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公布全国首批 9
个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和 9 个美丽河湖提名
案例。位于阿尔山市的哈拉哈河（阿尔山
段）成功入选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为我区
唯一入选案例。

近 年 来 ，自 治 区 持 续 打 好 碧 水 保 卫
战，让滋润一方土地、养育沿岸百姓的“母
亲河”“母亲湖”重焕生机，哈拉哈河（阿尔
山段）就是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的成功典
型。

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
国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实践。我区在进行
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时，应积极探索美丽
河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契合点，积极探
索美丽河湖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
径，同时利用“金山银山”反哺美丽河湖保
护与建设，实现“美丽河湖”和“金山银山”
的双向转化。同时，应注重创新驱动和社
会参与，以持之以恒的水环境治理促进休
闲旅游、绿色产业繁荣，在社会经济发展
进程中充分凸显生态要素，不断加强河湖
环境保护与建设，形成良性循环，让美丽
河湖成为内蒙古的新名片。

让“美丽河湖”
成为新名片

◎帅政

【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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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绿眼】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听说有只‘傻狍子’挂在了路边的
铁丝网上，得赶紧去看看它有没有受
伤。”2 月 10 日，不顾风雪严寒，兴安盟
科右中旗公安局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安分局接到救助警情，立即
赶往救助。

“狍子可是我们这儿的宝贝，属于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民警说，“狍子
这种动物，危险意识没那么强，并且长
相呆萌，东北地区都叫它‘傻狍子’。”

“这是一只野生狍子。身体并无明
显外伤，腿部力量不足难以行走，可能是
由于冬季野外食物短缺取食困难导致体
力不支。”民警检查后，将该狍子送往科
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助中
心。待狍子身体完全康复并具备野外独
自生存能力时，再放归大自然。

“狍子属鹿类，是疏林地带的动物，
湿地的代表性动物是生活在芦苇丛的丹
顶鹤。除了狍子，我们还经常救助丹顶
鹤、秃鹫等珍禽。鹤类对生存环境要求极

为苛刻，被看作湿地环境优劣的标志。”说
起救护野生动物，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副局长于有忠如数家珍。

“近年来，兴安盟高度重视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积极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律法规，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狍子、
丹顶鹤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科尔沁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办主任宁佳慧说。

始建于 1985 年的科尔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是一个以保护科尔沁草原、湿
地生态系统及栖息在这里的鹤类、鹳类
等珍稀鸟类为对象的综合性自然保护
区。在保护区内，不仅能看到“傻狍子”
打架，还能“与鹤共舞”，这些与大自然
和谐相处的画面得益于该旗实施的“生
态立旗”战略。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
风沙作抗争，向盐碱地要良田，通过禁
牧、禁垦、禁伐为主的“三禁”工作，“三
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还湿、退牧还
草、重点区域绿化等重点生态工程，按
下了生态退化的暂停键。

2021 年，科右中旗对水土流失严
重的流域和侵蚀沟相对集中的区域进

行梳理，在吐列毛杜镇新艾勒嘎查、巴
仁哲里木镇哈达阿拉嘎查采取开挖水
平坑、水平坑埂穴播柠条、削坡等方式
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共计开挖水平坑
17 万余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 28 平
方公里，有效缓解山洪发生。

“2012 年之前，我们嘎查水土流失
特别严重。那时候开始造林，到现在已
经完成 1100 多亩，有效地改善了生态
环境和水土流失。”额木庭高勒苏木布
拉 格 台 嘎 查 党 支 部 书 记 陈 国 发 说 。

截至 2021 年末，该旗共完成造林
125 万亩、退耕还林还草 18 万亩、水土
保持治理 25 万亩。目前，全旗沙化土
地面积由原来的 611 万亩退缩到 60 万
亩以内，有效恢复比例达到 90%以上；
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
从 2017 年的 17.64%和 35.17%，提高
到 18.8%和 70%。

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让科尔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为鹤、鹳类等珍禽
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场所，凸显了生
物多样性之美。

