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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篇语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最后攻
关之年。

这5年，是家底殷实的5年，是“含金量”更足的5年，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强的5年。
这5年，位于祖国北疆的锡林郭勒盟稳步实施“十三五”规划，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发展动力持续

增强。
当下，“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

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在这一重要的宣传节点，本报推出《十三五——来自锡林郭勒的汇报》系列特刊，聚焦“十三五”期间

锡林郭勒盟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展示在祖国北疆冉冉升起的绿色大盟之亮丽风采。

昔日京津昔日京津风沙源风沙源 今日首都今日首都““后花园后花园””
——锡林郭勒盟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纪实

□巴雅尔图 巴依斯古楞

美丽锡林郭勒
绽放生态之美

“十三五”期间，锡林郭勒盟保持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
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系，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盟
生态环境质量得到稳步提升，美丽锡
林郭勒建设呈现出崭新局面。

该盟把改善空气质量作为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认真按照《锡林
郭勒盟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
工业炉窑、挥发性有机物等综合整治
行动，加大散煤治理和燃煤小锅炉淘
汰力度，加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体
系建设，切实解决大气环境突出问
题。2020年1—9月，被考核城市锡林
浩特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8.9%，较
2015年提高4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
浓度较2015年明显降低，特别是细颗
粒物（PM2.5）10 微克/立方米，降低
47.37%，全盟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
全自治区第一，公众蓝天获得感和幸
福感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该盟把水环境质量“只
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一条红线，认真
按照《锡林郭勒盟水污染防治三年攻坚
计划实施方案》，切实打好河湖水质改
善、饮用水安全保护、农业农村污染防
治等关键战役，积极开展城镇生活污水
和工业污水治理，促进全盟水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2016—2019年，国控大河
口断面水质保持Ⅲ类，锡林河断面水质
保持Ⅴ类及以上，实现考核目标要求。
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污水处理率已
达到95%以上，旗县（区）污水处理率已
达到85%以上。全盟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78.5%，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装备配套率达90%。氨氮总排放量
较 2015 年累计削减 481 吨，下降
29.51%，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全盟水生
态环境安全进一步巩固。

锡林郭勒盟还把有效保障土壤环
境安全作为一条底线，认真按照《锡林
郭勒盟土壤污染防治三年攻坚计划实
施方案》，深入开展土壤污染详查，稳
步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强化
未污染土壤保护，加强土壤污染源监
管。“十三五”期间，全盟土壤环境质量
整体良好，无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
未发生土壤污染事件，污染地块安全
利用率100%，重视土壤、保护土壤的
社会氛围日益高涨。

“十三五”期间，锡林郭勒盟将
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18 项和 2018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及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专项督
察反馈意见24项均已全部整改完成，
完成率100%。

“十三五”期间，锡林郭勒盟共争
取 各 级 各 类 环 境 保 护 专 项 资 金
19932.83万元，实施各类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项目126个，全盟生态环
境保护和治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还
实现了全盟所有旗县市（区）移动执法
系统全覆盖，科技化、信息化的执法模
式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提高了工
作效能。2016年以来，通过开展各类
专项执法检查，共依法立案查处环境
违 法 案 件 808 件 ，处 罚 金 额 共 计
4746.1038 万元，保持了环境执法监
管的高压态势。

（本版图片由锡林郭勒盟生态环
境局、锡林郭勒盟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锡林郭勒盟位于
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是距首都最近的大草
原。锡林郭勒草原总
面 积 19.2 万 平 方 公
里，是内蒙古草原的
主体部分，占全区可
利 用 草 场 的 26.5% 。
全盟林地总面积 5860
万 亩 ，湿 地 总 面 积
1892 万亩，各级各类
自 然 保 护 地 23 个 。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
富多样的自然资源，
决定了锡林郭勒盟在
构筑北方生态安全屏
障中的重要地位。

“十三五”期间，锡
林郭勒盟始终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把内蒙古
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的嘱托，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考察
内蒙古时重要讲话精
神，切实增强政治站
位，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积极推进
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实
施一系列保护治理措
施，探索草原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生态环境持
续恢复改善。

2018年以来，每到春季，锡林浩特
市巴彦宝拉格苏木巴音哈日阿图嘎查
牧民斯琴图便给家里的1万多亩草场

“放假”，把近 700头只牲畜圈起来饲
养。“我觉得春季休牧这个政策对保护
草场大有益处，因为此时的牧草刚刚发
芽，经不起牛羊们‘折腾’，一个月的休
牧能让草场得到休养生息，还可以防止
牲畜春季‘跑青’，有效降低掉膘率。”斯
琴图说。

春季牧草返青期禁牧、农区禁牧、
沙区禁羊等措施的相继实施，是锡林郭
勒盟以制度之力筑牢生态文明之基的
生动实践。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把制度体系建
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立足
本地实际，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出台
相关改革方案，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
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
轨道。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
赔偿、责任追究”谋划设计，先后出台《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意见》《进一步
加强草原保护利用建设促进全盟草原生
态持续好转的实施意见》《禁牧和草畜平
衡监督管理办法》《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
管理办法》等90多个制度性文件，初步
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生态管
理逐步迈入了规范化轨道。

探索实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办法》《旗县市(区)党委书记
抓生态建设述职制度》及约谈问责制
度，编制完成草原、森林等资源资产负
债表，在全区率先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保护任期考核制度，全面落实领导责
任制，推动林草生态保护建设各项措施
落地见效。以生态功能区、敏感区、脆
弱区和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为重点，
将盟域面积的62.35%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实行严格保护。

