职情况进行约谈，
加强日常巡护，全面落实常态化监管，杜绝违法违规项目的发生。

1.针对自然保护区内人口密集问题，整合现有相关政策，逐步实施生
态移民搬迁；2.制定整改实施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
任单位、配合单位、整改责任人，同时加强督促整改力度，加快整改进
度，确保按照整改方案整改到位；3.环保、林业、国土、农委、水务等职
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监管力度，严格项目准入
管理，杜绝违法违规项目的发生。

1.加快推进城市污水官网建设。2.对污水主管网进行疏浚清淘，解决
主管网龙角桥段和沙溪段生活污水溢流问题。3.2018年完成老城区
14平方公里雨污分流改造规划。拟先对问题最突出的大石路至龙角
桥段、沙溪片区和九龙片区实施雨污分流改造。4.加强对綦江中学、
江南世家片区等污水管网的日常维护。

1.加强运行人员专业技术培训，提升操作技能和管理水平。2.加强设
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确保正常运行。3.督促和协调市环投公司对落
后工艺进行技术改造。

华强化肥停产后遗留磷石膏问题，经信委督促华强化肥公司制定、完
善、优化处置方案，并执行方案；在磷石膏未处理完前，保证污水处理
设施正常运行，使污水达标排放。区经信委督促原重冶集团103厂
（重庆机电集团）制定整改处置方案，经环保部门审核同意后限期处
置，区环保局加强监管、指导。

1.督促旗能电铝公司渣场立即暂停使用，建设电解废渣预处理设施，
建设符合规范的专用电解废渣暂存仓库。2.督促旗能电铝公司立即
对渣场渗漏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并由该公司自行委托第三方对渣场
渗漏进行评估；对渣场超标地下水进行处理，建立渣场地下水自行监
测机制。

整改进展

1、已发函责任单位提速加快整改。
2、现已存在的违法违规项目13个项目中，现已整改销号
11个，其余2个正在整改中。

1、区政府下发《关于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整改
实施方案的通知》（綦江府办发〔2018〕20号）制定整改实
施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单位、配合单
位、整改责任人，同时加强督促整改力度，加强整改进度，
确保按照整改方案整改到位；2、正在制定自然保护区管
理实施细则, 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综合管理力度；3、两
个保护区内共存在22个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现已整改19
个，其佘3个正在整改中。其中，2个已发函责任单位提速
加快整改。

綦江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已由区发改委纳入綦江区綦
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库，现已完成立项和可
研报告编制，预计4月完成可研评审。

1、石壕、隆盛、横山、横山辅一、横山辅二、三角、中峰、丁
山、篆塘、郭扶10座污水处理厂已完成改造，目前已达标
排放；2、永城、石角、扶欢3座污水处理厂已完成工程建设
并进入调试阶段，东溪污水处理厂已完成主体建设并进
入污水初步调试；3、永新、安稳、打通3座污水处理厂已进
场实施，安稳污水处理厂已完成主体建设，打通、永新污
水处理厂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1.磷石膏处置情况：2019年底，剩余磷石膏约157.9万吨；
2020年1月至2月共外运0.43万吨，因疫情原因目前未开
展外运处置。2.临时覆盖情况：现场已覆盖完毕，实现了
雨污分流；留守人员继续做好临时覆盖的日常管理工
作。3.建有渗漏液的收集池，通过管道引至废水处理站达
标后排放綦江河。4.新的磷石膏处置治理方案正在征求
多方意见。5.外运监测系统已安装完毕。

