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环境污染，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
可能是大气污染、水土污染等，但是根据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1年中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报告》，噪声扰民问题排在生态
环境信访投诉总量的第二位。噪声污染，
百姓苦之久已。

为了解答好这道治理必答题，新修订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将于 2022年 6月 5日起正式施行，给每
一个想要“静静”的公民提供全方位的法
律保护，让管住噪声有了充分的法律依
据。

噪声污染防治法是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的“升级版”，它明确法律规范的对象仅
限于人为噪声，而不是自然环境的噪声，体
现出专门立法聚焦“扰民”的新定位。从具
体法律条款上看，新法在加强源头防控、加
强噪声分类管理、强化社会共治等方面进
行了修改完善，可谓亮点纷呈。

当然，治理噪声污染，也不能仅靠立
法。说到底，噪声污染是人为制造的污
染，根子在人。全社会应当增强噪声污染
防治意识，有必要在出台噪声污染防治法
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加强教育引导，强化
道德约束，让人们自觉减少社会生活噪声
排放。这样，才能让宁与静与我们相伴。

立法立人
还我“静静”

◎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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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绿眼】

□本报记者 霍晓庆

苍鹭伸着长长的脖子，两眼紧盯着
水面，伺机捕捉水里的鱼虾；狍子三五
结伴，在落雪的林子里追逐、嬉戏……

在呼和浩特市智慧林草生态大数
据平台中心的大屏幕上，这些“大自然
精灵”的一举一动都被摄像头捕捉得清
清楚楚。

“分布于市内各个保护区的74套
野生动物监测红外相机、10套鸟类监
测摄像头对野生动物进行动态抓拍，并
实时回传至平台进行数据分析。我们
能随时随地掌握野生动植物情况，发现
问题及早处理。”呼和浩特市林长制办
公室工作人员张彦说。

智慧林草生态大数据平台，改变了
以往“人盯”“眼看”的模式，实现了对野
生动植物资源实时、精准、高效的智慧
监管。这是我区通过科技手段保护野
生动植物迈出的重要一步。

内蒙古生态环境多样、复杂，孕育
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它们是自
然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生
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我区不断加大野生动植

物保护力度，修订完成《内蒙古自治
区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珍稀林
木保护条例》，公布自治区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启动建设草原生
态保护数字化监管与服务平台，加强
智慧林草建设；建立了由 20 个厅局
组成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
席会议制度，并开展打击野生动植物
非法贸易专项行动……在保护上下
真功，在监管上下实功，在打击上下
狠功……我区野生动植物得到持续
恢复和有效保护。

截至目前，全区共记录到包括水生
到陆生动物过渡类型在内的陆生脊椎
动物613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52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117种。全区维管束植物（种子
植物、蕨类植物）共计2619种，其中国
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2种，国家Ⅱ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0种。

四合木，与恐龙同时代的植物，被
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与“活化石”，是
我区境内唯一的特有属植物。上世纪，
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一度濒临灭绝。
随后我区在四合木分布较集中的鄂托
克旗西部和乌海境内建立了西鄂尔多
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保护研究，如今保护区内的四
合木面积已经达到20余万亩。

蒙古野驴，耐旱、耐寒，是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巴彦淖尔
市建成乌拉特梭梭林--蒙古野驴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对蒙古野驴开展抢救性
保护。如今，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
丰富，成了蒙古野驴的舒适家园。

不仅是四合木和蒙古野驴，近年
来，随着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的加大以
及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内蒙古已经成
为野生动植物的乐园。

2020年 6月，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后旗乌兰哈少嘎查发现世界自然保护
濒危物种裸果木；

2020年底，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濒危物种的沙狐现身额尔古纳草
原；

2021年 3月，包头黄河国家湿地
公园发现一对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
为“极危”等级的青头潜鸭；

2021年10月，大批野生梅花鹿和
马鹿现身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滦河源国
家森林公园……

“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和数量是
检验生态环境的重要标尺。珍稀野生
动植物频现，说明当前生态环境适合繁