为了守护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

园，每年春季，科右中旗开展保护候鸟
专项行动，加强候鸟栖息地的巡逻，严
厉打击非法猎捕候鸟等野生动物的违
法行为，积极与各部门通力合作，严查
非法运输，经营候鸟等违法行为。

“2021 年，保护区建设野生动物救
护中心医院并投入使用。”宁佳慧说，这
样一来野外被救助的动物们就有了自
己的医院，能得到及时救治。

自 2021 年 9 月起，保护区在海代
哈嘎泡、十家子泡、哈日巴达、蒙古店、
东塔等 6 个地方开展迁徙水鸟秋季监
测工作，范围覆盖了包括保护区核心
区、重要湿地及周边重要的鸟类迁徙
地、繁殖地、停歇地。

截至目前，共监测到候鸟 7 目 10 科
30种近万只。其中，国家Ⅰ级保护鸟类4
种，分别是白鹤、东方白鹳、丹顶鹤、白枕
鹤；国家Ⅱ级保护鸟类有灰鹤、白琵鹭、小
天鹅和鸿雁。保护区内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2种，国家“三有”保护动物10种。

“守护野生动物生存的家园也是守
护我们生存的家园，做的工作还很多。”
宁佳慧说。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

““与鹤共舞与鹤共舞””的美好家园的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张慧玲 王冠静

早春时节，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
力古台镇阿拉坦杭盖嘎查沉睡在茫茫雪
原中。

站在一望无际的“雪毯”上，嘎查党
支部书记、嘎查长哈斯高娃说：“牛群的
走路方式是排队走，脚印是一条线，而羊
群走路的方式是成群结队地走，脚印是
一大片。自从‘减羊增牛’政策实施以
来，我们这里牲畜对草场的践踏由一大
片变成了一条线，草场得到了保护，生态
越来越好。”

作为嘎查的致富带头人，哈斯高娃
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转变畜牧业发
展方式、调整养殖结构上先行先试，积极
带动牧民增收，保护好草原生态，促进牧
区可持续发展。

哈斯高娃家注重科学养殖，为保护
草原生态并降低畜牧业成本，于 2016 年
成立了哈达图家庭牧场，2017 年将自家
的 1000 多只羊全部卖掉，引进了 64 头
西门塔尔牛。

除了对牲畜做了结构调整，为了合
理利用草原资源，保护草原生态，她还对
草场做了合理规划。租赁的 3692 亩草
场作为夏季草场；自家的 4800 亩草场作
为冬季草场，秋季不打草，保护草皮植
被，每年 10 月牲畜转场在这里饲养。

每年 4 月初到 5 月初，是草原的休
牧时间。牛和羊严格按照要求设立休牧
期间活动场地，休牧结束后，要进行验
收，验收合格的发放补贴资金。“过去由
于过度放牧，草原退化沙化很严重。过
度无序的放牧，只会使脆弱的生态雪上
加霜。草场退化是土地退化的一种类
型，是土地荒漠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
一。”哈斯高娃说，防治草原退化，就要
合理开发草原地区的生物资源、土地资
源、水资源，维持草畜平衡，保护草原生
态环境。

如今，长期形成的“靠天养畜、自然
放牧”的生产方式得到改变，现代化生产
经营方式得以推广，草原生态环境明显
好转，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植被
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实现了牧民、牧业
和牧区和谐发展。

从“一大片”
到“一条线”

本报 2 月 23 日讯 （记者 帅政）
近日，记者从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该局日前启动铁合金企业污染治理
集中攻坚行动，对全市范围内 61 家铁合
金企业展开排查整治。此举旨在进一步
规范行业秩序，巩固提升污染治理成效，
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
任，推动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据了解，在此次攻坚行动中，乌兰察布
市重点对铁合金企业存在的物料露天堆
放、料棚封闭不严，环保手续不全、批建不
符、未验先投、无证排污，除尘、脱硫、脱硝设
施应装未装，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和
超标排放，出铁、浇铸、扒渣等环节烟尘收集
不到位、无组织排放等5类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进行依法严厉查处，集中攻坚完成整治。

