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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人民没有忘记，现在
市文化艺术中心、市科技馆等

文化艺术场馆所在，6 年前
还曾是群众非议的污染企
业所在。改变的起因，源
于人大代表的多次反映、
呼吁。

2012 年，针对部分代
表和群众强烈反映城区华
汇锂业公司超标排污严重

影响周边环境、有损群众身体
健康的问题，市人大常委会高度

重视，多次组织深入实地检查调
研，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锂业公司负责人想“忽悠过关”，
并千方百计给调查组很多压力和阻
力。在市委的夜里领导和市政府的
配合下，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支持及
有关部门到企业现场监督或约见企

业负责人20余次，并召开10余次协调
会议。经过连续数月坚持不懈监督，
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停产了。如今，一
批雅安灾后重建项目，已成为城市的
一道亮丽风景。

五年前，由于长期以来的雨污不
分、污水直排、生活垃圾污染等诸多
原因，造成雅安的“一江三河”较为严
重的破坏和污染。2014年，市人大代
表提出《关于加强对市区“一江三河”
沿岸企事业单位排污治理的建议》被
市人大常委会列为重点督办代表建
议。提出建议的代表认为，开展河道
污染综合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提升
城市形象。

市人大常委会采取“市人大常委
会分管副主任牵头、市政府分管副市
长领办、相关职能部门承办、领衔及
附议代表评办、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部

门督办和评价”的联动方式进行。而
今，“一江三河”的碧水欢畅见证了代
表建议办理的实实在在成效。

2017 年 1 月，市人大代表杨朝宗
领衔提交《关于加强中心城区餐饮油
烟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议》被列入重
点代表建议督办。接到建议办理
任务后，市政府高度重视，市长多
次调研、现场指导，过问油烟净化
设施安装进度和效果。副市长召
集有关单位，及时研究制定了《雅
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重点区域餐
饮油烟治理工作方案》，大力开展
餐饮油烟专项整治“深呼吸Ⅰ号行
动”。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呛人的油
烟了。”“整治力度很大，完全超出
想 象 ，我 们 非 常 满 意 ！”看 到 餐 馆
油烟污染问题得到解决，周围居民

纷纷点赞，也是对人大工作根本要
求——求真务实、较真逗硬的最好
评价。

2017 年 、2018 年 ，全 市 水 环 境
质量总体保持优良，考核断面水质
优良比率 100%，城市无黑臭水体，
全 市 饮 用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100% ；2019 年 1-9 月，在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环境质量排名中，雅安位列全国
第 11 位，全省第一；在全国 168 个重
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雅安位列
全国第 13 位，全省第一。同时，雅
安市森林覆盖率达 67.38%，稳居全
省第一……正是发扬了锲而不舍
的钉钉子精神，用法律的武器治理
污 染 、用 法 治 的 力 量 守 护 蓝 天 白
云，雅安才拥有了蓝天、碧水、净土
的好生态。

呵护绿水青山 干的都是实打实的
——雅安市人大常委会助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巡礼

再过一个星期，也就是2020年1月1日，《雅安市村级河（湖）长制条例》将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将推动全民参与治水“第
一公里”，解决水环境保护“最后一公里”。而对村级河(湖)长制进行较为全面的系统性立法，这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雅安市人大常委会连续七年把助推生态环保工作作为人大工作重中之重，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雅安的嘱托
特别是“天府之肺”的赞誉，转化为助推全市绿色发展振兴的强大动力，以立法从制度层面进行设计，以监督从执行层面进行督
查，再辅以多种手段，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盯得紧、督得严，有创新、有力度，促进全市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推动绿色发展示范
市建设中彰显人大担当、人大作为。

雅安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探索
创新生态环保制度供给，制定出
两部在全省有影响力的法规。

青衣江是雅安人民的母亲
河。青衣江源头区位于雅安，其
流域近 76.8%的面积也在雅安，
雅安市对青衣江流域水环境的
保护，对其全流域水环境质量的
改善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青
衣江流域水质呈下降趋势，水生
态环境受到较大破坏，广大群众
对依法保护青衣江的呼声很
高。依法保护，首先要有“法”，

《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境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青衣江条例》）
应时而生。雅安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伊林说，充分发挥人大在
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让立法
反映人民意志、回应群众关切、
得到人民拥护，是推进地方立
法、创新制度供给的题中之义。

