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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都市传媒出品

当地时间12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举行会晤。会晤后，中方经贸团队相关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两国元首讨论了中美经贸问
题并达成了共识。

两国元首积极评价双方经贸团队近期

进行的积极有效的磋商。双方认为，健康稳
定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全世界的共
同利益。

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
施，包括不再提高现有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
及不对其他商品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双方同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
精神，立即着手解决彼此关切问题。中方
将按照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要求，进一步
采取措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此过程
中，美方关注的一些经贸问题会得到解
决。同时，美方也将积极解决中方关注的

经贸问题。
两国元首指示双方经贸团队加紧磋

商，达成协议，取消今年以来加征的关
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
道，实现双赢。

据新华社

中美就经贸问题达成共识
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

巫山县今年建成了两个地表水国控
考核水质自动监测站，并启动了一个地
表水非国控考核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工
作。其中，花台水质自动监测站通过国
家评审投入试运行，培石水质自动监测
站完成站房、取水单元等基础设置建设，
即将投入试运行。

“目前，正在建设的大宁河双峡子沟
水质自动监测站已完成堪界定点，在征
地建设推进中。”巫山县环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意
义重大，实现了从手工瞬时监测向自动
连续监测的转变，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
了科学依据。

“巫山全县共25条河流、18座水库，
都明确了‘河长’，共605人。我们还持续
开展了非法采砂整治，完成了非法码头整
治7座。并在县城污水处理厂完成了二
期扩建和提标改造，年处理污水量近900
万吨；乡镇场镇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16
座、在建7座，年底可实现全覆盖，县城、场
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达100%、90%，且
37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连续5年达
标率100%。”该负责人说。

“我们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工程，累计造林133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57%。”该负责人表示，今年起，巫山县
还计划每年造林20万亩以上，并加强矿
山、工程创面修复和地灾防治等，确保
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

“巫山红叶节已远近闻名，种好红叶
树、打造四季红叶，不仅能保护环境，还
能让旅游持续发展。”该负责人说，目前
成规模红叶有10万亩，到2020年可达
20万亩。正高规格设计打造占地3000
亩的巫山红叶博览园，让巫山成为全国
红叶品种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
久的地区。 都市传媒记者 范圣卿

巫山 要水绿还要山清
云阳地处三峡库区腹心，为确保三峡库

区生态安全和保护长江母亲河，当地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构筑三峡库区生态屏障。

狠抓长江污染源治理上，云阳突出“三水
共治”，严控污染关口，管住当前，立足长远，
决不让污水进入长江。

期间，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制定《云
阳县养殖区域划分方案》，规范禁养区、限养
区、适养区管理。推动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83万亩，超额完
成目标任务；全县绿色防控覆盖率、统防统治
覆盖率、农药利用率均超额完成计划任务。

在加强工业污染治理方面，设立产业负
面清单和“禁投”清单，划定投资开发禁止区
域，严禁“三高一低”项目落地。认真落实国
家和市里要求，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
里范围内未审批新建化工项目。加强节能减
排工作，主要污染物削减达到市约束性指标。
深入推进工业废水污染治理，工业园区人和组
团一期污水处理厂建成投用。

加强生活污染治理，推进县城污水处理
提标升级和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县城和乡
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达100%和 70%以
上。加强对江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县
城和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分别
为100%和88.9%。

绿色生态屏障建设上，云阳坚持把植树
造林、绿化家园作为筑牢库区生态屏障的重
要举措，让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景永存。

实施长江两岸绿化工程，突出打造“三
带”，建成覆盖“一江四河”两岸、延绵670余平
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长江两岸森林覆盖
率达73%，位居全市第一。目前，全县森林面
积达284.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2%。先后建
立七曜山、小江湿地等两个自然保护区和栖
霞宫等3个市级森林公园。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受保护地区总面积达1319平方公里，占
全县幅员面积34.4%。 都市传媒记者 郑友

云阳 构筑库区生态屏障
重庆晚报记者昨日从开州区获悉，开

州区引入环保企业，对垃圾焚烧发电、促
进资源循环利用；强化保留保护措施促
进消落区自然修复，探索建立了四种消
落区治理模式，从而达到生态治理消落
区的目的。

开州区通过招商引入启迪桑德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30年期的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
营协议。目前该项目已开始试生产，年处理
生活垃圾21.9万吨，利用余热发电，年平均
最大发电量可达6696万千瓦时。

该项目的引入，改善了开州区人居生活
环境，提高了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利用率，增
加可再生资源供应，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实
现了开州区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
化、资源化。

三峡水库消落区在开州形成消落区面积
约25平方公里，为减轻消落区对开州城区的
影响，开州区建设了消落区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水位调节坝工程。

开州区建立责任机制，按属地管理原
则，以镇街为主体、镇街与部门联动，形成
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还建立三峡水库
监察管理支队，负责三峡水库开州库区综
合协调管理、消落区土地利用的监督管理
等工作。

开州区将三峡水库消落区划定为生态保
护红线管控范围严格管控，按照“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要求，设立市级澎溪河自然
湿地保护区，将三峡水库小江
流域白家溪至“开州区消落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位调节
坝”段消落区纳入湿地保护范
围，设立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等，有效改善了消落区生态
条件，初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丽城市湿地景观。

