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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李洋洋

“春有花，夏有果，秋季层林尽
染，冬季银装素裹，不时还能听到鸟
鸣蛙声。我们当地人都说，随着老
头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工作的深入开展，老头山不仅有四
季的静态美，还有林区热闹的动态
美。老头山越来越‘年轻’了。”老头
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所所长张艳青自
豪地说。

老头山位于兴安盟突泉县宝石
镇西北部，距突泉县城 100 公里，与
科右前旗接壤，主峰海拔高 1392.1
米，是大兴安岭余脉，也是兴安盟屋

脊。这里雨量适中，植被茂密，生态
良好，是蛟流河的主要发源地。汩
汩的蛟流河水流经突泉县的美丽乡
村，最终汇入洮儿河。

早些年，突泉县私自放牧现象
比较严重，特别是老头山自然保护
区周边，农户大多以养殖业为主，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过度放牧使
得老头山自然保护区植被遭到破
坏。

“那时，漫山遍野都是羊。羊啃
食草根、树根，植被根系一旦遭到破
坏，就很难再生长出来了！近年来，
随着环境保护整治工作的开展，羊
看不到了，生态区的环境越来越好
了！”张艳青说。

“这几年，林子里野生动物越来

越多，巡山时不时能看到野猪、狍子
啥的。”老头山防火员汤凤文说，“因
为这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
野生动物才愿意来‘落户’。”

突泉县大力实施“青山、碧水、
蓝天、净土”工程，持续打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坚持

“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把生态作为
核心竞争力来打造，全面推进城乡
绿化工作，仅 2020 年就完成人工造
林 6.7 万亩。

一手托起绿水青山，一手拓展
群众富路。依托越来越好的生态，
突泉县大力发展林果经济，将文冠
果种植作为一项富民产业倾力打
造，出台“先建后补”扶持政策，无
偿提供优质果苗，举办果树种植技

术培训⋯⋯截至 2020 年 5 月底，该
县已累计栽植优质文冠果 10 万余
亩。

“文冠果号称铁杆庄稼，叶子可
以做茶，果实可以入药，也可以用于
工业用油及食用油等，它的花也非
常漂亮。今年，我们公司的文冠果
基 地 产 量 大 约 在 1 万 斤 左 右 。 另
外，春季浇水抚育，秋季摘果，文冠
果种植还能带动一部分农民就地打
工赚钱。”突泉县众鑫林业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海利告诉记
者，下一步，县里要进一步扩大文冠
果栽植面积，完善产业链条，实现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进而推动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的发
展。

老头山越来越老头山越来越““年轻年轻””了了 黄河流域排查整治
入河排污口

计划2025年底前
基本完成

生态环境部日前启动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计划两年时间完成全流域排
查，到 2025 年底前基本完成整治工作。

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是从源头推动污
染治理、改善水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是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基础性工作。此次
排查整治范围确定为黄河干流（从青海河源至山
东入海口）和渭河、汾河、湟水河等重要支流，涉
及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
南、山东 9 省份 54 市（州、盟），排查岸线（两侧岸
线）全长 1.9 万公里并覆盖河岸两侧 1 公里区域。

同时，综合考虑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差异，生态环
境部将有序推进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
通过排查整治，将构建具有入库、管理、查询、统计、
分析、共享等功能的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大数据系
统，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效率和水平。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地方政府
要坚决扛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主体责任；要周密组
织实施排查，做到应查尽查、有口皆查，实现全流
域入河排污口“一本账”“一张图”；要继续强化技
术帮扶，让专家深入一线，提供技术指导；要严守
工作纪律，做好疫情防控。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 2019 年以来先后开展
了长江、渤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以及黄河入河排污
口试点排查，为开展黄河全流域排查整治打下了
基础，积累了经验。

（转自《人民日报》2021 年 03 月 29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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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
“量水而行”重监管

本报 3 月 31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西辽河流域 2021 年水量调度工作
3 月起展开。

2020 年，我区出台《内蒙古西
辽 河 流 域 水 量 调 度 管 理 办 法（试
行）》，按照“监全用水、管住取水、
推进节水、减退超水、保障生态水”
的要求，完成了地表水灌区取用水
监测设施建设、取水口核查登记等
工作。

今年，西辽河流域“量水而行”
重点工作包括强化用水总量管控，
细化区域地表水和地下水用水总
量指标管控分解，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进一步完善提升重要河流
基本断面水量及地下水位监测设
施，加强取水口监管，开展取水口
专项整治；继续开展西辽河常规水
量调度，疏浚河道。同时，严格地
下水管控，落实地下水水位变化通
报制度，对地下水超采区进行动态
管理。

包头市境内
野生脊椎动物达302种

本报 3 月 31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
截至目前，包头市野生脊椎动物达
302 种。