1、旗能电铝公司渣场已暂停使用；2、厂区内已经建设完
成符合规范的专用暂存仓库，仓库满足2.0万吨电解废渣
堆存；3、2017年4月委托第三方对渣场渗漏进行了评估，
出具了评估报告，渣场未渗漏，新增监测井指标合格；4、
已建立了渣场地下水自行监测制度，定期对渣场地下水
采样检测（监测频次：一周一次），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
（鸿运公司）每季度对渣场地下水监测一次；5、旗能电铝
公司已完成对云南亚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中大冶
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经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
湖南涌鑫环保有限公司有关电解铝废渣预处理技术的调
研工作。6.督促旗能公司拟定整改工作方案。7.2018年7
月19日旗能电铝公司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电解铝废渣及渣
场地下水超标问题;8.旗能公司就电解废渣无害化处理技
术、设施、运行及投资成本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研，并
形成了调研报告。9.投入近两千万资金对电解车间曹盖
板全部更换，槽盖板更换后可大幅度减少氟化物无组织
排放,改善当前散排情况。10. 旗能电铝公司委托重庆大
学编制的《地下水氟及其他污染因子污染整治方案》已通
过专家评审，并且编制单位按照专家意见已对方案进行
了修改完善，完善后的整治方案已报送区生态环境局。
目前，第三方机构已完成地下水污染整治施工方案编制
工作，已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2019年9月23日施
工单位已进场施工，现已完成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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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
时限

2018年至2020年

2018年至2020年

1.2018年完成污水主管
网的清淘。2.争取2020
年完成问题最突出的大
石路至龙角桥段、沙溪
片区和九龙片区雨污分
流改造。3.2018年完成
綦江中学、江南世家片
区等破损污水管网的排

查维护。

每年对4个街镇污水处
理设施进行提标改造，

2020年12月

2018年至2020年

2018年12月前完成专
用电解废渣暂存仓库建
设，完成渣场渗漏问题
和地下水问题治理；力
争2021年前完成电解
废渣预处理车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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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

污水处理厂（站）污泥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滞后。

重庆华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
进入工业园区。

推进天然林保护、石漠化综合治
理、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
工程，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6万
亩。

整改进展

綦江区污泥处理厂建设有序开展，一是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正在打表推进。二是水、电、通信配套方案已出，正在进行审核，准备实施。三是用地手续方面，区政府已召开协调
会，由区住建委对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明确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四是坟墓搬迁已经完成。五是即将完成调节池维修，场地正在收纳外来渣土，准备平场。

1.华强公司项目不符合园区产业定位和规划环评，园区管委会鼓励并引导重庆华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驻其他化工园区。2018年9月7日区委常委、园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刘扬带队到万盛经开区对接扶欢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有关规划、环保、国土相关工作，并就华强公司在煤电化产业园区选址达成意向性协议。2.园区管委会制定了

《重庆綦江工业园区进一步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和全市环保集中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的工作方案》，方案中进一步明确了华强公司未进入工业园区问题整改措施。3.
目前华强公司正在销售转运磷石膏，磷石膏剩余量约170万吨；4.綦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对重庆华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一案作出
实质合并破产重整裁定。重庆华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处于破产重整阶段。

1、实施2018年生态公益林建设任务—人工造林2000亩，对2017年实施的1.1万亩封山育林任务进行封育，2019年未下达任务；
2、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是从2014年—2020年。2014—2017年我区已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4.5万亩。2018年完成市局下达綦江区退耕还林任务3万亩，2014—2018年我
区累计完成退耕还林7.5万亩。2019年全区退耕还林任务7万亩，现已全部完成整地、清林、栽植等工作；
3.通惠河国家湿地公园已完成总体规划编制。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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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整改进度
（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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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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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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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

