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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今年已经栽植了1.6万株樟子
松，计划栽4.4万株。”适逢造林的
季节，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达拉特
经济开发区建设局副局长高广良一
边带领着 300 多人在工业园区种
树，一边介绍。

“都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这绿水青山也需要打扮打扮。”高
广良说，“咋打扮呢？山顶植树造林

‘戴帽子’，山坡退耕种草‘披褂子’，
山腰兴修梯田‘系带子’，沟底筑坝
淤地‘穿靴子’。”

如此“梳妆打扮”是达拉特旗生
态建设的水土治理措施。

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位
于鄂尔多斯高原北部边缘、黄河南
岸，分布在达拉特旗、杭锦旗、准格
尔旗。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监测结果显示，库布其沙漠总面

积为141万公顷（2115.67万亩），其
中达拉特旗境内段东西长 150 公
里，宽平均19公里，面积29万公顷
（435 万 亩），占 沙 漠 总 面 积 的
20.5% ，占 全 旗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35.4%，完成治理面积108万亩，治
理率为25%。

长期以来，库布其沙漠在恶劣
气候条件肆虐下，不断向外扩张，吞
噬着草场、耕地和村庄，加之人为的
滥垦滥伐、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
和土地沙漠化，迫使许多人离开家
园、迁徙他乡。为改变这种状况，达
拉特旗采取了“南围北堵、中间切割
治理”的荒漠化治理模式和“梳妆打
扮”式的水土治理措施。

“南围北堵、中间切割治理”的
荒漠化治理模式就是在南、北两侧
营造生物锁边林草带，阻止沙漠南
侵、北扩、东移，利用天然的黄河内
蒙古段十大孔兑流域和修建穿沙
公路对沙漠进行切割治理。而“梳

妆打扮”式的水土治理措施，是通
过建设防护林带、设置沙障、飞播
造林、综合治理等方式，长期不懈
地进行植树造林、防沙治沙、改善
环境，实现由“沙逼人退”向“绿进
沙退”和“单纯治沙”向“治用结合”
的历史性转变，改善了周边空气质
量，减少沙丘滚动、扬沙、浮尘等恶
劣天气。

“城区和山上的树多了，水土保
持住了，居住环境变美了，这就是我
们一直期盼的。”树林召镇居民王爱
香说，每逢好天气，她都会约上几个
伙伴去户外健身，呼吸新鲜空气。

在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的过程
中，达拉特旗通过“党委政府主导、
农牧民为主体、国家项目带动、全社
会参与”的原则，不断开创全旗生态
建设新局面。2000 年到 2019 年
间，当地森林面积由125万亩提高
到368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0.2%提
高到28.9%，植被覆盖度由64.4%提

高到 78.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
2525元提高到19681元。

2000年以来，达拉特旗完成国
家及地方林业重点工程243万亩；
完成草原建设375万亩；完成水土
保持治理面积255万亩，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总面积达480.9万亩，水土
流失治理度由原来的20.3%提高到
现在的51.1%。每年的沙尘天气由
22次下降到7次。

随着生态建设与保护力度的不
断加大，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林沙产
业逐步壮大，有效带动了地区经济
发展，全旗沙漠面积由改革开放前
的4430平方公里缩减为2860平方
公里，其中沙化土地由110万亩减
少为30万亩，80万亩沙化土地改造
成为优质良田。

“实践证明，人居环境的明显好
转，农牧民收入的逐年递增，经济实
力的迅速提升，与生态建设有着密
切关系。”高广良说。

““梳妆打扮梳妆打扮””增颜值增颜值 人居环境绿靓美人居环境绿靓美

【【绿眼绿眼】】

【【新动能新动能】】

生态环保生态环保执行主编：胡芳 责任编辑：赵弘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1年6月10日 星期四8

【速览速览】

日前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年来
我国不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积极开
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及栖息地保护修复，有效
保护了90%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类
型、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85%的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种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据了解，我国许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
稳中有升，生存状况不断改善。通过扩繁和
迁地保护，目前已向野外回归了206种濒危
植物。为全面准确摸清资源底数，我国开展
了第二次野生动物和植物资源调查等工
作。与此同时，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建成国家公园试
点区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8万处。通
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全面保护修复生
态系统，改善扩大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使种
群得到休养生息。

（转自《人民日报》2021年 05月 24日
第01版）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加大

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群稳中有升

我区完成国家级
农田地膜残留监测
实地质量控制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近日，为做好
我区农田地膜残留监测工作，我区相关
部门在地膜覆盖重点地区对农田地膜残
留进行了长期定位监测。

据了解，本次作业对承担国家级农
田地膜残留监测任务的10个旗县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逐一实地质量控制，主
要核查了点位设置、取样方法、样品采集
及处理，同时在每个旗县取了3-5个平
行样方。

地膜残留监测工作是自治区下达
的一项长期监测工作，通过探索建立长
期连续稳定的农田残留地膜污染监测
网络，进一步加强农膜应用和残膜污染
的基础数据统计工作。通过长期开展
农田地膜残留监测工作，我区基本掌握
了重点区域农田地膜残留状况和变化
趋势，为加强地膜残留污染的监管、防
控及综合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技术
支撑。

