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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
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持续改善城乡环境。要
强化源头治理，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加大重点行业、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力度，发展清
洁生产，加快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摘自 2021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加快建设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包思勤

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生态文明建设始终高度重视，
一以贯之地要求内蒙古保持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
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要保护好内蒙古生
态环境，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并首次提出

“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是针对内蒙古
治沙任务较重而增加了一个“沙”字，从而也丰富了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我
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担
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进一步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

专家点评

锚定“绿色”
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安华祎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每当听
到这首动听的歌曲，人们眼前便会浮现出内蒙古草原
独有的美景。保护好内蒙古生态环境，筑牢祖国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重要要
求，也是我们必须自觉承担的重大责任。

解开思想的扣子，才能迈开行动的步子。筑牢祖
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观念的转变是前提。体现在实
践中，就是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下更大的决心、付出更
为艰巨的努力改变不合理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
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
大代表周义哲向总书记介绍自己从“砍树人”变为“看
树人”的经历，让人印象深刻。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方能守护好内蒙
古这方碧绿、这片蔚蓝、这份纯净，让绿水青山常在、
生态优势永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自觉担负起构筑祖国北疆万
里绿色长城的重任，既需要上层的顶层设计，也需要
基层的躬身践行；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倡导垂范，也需
要社会各界的多方参与；既需要价值层面的引导动
员，也需要制度体系的规范约束。上下同心、干群同
力、久久为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继续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才能让万里绿色长城永驻北疆，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
应有贡献。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森林覆盖率达到
23%，森林面积、蓄积量持续“双增长”，乌梁素海波清
水净百鸟翔集，库布其沙漠绿进沙退“点沙成金”⋯⋯
回看来路，内蒙古保护生态环境、建设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已是硕果累累；启航新程，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前行、稳扎稳打攀高，就
定能让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的“颜值”更高、“气
质”更佳，根基更厚、成色更实。

山青草翠 绿润北疆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生态是内蒙古的责任和潜力。
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逐绿前行，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

平，肩负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内蒙古目标明确，步履坚定，在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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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巴依斯古楞
胡日查 高敏娜

在生态版图上，内蒙古可以这样描述：横
跨“三北”、毗邻八省，绿草苍苍、林海茫茫，河
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是我国北方面积
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

从生态定位上，内蒙古可以这样描述：是“东
北森林屏障带”和“北方防沙屏障带”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北方地区的“水塔”和“林网”，是三北地
区乃至全国的“挡沙墙”和“碳汇库”。

浩浩乎山川如画，荡荡乎江河倾心。内蒙
古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在生态文明建设

“全国一盘棋”中落子如飞，步履坚定地走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上。

苍翠满目、绿意盎然，昔日的荒凉瀚海毛
乌素沙地，如今每到夏季生机勃勃；

牧草青青、牛羊肥壮，一度严重沙化的呼
伦贝尔大草原重披绿装；

绿荫如盖、枝叶婆娑，曾经“沙丘会打滚、沙
坨能长腿”的敖汉旗已荣列国家级林业科技示范
县、中国再造秀美山川先进旗⋯⋯

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绿色账才是最划算最长远的发展账。读懂绿
水青山的分量后，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咬定

“绿色”不动摇，笃定前行闯新路。
“乌梁素海生态综合治理是一项长期的

系统工程，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深入研究生态系统的内在机理，尊重自然规
律，注重综合施策，明确治理目标、加大工作
力度，久久为功地抓下去，确保取得更加扎实
的成效。要加大力度推进生态补水工程，在
促进水循环中改善水生态。要把推进生态综
合治理与发展现代农业联动起来，持续用力
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努力从源头上减少
和控制污染物排放。”3 月 16 日至 17 日，自治
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巴彦
淖尔市调研时强调。

放眼 118 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大地，各族
干部群众不断凝聚绿色之力，担起了筑牢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职责使命。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
施国家重点工程，推进大青山生态修复和重
点区域绿化，推进“蚂蚁森林”公益造林。

——科学配置林草植被，宜乔则乔、宜灌
则灌、宜草则草，推广使用乡土树种、良种壮
苗，改良草种，探索低密度造林。

——开展保护过境候鸟等一系列专项行
动，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严厉打击破坏森林、
草原、湿地及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行为。