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锡林郭勒盟
委、行署研究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
决定》，细化实化具体落实措施。

制度建设重在执行和落实。锡林郭
勒盟强化打草场保护管理，全面推行轮
刈、留茬、留籽带等各项保护措施，有效遏
制了商业化掠夺性经营；建立草牧场流转
服务平台，规范草牧场流转；推进“全盟大
数据森林草原生态监测监控平台”项目建
设，着力提高监管效能；加强执法监管，通
过处罚、约谈、追责、移送司法机关以及典
型案例通报、曝光等手段，开展“常态化”
监督检查和“组合拳式”综合执法，破坏草
原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制度建设护航绿色发展

登上宝格达山顶向远处眺望，漫山
遍野的樟子松昂首挺立，别有一番景致。

“从2012年启动实施宝格达山生态
保护建设工程以来，5年间完成人工造林
30.89万亩，我们再造了一个宝格达山。
今后要进一步加大管护力度，努力实现
水清、草绿、天蓝、生物多样性的目标。”
宝格达山林场负责人满脸自豪地向笔者
介绍。

乌拉盖河源头宝格达山生态保护
建设工程是锡林郭勒盟加强生态修复
治理，扎实推进生态保护重点工程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牢固树立“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
坚持自然修复和工程治理相结合，遵循
植被生长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重
点治理重度退化草原区，提前干预中度
和轻度退化草原区，以科学的态度修复
治理退化沙化草原，草原生态治理成效
明显，草原生态功能全面恢复提升。

2000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依托京
津风沙源治理、草原生态补奖、小流域
治理、退耕还林还草、造林补贴等项目
支撑，以“六个百万亩”工程为抓手，统
筹推进退化草原、两大沙地、四个水系

等重点区域修复治理，累计完成草原建
设面积2200万亩、林业建设面积2010
万亩。

盛夏时节，走进浑善达克沙地，眼
前的绿意葱茏让人流连忘返，这片昔日
黄沙漫天、威胁京津地区的“大沙盆”，
如今变成了生态绿洲。

20年来，锡林郭勒盟累计治理浑善
达克沙地1382万亩，基本形成沙地南缘
长420公里、宽1至10公里、横跨5个旗
县的生态防护体系，基本“驯服”了这匹狂
躁的“野马”。全盟流动、半流动沙地面积
缩减到710万亩，较2000年减少1058万

亩。特别是浑善达克沙地流动沙地面积
占沙化土地面积的2%，达到了上世纪六
十年代比例，森林覆被率从上世纪末10%
左右提高到19.8%，最南缘的多伦县林草
综合植被盖度由20年前的30%提高到
80%。

2019年，锡林郭勒盟投入资金1.27
亿元，启动实施了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
态修复治理国家试点及自治区生态修复
治理项目80万亩。坚持绿则存、不绿则
退，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加快推
进绿色矿山建设，累计投入资金28.2亿
元，完成治理面积246.6平方公里。

北疆筑起“绿色长城”

2003年，正蓝旗桑根达来镇恩克
宝力格嘎查牧民阿佈日米德将家中的
300只羊全部出售，养起了良种肉牛。
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他家西门塔尔牛
均达到三代以上标准，头数保持在40
头左右，每年接犊35头、出栏35头，除
去各项开支，年纯收入达到30万元。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的畜产品
生产基地，畜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牧
民增收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
年来，针对牲畜头数常年居高不下，畜
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简单粗放，过度向大
自然索取的问题，锡林郭勒盟加快调整
畜牧业结构，大力推进“减羊增牛”，推
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阿佈日米德就

是通过“减羊增牛”实现生态保护与牧
民增收双赢的典型代表。

为确保“减羊增牛”取得实效，让负
载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锡林郭勒盟认
真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将
全盟2.7亿亩草场纳入政策范围，划定
草畜平衡区2.2亿亩、禁牧区0.5亿亩，
草畜平衡奖励和禁牧补助均比第一轮
提高。实行政策落实与补奖资金发放
挂钩机制，实现禁牧区“零放牧”、平衡
区不超载。

在引导牧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的同
时，锡林郭勒盟着力抓好龙头企业培育、
畜产品加工水平提档、育肥业发展、优势
品牌打造、新业态销售网络建设、农(牧)

企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等工作，推动传统
粗放式畜牧业向绿色高质量现代畜牧业
转型升级，实现减畜不减收、增绿不增
负。2019年，全盟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7391元，比2016年增加
了4203元。

生态环境的好坏，归根结底取决于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近年来，锡
林郭勒盟委、行署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把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主攻现代畜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文化
旅游业三大产业，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
业，加快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
代产业体系，着力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
济体系。

今年，锡林郭勒盟郑重承诺：不再在
草原开口子新上矿山开发项目，不再在
草原核心区规划建设风电、光伏项目，统
筹推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努力从根
本上减轻日益趋紧的生态环境承载压
力，促进永续协调发展。

目前，全盟草原植被盖度较20年
前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平均盖度为
46.78%，草群结构也趋于优化、草地生
产能力明显提升，平均亩产干草量60
公斤，较20年前提高了50%左右，草原
沙化退化呈现“总体遏制、局部好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绿色发
展为底色的锡林郭勒盟，在生态文明建
设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

绿色转型之路越走越宽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候鸟栖息乐园。

工矿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退耕还林项目区退耕还林项目区。。

蓝天绿地构成了锡林郭勒的底色。

建设中的特高压送电通道。 农防林建设。 主通道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