3 月 1 日起，乌兰察布市将组织开展
验收核查工作，对验收核查中发现未按
时完成整改的企业，将报请市政府取消
其用电负荷，停产整治。

乌兰察布市
大力整治铁合金行业污染环境行为

本报 2 月 23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化德县政府办了解到，近年来，
当地通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机旱作
农业发展、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等举措，进
一步保护了察汗淖尔流域生态环境。

据了解，去年全县完成 2020 年度高
标准农田建设 1.2 万亩，有机旱作种植
面积达到 12 万亩。为强化耕地用养结
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耕地资源永续
利用，全县去年耕地轮作面积 15 万亩。
同时，建设完成 10 处村级废旧地膜联合
回收站点，白色污染明显减少，建立了良
好的生态环境。

化德县
多点发力保护察汗淖尔流域生态环境

本报 2 月 23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通过整合现有的
慢行道、游步道及生态园林景观资源，打
造出“依山而行、傍水而憩、穿林而游、踏
草而嬉”的高品质青城绿道体系，为首府
市民提供了集游览、健身、低碳、畅行于
一体的“美丽环线”。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园林建设服务中心了解到，目前，全市绿
道累计总长达 347 公里，居全区首位。

行走在大、小黑河沿岸 50 公里的城
市绿道上，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意境，园
林部门将生态湿地、雨水花园、净水浅
滩、亲子乐园等景观点巧妙串联，打造出
以水为线的环城水系生态廊道。

今年呼和浩特市将统筹各类生态要
素，继续新建、续建、改造青城绿道 300
公里。以此搭建起生态资源循环流通之
网，盘活城市绿地“经络”。以建设宜居、
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高品质首府为
目标，不断优化人居环境。

呼和浩特市
全力盘活城市绿地“经络”

本报 2 月 23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杭
锦旗河长办持续推进的陶赖沟河道治理
初显成效。

陶赖沟是一条季节性河流，从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村民就在沟边种植
蔬菜，长期使用化肥、农药，造成了面源
污染。农民还大量养猪、养羊、养牛，家
畜随意排放粪便，河流污染严重，水藻大
量滋生。更糟糕的是，建筑、生活垃圾随
意倾倒，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为使陶赖沟成为水清岸绿的美好家
乡河，河湖长制实施以来，杭锦旗采取一
次性规划、整合资源、分期实施的办法实
施了以河道整治、恢复生态、改善水质为
重点的陶赖沟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截至
目前，陶赖沟河道综合治理工程二期共涉
及61户，已签合同36户，已拆除32户。

杭锦旗
持续推进陶赖沟河道治理

雪落苏木山雪落苏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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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云张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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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进沙退绿进沙退

﹄﹄看乌海看乌海
□本报记者 郝飙 摄影报道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随着气温逐
渐回暖，沉寂了一个冬天的乌海开始热
闹起来，市民群众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乌
海湖畔、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等乌海知
名景点，通过放风筝、骑行等方式感受春
天的气息，拥抱生态环境逐渐向好的崭
新乌海。

地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和
毛乌素沙地交汇处的乌海市干旱少雨，
风大沙多，曾是自治区荒漠化较为严重
的地区之一。多年来，乌海市举全市之

力开展了大规模的以防沙治沙为主的生
态建设，经过 10 多年来的不懈治理，乌海
市林地面积、植被盖度不断增加，沙化荒
漠化土地明显减少，风蚀沙化和水土流
失情况得到有效遏制，从城内到城外，从
山上到山下，从沿线到沿边，乌海市整体
生态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创造了

“绿进沙退”的奇迹。
截至目前，乌海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 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9.5 平方
米。乌海市先后跻身“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首批水生态
文明城市”行列。

市民在乌海湖畔骑行市民在乌海湖畔骑行。。

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

。

孩子们在乌海湖景区放风筝孩子们在乌海湖景区放风筝。。

初春的乌海湖畔初春的乌海湖畔。。

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

乌海湖大桥乌海湖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