丰镇市：
重拳治理黑河水生态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乌兰察布市
丰镇市重拳治理黑河水生态，逐步实现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丰镇市采取控源截污、节水减污、
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综合
治理措施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制定
了黑河水污染防治总体方案，重点实施
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东园
区污水处理厂零排放中水回用工程、西
园区污水处理厂及三家电厂零排放等
项目。实施了黑河上游自滨河公园起
向下游延伸9公里的河道整治，清理了
河底淤泥，平整了河道，实现了河水通
畅，从根本上避免了黑臭水体的形成，
对河道两侧10余处生活垃圾点及旱厕
（化粪池）进行了拆除、整治。针对沿黑
河两处平房区居民散排生活污水现状，
在黑河建设了污水导流坝，将生活污水
输送到污水管网。

接下来，丰镇市将继续对黑河城
区段另外 5公里左右的河道进行清淤
治理。

杭锦后旗：
人工造林6.97万亩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2020年，杭
锦后旗采取机械造林与人工造林两种方
式完成6.97万亩防沙治沙人工造林项
目。

这两种造林方式相结合，大大减少
了资金投入和人工投入，更好更快地完
成了造林任务，确保成活率达到了80%
以上。

杭锦后旗以“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为目标，加大沙产业
开发投入力度，成立了 24 小时管护
站，并采取沙障固定流沙、沙地飞播造
林、机械造林等实用技术，先后在沙区
开展了蚂蚁森林、退耕还林、封山（沙）
育林等一系工程，使得沙漠地区沙生
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多，形成了
以防为主、固阻结合，多种措施并用的
防沙治沙技术体系，林业建设取得了
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防沙治
沙效果明显。

□本报记者 赵弘

采访对象：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中
心绿地科工作人员崔苏琴

时间：2021年6月9日
地点：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

6月以来，呼和浩特市降水量明显增多，
给各类植被的生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蒿草
也进入到了生长期。不少市民直指蒿属植
物花粉是过敏性鼻炎的罪魁祸首，呼吁将其

“斩草除根”，尽早清理蒿草。
今年在蒿草的治理上，呼和浩特市有哪

些举措？记者采访了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
服务中心绿地科的工作人员崔苏琴，她介
绍：“本着‘早动手、早治理、早根除’的原则，
我们已经开始对蒿草‘下手’了。”

记者：治理和预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
作？

崔苏琴：我们不仅把治理蒿草作为一项
日常养护性工作，更是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
服务民生的科普工作积极开展。

治理方面：去年，我们将解决蒿草致敏
问题列为改善服务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专
门成立了高致敏蒿属植物科研课题组，同时
对全市绿地进行精细化管理，有效阻断了致
敏原。今年，清除蒿属植物再次列入工作计
划，我们在管养绿地的同时对蒿属植物进行
清除，同时继续动员全社会，抢在花期前开
展拔除蒿草的行动，以减少花粉传播，为市
民在游憩时提供良好的环境。

预防方面：今年，园林建设服务中心继
续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市民加强对致敏
蒿属植物的科普与认知，目前已经在市核心
公园、绿地等地张贴了高致敏蒿属植物识别
二维码、宣传海报等，引导市民科学规避过
敏源。

记者：蒿草治理有无方案可循？
崔苏琴：我们制定了《呼和浩特市高致

敏蒿属植物治理实施方案》，要求核心公园、
绿地、市四区园林部门对城区各居民小区、
街道路旁、绿化草坪内的蒿草和其他杂草进
行清理、割除，并根据蒿草反复生长的特性，
合理分配人员和设备多次进行清理。2020
年，还制作了《呼和浩特地区常见高致敏蒿
草识别手册》，加强了社会科普宣传，整治力
度和效果很好，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

早动手、早治理、早根除
呼和浩特市
对蒿草“下狠手”

大兴安岭林区、溪水边、客栈
旁……130多头梅花鹿三五成群，悠
闲踱步或寻觅美食，因是人工饲养，
这里的鹿较野生的鹿温顺了许多，
游人可和它们近距离接触，拍照、喂
食、甚至轻抚它，这些调皮可爱的林
中精灵则像好奇宝宝般的与游客互
动，歪头卖萌、尾随而行或可怜巴巴
仰望乞食。

这里便是兴安盟阿尔山市白狼
镇鹿村里的鹿园。鹿村是一个非常
小的村落，常住人口只有 28户、65
人，从 2009年开始，鹿村改变了原
有的单一发展思路，利用特色种养
殖产业发展梅花鹿产品深加工、旅
游纪念品销售和特色餐饮住宿业。

夏季，又到了梅花鹿长鹿茸的

季节，今年的旅游旺季也即将开
始。鹿村党支部书记郑晓林感慨
道：“我们鹿村过去都是林业工人，
放下斧头搞起鹿产业之后，名不见
经传的鹿村发生了太多变化，山川
更绿，水草更多，梅花鹿吸引着游客
纷至沓来。曾经以为放下斧头，我
们就会没吃没喝，如今靠着鹿产业，
我们林业工人不但有活干，还有钱
赚。”

目前鹿村有8家特色种养殖户、
15家旅游纪念品商店，全村24家林
家乐饭店旅店及洮源度假新村可同
时容纳700人就餐。这几年，村民们
依靠售卖门票、售卖饲养用品，人均
年收入达到了3.5万元左右，周边贫
困户实现了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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