从保护到修复，从制度到实践，内蒙古把
生态责任担在肩上、落到实处，矢志不渝要将
绿色万里长城铺展在祖国正北方。

镜头 1——
给家里1万多亩草场“放假”

又是一年春来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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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筹
划着给家里的 1 万多亩草场“放假”。

斯琴图家的草场享受“放假”待遇，已是

第 4 个年头。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春季休牧已
经被广大牧民们普遍认可并自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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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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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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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实行严格保护。

在2020年全国两会结束后，锡林郭勒盟研究
制定了进一步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细化措
施，并郑重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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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

初春时节，登上位于东乌珠穆沁旗的宝格
达山向远处眺望，漫山遍野的樟子松昂首挺立，
恣意渲染着春的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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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地向
记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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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修复治理退化沙化
草原，草原生态治理成效明显，草原生态功能得
到恢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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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 2——
让绿色成为发展中最动人的色彩

“每年的 3 月份，我和同事们就开始长达半
年的瞻望工作，每天利用高倍望远镜全天候监
测火情火警。”在位于兴安盟阿尔山市白狼林
业局海拔 1539 米的三广山瞭望塔内，瞭望员宋
玉峰每天早上 6 点就要起床忙碌。检查完对讲
机的电量，他便开始了登塔巡护。最近正值防
火高风险期，需要 24 小时不间断的瞭望观察，
宋玉峰三餐都在塔上解决，一旦发现火情，可以
第一时间向指挥部报告。

“天上有卫星，山顶有瞭望塔，地面有巡护
员。”眼下，为防止火情死角，防治病虫灾害，严
禁滥砍滥伐、滥捕滥猎，在阿尔山各林区，1700

多名管护员分布在林间路口，形成网格化管理，
全天候严密守护着这一片绿色。

对于依山而建、因水得名、与林为伴、以旅而兴
的阿尔山市而言，绿色是这里最美的底色。

近年来，阿尔山市赢得了“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两块金字招牌，先后荣获“中国气候生态
市”“中国天然氧吧”“冰雪旅游十强县”“中国会
展业金熊猫奖”等殊荣，为绿色高质量发展积聚
了新动能。

下一步，阿尔山将进一步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成果，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国
土绿化行动，完成森林抚育 3万亩、封山育林 1万
亩、退化林修复1万亩，新增三北防护林1千亩，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7万亩。深入实施取料场恢复治
理工作。建设完善“互联网+口岸纪念林”基地。全
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逐步健全森林、水体保
护体系。建设完成口岸地区防火检查站、综合训练
场及景区智慧防火等项目。坚决打击乱砍滥伐、乱
捕滥猎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
护，加快推进新一代多普勒雷达项目建设，完成黄
羊及其他野生动物通道开设和自然保护区勘界立
标工作。

“我们还将推广绿色发展方式，完成‘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实践馆建设，多渠道开展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绿色理念，引导广大市民树立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阿尔山市代市长王
晓欢说，阿尔山要继续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创造更多“绿色福利”，努力把绿水青山
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让绿色成为发展
中最动人的色彩。

从“增绿量”到“增颜值”，从“护根基”到“强
保护”，从“护生态”到“谋致富”，内蒙古先行先
试，为全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智慧
和经验，全面开启“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新征
程。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步。生态文明制度
不断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明显优化，生态
环境恶化的条带、点位、区块有效治理，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
用效率大幅提高，节能减排治污力度持续加大，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城乡人居环境进一步
改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有效提升，优质生态
产品供给扩容增量、价值实现机制基本形成，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

高层次谋划和高起点布局，超前的认识和
清醒的判断，蕴含着内蒙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坚定决心。

生态安全格局全域推进：整体谋划、一体修
复的新举措，将让草原、森林、河湖、湿地、沙漠
等得到全方位呵护和系统治理；

污染防治行动持续深入：重拳出击的力度
更强、范围更广，将进一步巩固扩大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成果；

资源开发利用高质高效：通过划定资源开
发的边界和底线，全面开启资源节约、集约、循
环利用新时代。

探寻、坚持、创新，内蒙古以绿为底绘蓝图，
在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征途上奋
力前行。

’’

取缔违规占用草原的旅游景区景点取缔违规占用草原的旅游景区景点397397 家家；；
完成营造林完成营造林13721372..66 万亩万亩、、
种草种草16871687..55 万亩万亩，，
大兴安岭及周边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大兴安岭及周边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还湿6060 万亩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