在立法过程中，人大召开各
类座谈会 20 余次，收到社会各
界意见建议500余条，历时1年7
个月，《青衣江条例》于2019年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全省
首部流域性水环境保护地方性
法规，在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管
控等方面的创制性系统性立法，
不仅为执法提供了具体支撑，而
且有效弥补了上位法的“空白”，
在全国尚属首创，对我省推进跨
市（州）区域的沱江、岷江、嘉陵
江流域甚至国家推进长江流域
立法具有借鉴意义。

从《青衣江条例》实施近一
年的情况看，宣传贯彻情况比较
好，比如，因水电站生态流量下
泄不足而被处罚的案例目前已
达 7 起，位于青衣江干支流的
445个电站的业主对下泄生态流
量的意识不断增强，法规的威慑
力和管制力正在持续显现。

雅安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水资源丰富，全市多年平均水
资源总量 171.1 亿立方米，人均
水资源占有量达 1.12 万立方
米。全市纳入河长制河流 240
条，灌溉水库42座，重点渠道43
处，饮用水水源地 15处。中央、
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
来，雅安认真务实推进市、县、乡
三级河（湖）长制落实，积极开展
河（湖）长制向村（社区）延伸的
实践和制度创新，全面建立了

市、县、乡、村四级河
（湖）长制体系，全市
898 个村（社区）确
定的1016名村级河
（湖）长全部到岗到
位，村级河（湖）长的
作用逐步显现。但
在实际工作中，“谁来
管 ？ 管 什 么 ？ 如 何
管？”，一直困扰着村级河
（湖）长。因此，立足于推动
河湖生态环境污染的源头防治，
填补村级河（湖）长制立法的“空
白”，雅安市先行先试，《雅安市
村级河（湖）长制条例》应运而
生。

这部法规通过立法的方
式提炼固化雅安市探索的
水环境治理的好经验和
新机制，在全国范围
内首次创制性对村
级河（湖）长制进行
较为系统立法。《条
例》共六章二十九
条，对《雅安市青衣
江流域水环境保护
条例》再细化、再延
伸，明确了村级河（湖）
长的“民间身份”和“协
助地位”，理清了各管理主
体在巡查保护水域内的职责
界限和相互关系，规定了村级河
（湖）长工作经费保障及评价和
奖励制度。《条例》为“第一时间”

“第一公里”发现和解决水环境
治理问题提供了法治保障，也为
打通河（湖）长制体系“最后
一公里”作了积极的立法
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
明确提出，要实行最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加快水污
染防治，实施流域
环境和近岸海域综
合治理。“抓住提高
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突出‘有效管用的几条
’，敢于和善于在矛盾的
焦点上砍一刀。”李伊林主
任说，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
中的主导作用，让立法反映人民
意志、回应群众关切、得到人民
拥护，是推进地方立法、创新制
度供给的题中之义。

“市人大常委会将始
终把生态环保作为监督工
作的重点，长期关注，不管
遇到任何阻力，都要一抓到

底、决不松懈。”这是 2012 年
市人大常委会换届伊始的庄重

承诺。
2013年，雅安市人大常委会有关

办事机构在调研时发现，天全准备上
马投资 20 亿元、30 万吨高钛渣项目，
并且已着手开展前期土地征用等准
备工作。但该项目落地势必影响周
围的生态环境及下游的饮水安全。

为此，雅安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相关部门和四川农业大学专家

多次前往调研，并赴攀枝花学
习考察，重点了解高钛渣项
目的生产工艺流程和对废
气、废水、噪声的治理、固
体废物处置情况，形成专
题报告，指出了七个方面
的问题，建议将该项目撤
出重点项目目录，按照“飞
地经济”的政策重新选址，

得到市委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让有污染的项目坚决“下

马”，把对人民群众有利的项目，千
方百计扶起“上马”。

位于雅安市雨城九龙水库水源
水质非常好，是城区理想的备用水

源。从 2013 年，在深入调研、科学论
证的基础上，雅安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将九龙水库作为城区饮用水水源工
程列入灾后重建规划的建议并被采
纳。此后，常委会连续七年通过专题
调研、听取审议报告、专题询问、专题
视察等方式全程跟踪、督促落实。

2019 年年底，九龙水库枢纽将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具备蓄水能力。而
从九龙水库引水的南郊水厂引水工
程也已完工，穿望鱼、过孔坪，最终连
接到南郊水厂，连接到千家万户中。
2020 年 6 月，雅安城区和雨城区部分
乡镇群众饮用水水质将提升为一类
水质。