都市传媒记者 唐中明

开州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巫溪县环境

保护局获悉，今年，巫溪县生态系统全
面保护升级，城乡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
改善。

“巫溪县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山体、
森林、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不管是从发展
旅游经济，还是从提高城市宜居水平方面，
都应该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巫溪县环保局
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巫溪森林覆盖率已达68.3%以
上；境内河流，后溪河可满足Ⅰ类水质标
准，大宁河满足Ⅱ类水质标准，柏杨河、湾
滩河满足Ⅲ类水质标准，主要次级河流水
环境功能达标率100%，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我们一直坚持生态优先，今年全方
位对环境进行了整治、保护。其中，实施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工程，便是重要内容之
一。”该负责人说，巫溪县按优化全县国土
空间格局等的基本要求，划定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全县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
全县国土面积的49.07%，呈现为“七屏三
带多点”。

“‘七屏’为金鸡岭山、猫儿背山、界
梁子山、万顷山、石柱坪山、大泉山、松涛
山七大重要生态屏障区，主要生态功能
为生物多样性维护；‘三带’为汤溪河、梅
溪河、大宁河三大水系，主要生态功能为
水土保持；‘多点’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等各级
各类保护地。”负责人
表示，生态红线的划
定，有利于进一步加强
区域环境保护。“红线
内禁止开发，严守生态
保护的红线。”该负责
人说。
都市传媒记者 范圣卿

巫溪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上接01版）
有个同样叫聂万顺的，也给

聂万顺捐了100元。他在重庆做
建筑行业，他老家距米场坝村 5
组 2 公里多，他说幼年时坐过聂
家木船。

住在聂万顺对岸的杨全文78
岁，农忙的时候经常来往两岸，跟聂
家族人搞互助，你帮我家耕地，我帮
你家收粮，要过河就在岸边喊一声
聂万顺。他在路上碰到聂万顺，硬

塞了100元给他。
小一辈的，聂超这张船票最为珍贵。
聂超上小学要坐船去对岸，有时上岸困

难，聂万顺的父亲会先下到岸边，把孩子们一
个接一个牵上去。

聂超在重庆主城开公司，创业，年轻一代
想得更多，他想到网络筹款。他找到聂万顺，
了解基本情况，收集安仕树的病历资料，向医
院核实……聂超帮聂万顺发起的轻松筹筹款
期为1个月，筹款金额为15万元。“我也没抱
特别大的希望。没想到，筹款期截止，筹到

142000多元。”
按聂超的统计，轻松筹上所有捐款者

中，知晓（坐过）聂万顺父子义渡山里娃，以
及乡村赶场者有1000多人，捐款金额约6
万元；从未谋面的约4000人，捐款8万余
元。聂超说：“借用‘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
其冻毙于风雪’这句话，我认为，大家是在
还一张聂万顺当年应得的‘船票’。”

聂超和聂万明，分别把筹到的善款交
给了聂万顺，聂万顺很意外，说不出来其他
话，只会反复说“谢谢”。

安仕树走路越来越累。11月19日
这天，做完B超，已经接近晚上7点。聂
万顺把她安顿在堂屋的塑料凳子上，自
己去厨房随便煮点吃的。安仕树正对着
厨房，偶尔看一眼聂万顺，更多时间，沉
默地盯着地上某处，一声不响。

聂万顺翻出那些一笔一画抄写的捐
款人的明细，厚厚一叠，就放在安仕树的
身边。

更
多
的
人

江山多娇城，龙凤呈祥地。11月30
日，2018年九龙坡区城市提升成果展示
会暨都市购物旅游节（简称“一会一节”）
在九龙外滩广场隆重开幕。

为全面展示九龙坡区城市建设成
果、全域旅游及商贸发展，本次节会围绕
区内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商贸项目、高品
质人居项目、重点旅游景区等六大组团，
以及“九龙展、九龙行、九龙汇、九龙秀”
四大主题创意活动，线上线下、场内场
外、区内区外互动整合，全方位、立体化
展示九龙坡区城市魅力。

本届一会一节以“三高九龙坡·三宜
山水城”为主题，以城市建设、旅游、商
贸、高新技术等行业领衔，让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的企业、商家和消费者互动交
流、融合发展，共享“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的新机遇、新未来。

重庆晚报记者

九龙坡一会一节开幕
日前，由重庆日报、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共

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金镜头”摄影
大赛部分优秀作品在王琦美术馆展出。这些
照片，反映新农村、讴歌新时代，让人们看到
巴渝大地丰收的景象。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
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为庆祝这一特别的节
日、用镜头记录丰收的喜悦，11月2日，重庆
市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金镜头”摄影大赛正
式启动，组委会共收到近5000件摄影作品，
此次精选百余幅优秀作品展出。展览将持续
至12月20日，观众可免费观赏。

此次展出的作品，“丰收”成为关键词。
现场，组图《春华秋实》让人眼前一亮——春
天的阳光下，绿油油的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
秧苗在水中映出美丽的倒影；秋天，一大片金
黄的稻田散发出秋天丰收的味道……拍下这
些景色的正是民政局职工、梁平区摄影家协
会会员邓志刚。为了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春
华秋实，他在连续4年时间里，选择在春夏两个
季节、在同一角度对明达镇的稻田进行拍摄，
最后选出6张照片参赛。 重庆晚报记者

用影像讲述丰收的故事

◀市民观
看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