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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湾碧水润乡村一湾碧水润乡村

【【新动能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李国萍

站在隆胜水库边，目之所及，一湾
碧水倒映着青山倩影，银鸥翩翩起舞，
犹如一幅水墨丹青画卷。这座位于乌
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拐角铺河的水
库，属于黄河一级支流大黑河。虽然
全面完工时间不长，但是对于周边的
生态环境和下游老百姓的惠泽由来已
久。

寒露时节，卓资县复兴乡口子村
秋意盎然，瓜果飘香。一大早，64 岁
的村民宁三平来到家门前的菜地，抱
起一根根沾着露珠的成熟玉米。“前几
天虹豆、玉米、土豆都陆续收割完了，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宁三平满脸兴
奋地说。该村距离隆胜水库最近，属
于上游地段。从宁三平记事起，村南
边上就有一条由北向南的小河流，只
是流水时断时续，曾经一度饱受旱涝
侵害。雨季担心洪水进家，旱季心焦
无水进田。10 年前，卓资县开始着手
修筑水库大坝，这样就可有效控制上
游来水，储水用水都能得心应手。从
那时起，乡亲们种地养殖就再没有为

难过。2015 年，当地水利部门修建了
防渗区，乡亲们更是有了一条常年流
水的“幸福河”。

依靠这条“幸福河”，口子村老百
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家家户户走上
种养结合的路子。前几年修建隆胜水
库，门前的 105 省道不能通车，出行不
太方便。“这下好了，水库建成了，道路
畅通了，农产品、牛羊肉就不愁卖了。
听说县里还要大搞旅游业，村民们就
盼着这一天了⋯⋯”憧憬着未来的生
活，宁三平眼里透着光。

隆胜水库是卓资县有史以来投资
规模最大、建设任务最重、建设难度最
高的一项惠民工程。河长 48.8 千米，
最大坝高达到 48 米，站在坝顶向下
看，一泻千里。2016 年主体工程基本
完工后，当年便开始落闸蓄水。截至
目前，水库的基建工程完成投资已达
8 亿元，是一座设计总库容 4356 万立
方米，有效库容 2678 万立方米的中型
水库。

据卓资县副县长张文魁介绍，水
库的建设，可有效控制上游来水，农业
用水可达到 658 万立方米，2.2 万亩农
田可实现全面灌溉。能为旗下营工业

园区提供用水 380 万立方米，为下游
提供生态供水 300 万立方米。同时，
还能提高防洪标准，农田村庄的防洪
标准由 2—5 年提高到 10 年一遇，旗
下营镇、京包铁路、京包高速的防洪标
准由 10 年提高到 50 年一遇。

一条河流，养育一方儿女；一座水
库，成就一片绿洲。

复兴乡西大同营村作为该乡最西
面的一个村庄，离卓资县大约 50 多公
里。上个世纪 90 年代因为缺水，种地
没有收成，养殖不成规模，土地租金每
亩一年 50 多块钱都租不出去，不少老
百姓选择外出打工。回忆起前些年的
光景，西大同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杨长青
不禁感慨。“这几年大变样了，自从开始
建设隆胜水库，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有了水，村民们种植的都是高产作
物，成片的玉米、虹豆、甜菜，每年行情
都不错，加上亩产高，收入看涨。”

有了水，生活就有了希望。现在，
西大同营村不少外出打工的人都陆续
回乡发展，有的搞起了养殖，规模化的
养殖场每户达到几百头牛，小规模的
每户也有几十头牛。还有人依靠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搞起了旅游，建起了

民宿。
依靠黄河一级支流大黑河，卓资

县境内河长达到 87 公里，流域面积
2531.75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占全县
总面积的 81.2%。这条支流发源于十
八台镇哈力盖图，由东向西出卓资县
进入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经托克托
县河口镇流入黄河。这些年，当地深
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抓好重大
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奋力构筑起黄
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不仅实
行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还
加快了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审批。

从防洪、灌溉，到供水、发电，再到
生态和旅游建设，依靠隆胜水库，当地
实现了涵养水生态、丰富水文化、做活
水文章。“这几年，我们这里的九龙湾、
林胡古塞、红石崖已经成功获批国家
4A 级景区，下一步县里拟规划建设隆
胜水库风景区项目，使水库在服务农
业灌溉、工业用水的同时，也成为一处
名胜旅游风景区，真正实现高质量发
展。”张文魁说。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采访对象：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
局自然保护地管理科郝利忠

湿 地 是 人 类 重 要 的 生 存 环 境 之
一。10月 1日，《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
例》正式实施，开启了运用法治手段有效
保护呼和浩特市湿地资源的帷幕。为此，
记者采访了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自
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郝利忠。

记者：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在湿地
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实质性工作？

郝 利 忠 ：首 先 开 展 了 湿 地 资 源 普
查，对全市 3.33 万公顷湿地进行更新调
查，动态掌握最新底数；建立了市、县两
级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制定湿地保
护工作计划，科学指导各旗县区开展工
作；加强对湿地资源的监管力度，强化
部门联合执法，对破坏湿地的行为，及
时予以制止惩戒；积极推出呼和浩特市
第一批盟市级湿地名录的建立，从湿地
资源保护要求出发，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适宜地区建
立市级湿地名录，特别是对那些生态区
位重要或野生动植物栖息的自然湿地，
加大保护力度，实行严格有效的保护。

记者：《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
的实施，是加强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
稳步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
下一步，要怎么做？