鸟飞长空，鱼翔浅底。这是人们
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诗意期盼，也是雅
安市人大常委会保护生物多样性、推
进生态建设的着力点。

雅安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处于全球八大候鸟迁徙通道之一
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和中亚（南
北）迁徙通道拟似重叠处，一年四季
均可欣赏多种珍稀鸟类，被誉为“鸟
类天堂”；与此同时，雅安还是中国特
有鸟类绿尾虹雉的核心区，黑颈鹤、
黑鹳、斑尾榛鸡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鸟类 9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52
种。此外，雅安也是41种鸟类种或亚
种标本模式产地，世界雉类和鹛类分

布中心。
近年来，雅安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推进鸟类保护工作、鸟类栖息地建
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9 年市人代会期间，市人大代
表罗强提交了《关于打造城市湿地观
鸟体验区的建议》，被列入市人大常
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市人大常
委会相关工委多次召开座谈会，详细
了解代表建议办理落实情况，积极听
取鸟类保护协会意见建议，协调办理
中存在的问题困难。

2019 年 9 月，市人大常委会派出
调研组前往水中坝独立小岛，调研雨
城湖引鸟项目，详细了解雨城湖引鸟
项目及周边鸟类保护工作情况，为鸟
类保护工作把脉问诊、排忧解难。
2019 年 11 月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还 专
题召开鸟类保护工作座谈会，要求
加强鸟类保护与利用，把鸟类保护
与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
结合，把青衣江鸟岛打造成集科研
科普、观光旅游等于一体的城市窗
口，展示雅安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
自觉和雅安生态建设的喜人成效。

雅安丰富的水资源、良好的生态
造就了以雅鱼为代表的野生鱼类资
源十分珍贵。虽然近年来雅安市政
府在野生鱼保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依然还存在问

题。
2018 年 6 月 21 日，一场关于野生

鱼类保护工作的专题询问在市人大
常委会机关展开。政府数个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迎来了一次特殊的“考
试”，就群众普遍关心的野生鱼类
保护问题，逐一接受常委会委员们
的现场询问。询问结束，委员们还
当场为应询部门的应询情况进行
了满意度测评，常委会还根据受询
问机关在专题询问中所作回答、承
诺事项整理成专题询问意见，经主
任会议审定后交由受询问机关研究
处理。

“建立健全联合执法的长效机
制”;“设立野生鱼保护举报人奖励机
制”;“加大禁渔力度，强力推进网格化
管理”……而今，专题询问意见早已
落地落实，在推进野生鱼保护工作立
说立改、立行立改等方面见到实际效
果。

此外，以执法检查倒逼行政执
法，雅安市连续七年对生态环保法律
法规实施情 况 开 展 执 法 检 查 。 其
中 ，2018 年 首 次 同 时 对 环 境 保 护
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
法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之后，
还将需要重点跟踪的事项和执法
检查点位及反映问题印送市政府，督
促问题整改。

■本报记者 孙信志 通讯员徐茂森

坚持为民立法 创新生态环保制度供给

监督工作 出实招见实效

更好发挥代表作用 建议办理上求实效

记者手记

雨城区凤鸣乡的朝霞蓝
天晨雾。（李新民/摄）

喇叭河秋色。
（李新民/摄）

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伊林赴雨城区调研九龙水库工程建设情况

候鸟在雅安青衣江上飞翔(本报记者 孙信志 摄)

栖息在青衣江边
的红嘴鸥。

（孙信志/摄）

从生态立市到生态文明示
范再到绿色发展示范，雅安市
人大常委会持之以恒推动生态
环境保护，是基于对生命至上、
以人为本的情怀，基于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情怀，是深入骨子里的追
求，体现了人大的使命担当和
为民情怀。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对环
保督查反馈的问题、人大检查
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强化监督刚性，找准切口，
精准发力，综合运用地方立法、
执法检查、专题询问、代表建议
督办等多种形式，促进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这体现了雅安市
人大常委会追求“真实效”的履
职要求。

现在，雅安生态环境很好，
候鸟都不想走了，野生鱼保护
和补绿添花增彩工作成效也越
来越好。记者相信，雅安“鹰击
长空、鱼翔浅底、鸟语花香”的
生态愿景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