整改时限

2017-
2020年底

2020年底

2017-
2020年底

綦江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情况公示

重庆市綦江区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3月23日

綦江区落实全市环保集中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情况公示

重庆市綦江区落实全市环境保护集中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3月23日

梨花山的梨花开了，雪白雪白的，大朵大

朵的，连成一片。若不是有几片嫩叶打在枝

头，那些沿梨枝盘旋而铺的花簇，就真像是把

天上的团云给拉了下来，成一片云海了。

迎着阳光，迎着风，田坎桃花红梨花白，

田里油菜花黄，一层压着一层，蜿蜒而去，直

逗得人去追寻。于是山下的、城里的人们，都

驱车前来，争相追逐这似锦繁花的春天，仿佛

除了此处，别处的都是夏天、冬天、秋天。

春游梨花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山上的

大路小路也都走过，可要让我给人带路去观

光的话，是绝不可能找到正确路线的，因为我

会忍不住由着自己的性子在梨花丛中穿来穿

去，直至迷途。

梨花山的梨花是五瓣的，从包紧的骨朵，

到打开花蕾完全绽放，花瓣边缘的粉红会逐

渐褪去，变得雪白。暖风一吹，张开的花朵抖

落一些花瓣，随风飞舞，散落在草间、路旁，有

的飞到油菜花间，星星点点地铺着，时间一

长，就凭空让油菜白了头，也有的掉落到水

田，漂浮在水面上，等待着洗澡的鸭子，给它

们一身花香。

刚成型的花骨朵是最惹人怜爱的，像刚

学走路的婴孩，裹着粉白苞衣，出于对阳光的

好奇，常摇晃着身子探头探脑地晒太阳。只

是，稍稍一丝风过，那穿着绿裤的细腿就站不

稳似的，得赶紧将身子傍着比它腿粗好几倍

的枝条，不然一不留神跌下去就完了，所以都

争抢着快快成长。

几天后，花骨朵就长成花苞了，再过几

天，就撑开苞衣长成大姑娘了，花瓣张开露出

二十多根花蕊来，顶着粉色的花粉，散发着沁

人的香气，招来不少蜜蜂。那些空腹了一个

冬季的蜜蜂循着花香，停到一朵朵花上，扑闪

着翅膀，然后扬着脑袋，撅起屁股，一头扎进

花里，猛吸花粉。一趟儿赶着一趟儿绽放的

花群是天赐的好蜜源。蜜蜂们挥舞着翅膀，

上下跃动在花间，个个饱餐到大腹便便，连走

时还不忘裹回一身粉，搞得两只薄翼快要拖

不动那笨重的身子。要是一直花开不谢，我

真担心它们都吃成胖子，却没任何机会减肥。

花朵的形态不一，色泽也有些许区别。

有的喜光，直愣愣地暴晒在太阳底下，颜色也

就只是白，没有光亮。有的性子温和些，和枝

条生出的叶片结为朋友，彼此有了照应，花瓣

就白得透亮，细看还有微微莹粉。而有的就

娇羞了，生在枝丫拐角处，躲着阳光偷偷开

放，好似万事万物都与它不相干，那叫一个生

生的白，谁多看一眼就会打扰到那片纯净。

当然，梨花山的漂亮绝不只靠梨花装点，

一路上随藤蔓铺泄下来的迎春花也是黄得喜

人，但那些摘来做花冠的人是令人极讨厌

的。早先的李花虽已谢过，但新生的嫩绿带

黄的枝条却完全能给人希望和生机。几处桃

花还不愿离场，留下最后一抹色彩招呼着来

人，印证那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唯独油菜

花，结籽的结籽，开花的开花，大老远一看仍

是金黄一片，耀眼得很，何况山上的油菜开花

总晚些，是不会给游人败兴的机会的。梨树

下的七色野花，庄稼地里的豌豆花、白菜花、

葱花也都是极美的。

春游梨花山
■冉静萍

市民在梨花山赏花 通讯员 吴先勇 摄

家
长
必
看
，儿
童
如
何
预
防
新
冠
肺
炎

◎经常开窗通风。

◎保持家居表面清洁。

◎及时处理口鼻分泌物。

◎减少外出，如需外出要做

好防护。

◎正确选择并佩戴口罩。

◎注意手部卫生。

◎避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和看电视。

◎改掉不良的用眼习惯。

◎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保证充足睡眠和营养。

◎遵循安全、科学、适度、多

样化的原则进行室内锻炼。

◎重视儿童心理健康。

◎做好健康监测。

其实，预防新冠病毒的办法

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对生活细节

的重视、卫生习惯的养成，对于家

里有宝宝的家长，既要保障大人

的安全，又要格外留意儿童的健

康。树立良好的健康意识，让病

毒无机可乘。

来源：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