郝利忠：接下来，我们将从多方面
入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动湿地
保护与修复。包括全面推行林长制，年
底前全面建立市、旗（县区）、乡镇（街
道）、村四级林长制责任体系，通过建立
最严格的森林草原湿地保护管理体系，
对所有重点生态区域林草资源实现网
格化管理，配齐护林（草）员、技术员、执
法员，确保林草管护全覆盖、无死角；抓
紧制定出台《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修复
制度实施方案》，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专
项整治行动，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湿地
保护修复制度；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
段，强化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灾害监测预
警和防控体系建设，实现资源管护数字
化、智慧化、系统化。

好生态需呵护
呼市全方位跟进
湿地保护与修复

蓝天下的金黄令人目眩蓝天下的金黄令人目眩，，深秋的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美不胜收深秋的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国萍李国萍 摄摄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国萍）记者日前从呼和浩特市
环境科学学会了解到，来自中国
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等国家部门、
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来自内蒙
古各大高校、研究所和各大企业
共 85 位专家学者正式加入呼和
浩特市碳达峰、碳中和科技服务
团，成为呼和浩特市“双碳”智库
第一批专家。

“目前碳汇人才缺乏，急需更
多专业人才开展专项研究，为呼和
浩特市生物碳汇计量监测提供技
术支持和创新研究。”作为首批入
库专家，内蒙古蒙草集团碳汇研究
院院长王君芳说。据了解，今后呼
和浩特市“双碳”科技服务团智库
将配合政府开展碳达峰、碳中和服
务工作。面向基层、面向企业、面
向群众，开展企业技术需求常态化
跟踪服务。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建设，推进资源和产业融合发
展。促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实
现低碳转型、技术升级。

呼和浩特市
“双碳”智库
首批 85 位专家入库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国萍）记者从乌兰察布市凉城
县岱海综合治理指挥部了解到，
目前，凉城县坚持问题导向，全面
科学系统地推进岱海水生态综合
治理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据了解，当地正从多方面入
手，确保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项
目按期完工并发挥作用。包括盯
紧目标进度，做好滩区地下水水
位回升和岱海流域用水总量控
制，确保如期完成任务；做好岱海
水生态恢复试点工程，开展好鱼
类放养试点试验，为下一步渔业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倡导居民使
用智能水表，按量见量收费，乡村
逐步实行阶梯水价，增强用户的
节水意识；做好环岱海周边村庄
环境卫生整治，有效控制面源污
染。以此共同推动岱海水生态综
合治理顺利实施，努力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
机统一。

凉城县
将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
落实落细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帅政）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获悉，为加强生态环境联合执法，
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实
现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无缝对
接，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
然资源厅、水利厅、农牧厅、林业
和草原局联合制定了《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工作规程

（暂行）》（以下简称《工作规程》）。
《工作规程》细化多项工作机

制，以实现部门间协同执法。建立
联合会商机制，各相关部门对案情
重大、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
生态环境问题，联合制定打击对策
和工作意见；建立定期与随机执法
机制，研究部署联合执法行动，加
强平时随机共同执法沟通，在执法
过程中加强协同配合；建立案件移
送机制，共同做好案件移送办理；
建立生态环境领域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案件双向、多向咨询制度；建
立联合培训交流机制，互相了解和
熟悉生态环境执法业务等，推进信
息资源共享。

自治区多部门联动
让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无缝对接

□本报记者 霍晓庆 通讯员 赵婷 摄影报道

寒露时节，巴彦淖尔大地林果飘香。鸡心果、苹果梨、早酥梨、葡萄、各种小杂果硕
果盈枝，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特色经济林添绿增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银
行”。

近年来，为推动经济林产业高质量发展，巴彦淖尔市先后出台各种惠民政策，成立
经济林产业协会，组建经济林专家组，为经济林产业、广大企业和果农进行指导服务。
各旗县区已经形成“政府+农户+基地”“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有效发展模式。

今年巴彦淖尔市争取各类项目资金 3000 余万元向经济林产业发展倾斜，重点打
造标准化示范园 15 个，利用村集体土地合力打造经济林示范园项目 13 个，新栽各类
经济林 19008 亩，主要品种有梨类、鸡心果、小杂果等。

硕果盈枝

添绿增收 早酥梨园。

苹果熟了。

枸杞红了。

采摘葡萄采摘葡萄。。

“像石斛、重楼这样的名贵中药材还
好认些，比较冷门的黄精很多人都不认
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普洱支队队员
郭元丰说，难以识别，给草本植物的保护
带来了挑战。

随着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正式公布，在云南，就地保护、人
工繁育等一系列保护措施持续推进，一些
珍稀濒危草本植物有望得到更多呵护。

郭元丰长期在森林保护一线工作。
他告诉记者，当前野生草本植物保护形势
较为严峻，“公众的相关保护意识比较薄
弱，一些商业价值较高的野生草本植物像
石斛、重楼等，都是被采集的主要对象，过
度采挖对野生植物资源影响很大。”

“有时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在不经意
间伤害珍稀濒危植物。”长期致力于兰科
植物保护利用研究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研究员张石宝表示，“生境破坏
和人为采挖是导致野生植物种群减少的
主要因素，合理的人为辅助手段有助于
草本植物野生种群的恢复。”在张石宝看
来，随着种子无菌萌发等技术的成熟，可
以实现不少草本植物的规模化繁育，一
些人工繁殖的幼苗可以回归到原生地，
恢复野生种群。

转自《人民日报》（2021 年 10 月 12
日 11 版（节选）

开展就地保护、加强人工繁育，云南——

给草本植物更多呵护

【【绿眼绿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