包头市的森林、草原、湿地三
大生态系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
良好的生存环境。近年来，该市持
续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
性不断增强。据调查显示，包头市
现有野生植物 81 科 316 属 686 种，
其中国家Ⅰ级保护植物有 1 种，为
大花杓兰；国家Ⅱ级保护植物 15
种，包括草麻黄、绶草、黄耆等。

该市现有的 302 种野生脊椎动
物中，野生鸟类有 250 种，季节性迁
徙途经该市的野生动物也在逐年
增加，其中不乏亚欧大陆珍稀野生
动物。历史监测数据显示，该市有
国家Ⅰ级保护鸟类 13 种，包括大
鸨、黑鹳、遗鸥、白尾海雕等；国家
Ⅱ级保护鸟类 26 种，包括大天鹅、
疣鼻天鹅、白琵鹭、灰鹤、秃鹫等。

乌梁素海
综合治理步伐加快

本报 3 月 31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2020 年，河套灌区重点工作成效显
著，乌梁素海综合治理步伐加快。

去年，河套灌区编制完成《乌
梁素海生态修复补水专用通道工
程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乌梁素海
流域生态修复试点工程，完成海堤
综合整治、湿地生物过渡带建设、
排干沟疏浚清淤等建设任务，实现
了湖区养殖、人工湿地、生态补水、
内源治理等的有序运行。同时，积
极推动乌梁素海“渔民上岸、退渔
还湖”政策落地落实，组织完成乌
梁素海生态补水 6.25 亿立方米，湖
区水质总体稳定在Ⅴ类。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摄影报道

这几天，位于磴口县城西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施工现
场人头攒动、好不忙碌。工人们仔细地用麦草压埋沙障，栽
植固沙植物梭梭，为乌兰布和沙漠再添新绿。

今年，巴彦高勒镇旧地村农民马金龙承包了 2000 亩
地造林，每天领着 30 多个人早出晚归栽种梭梭，一天能种
60 多亩。“我参与生态治沙 20 多年了，造林虽然辛苦，但看
着沙漠一天天变绿，生态越来越好，我们感觉很值得。”

磴口县境内乌兰布和沙漠面积 426.9 万亩，占全县国
土面积的 68.3%。近年来，磴口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乌兰布和沙区近 200 万亩沙漠披上“绿装”，
并以每年 3.5 万亩的治理速度推进，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
的 5.85%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20.56% ，林 草 覆 盖 率 达 到
37%。2020 年，乌兰布和沙漠生态治理区被评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沙区添新绿

林带锁边
飞播覆绿
□本报记者 李晗

采访对象：阿拉善左旗林业工作站站长刘宏义
时间：2021 年 3 月 27 日
地点：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苏木图嘎查头

道沙子飞播造林区

记者：我们看到，通过飞播造林，当地的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了。请问阿拉善左旗为何把飞播
造林作为生态建设的主要措施之一？

刘宏义：阿拉善左旗地处干旱荒漠区，干旱
少雨、风大沙多，境内分布着腾格里和乌兰布和
两大沙漠，沙化及荒漠化面积近 6.4 万平方公里，
占全旗总土地面积的 79.3%。

为改善生态环境，阿拉善左旗坚持不懈地进
行绿化造林和荒漠化治理，从 1984 年开始进行
飞播造林试验，利用 8 年时间总结出一套适合本
地实际的飞播造林治沙实用技术，这一成果打破
了国际学术界“降水量 200 毫米以下飞播禁区”
的论断。之后，飞播造林作为阿拉善左旗林业生
态建设的主要措施开始推广应用。飞播造林具有
规模大、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很适合阿拉善地
广人稀的特点。“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等
工程的实施，为阿拉善左旗林业生态建设提供了
千载难逢的机遇，飞播造林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记者：通过多年的飞播造林，阿拉善左旗在
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刘宏义：阿拉善左旗已经在腾格里沙漠、乌
兰布和沙漠建成 2 条绿色林带，通过飞播造林，
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向“人逼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截至 2020 年，累计在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
沙漠飞播造林 591 万亩，成林面积 367 万亩，占
全旗飞播总面积的 62%。

在腾格里沙漠东缘，建成了间隔长 350 公
里、宽 3 至 20 公里的生物治沙带；在乌兰布和沙
漠南缘，建成了间隔长 110 公里、宽 3 至 10 公里
的生物治沙“锁边”带。飞播造林让全旗的流动
沙丘趋于固定和半固定状态，生态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有效阻挡了两大沙漠的前侵蔓延，形成了

“绿带锁黄龙、沙漠披绿装”的壮丽景观。

呼伦湖湿地呼伦湖湿地。。 ((自治区水利厅提供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栽植梭梭苗。

给刚栽的梭
梭苗浇水。

埋压网格沙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