衍生息。”包头市林草局湿地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科长刘瑞龙说。

作为我国鸟类迁徙三大通道之一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上
的重要湿地，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加
大区域内湿地保护和修复力度，加强鸟
类栖息地建设，2018年--2021年监测
到过境停歇的候鸟从15000余只增加
到 21000余只，监测到的候鸟种类由
11目76种增加到13目93种。

湿地公园是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群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多年来，我区加
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划定并严格保
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截至目前，我区
共建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372个，自然
保护地总面积为1467.12万公顷，约占
自治区国土面积的12.4%，有效保护了
全区大部分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
统、高等植物群落、以及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种群。

眼下，春回大地，候鸟北归。作为
迁徙途中重要的休息站和栖息地，内蒙
古多个湿地再次迎来千鸟齐飞的壮观
景象，展现着和谐共生的美好。

保护“大自然的精灵”，就是保护人
类自己。

保护上下真功 监管上下实功 打击上下狠功

守护“大自然的精灵”

□本报记者 霍晓庆

“2022年争取实施林草保护修复和
碳汇重点项目17个，落实资金16.85亿
元！”不久前，作为全区首个林草碳汇试
验区，包头市定下了2022年林草碳汇发
展目标。

2021年，包头市启动碳达峰碳中和
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建设，旨在通过
探索森林、草原、湿地增汇措施和途径，
到2025年实现全市林草碳汇能力明显
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充分彰显，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林草
碳汇发展模式。

林草碳汇试验区建设启动以来，包
头市通过推进森林生态建设、草原保护
修复、湿地保护修复全面提升林草湿系
统碳汇能力，依据全市自然生态资源分
布，建设了12个森林碳汇发展片区、5个
草原碳汇发展片区、5个湿地碳汇发展片
区，分类施策，集中增汇。同时，大力建
设碳汇示范林，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业特
别是工业企业积极参与碳汇林建设。

截至2021年底，在青山区、固阳县
建成两片面积2000亩以上的碳汇林示
范基地，其他旗县区分别建成不少于
500亩的碳汇示范林，与包钢公司合作
建设碳汇林4500亩。2022年 1月，林
草碳汇（包头）试验区被评为“中国改革
2021 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
例”，是全国113个典型案例中唯一以碳
达峰碳中和为主题的案例。

2022年，包头市将在先行先试的基
础上，深入推进林草碳汇试验区建设，进
一步完善林草试验区建设各项措施，推
进全面落实，年内实现林草碳汇能力明
显提升、森林草原湿地碳汇计量监测全
面覆盖、碳汇综合管理平台全线运行。
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积
极参与碳汇林建设。组织旗县区结合重
点区域绿化建设不少于5000亩的碳中
和示范林。还要创造性地推出企业（单
位）碳汇林营建、家庭碳汇林（营建）购
买、打造零碳机关、零碳活动（会议）等活
动，加快推动形成基于林草碳汇的“碳中
和市域循环”。

“碳中和市域循环”
看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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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霍晓庆）
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我区大力开
展野生动物保护与救助工作，目前全区
有野生动物救护场所60余处，近年来共
救护因饥饿、疾病、受伤迷途的野生动物
1.5万多头（只），其中国家Ⅰ、Ⅱ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20多种4500多头（只）。

据介绍，被救护的野生动物通过治
疗、精心照料各项生理指标恢复正常后，
对其实施野外放归。2021年鄂尔多斯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对出现在四子王旗草
原上的世界级濒危物种、国家Ⅰ级保护
动物雪豹进行科学救助并成功放归。内
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
功放归一只救助后康复的国家Ⅰ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秃鹫。

今年我区持续加大
河湖管护力度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今年我区将
持续加大河湖管护力度。

管护措施包括开展旗县、苏木乡镇
“一河一策”“一湖一策”的编制和滚动实
施；推进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
实施；出台关于加强河湖管理范围内建
设项目的意见；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河湖

“清四乱”工作；加快确定重点河湖生态
流量（水量），持续向“一湖两海”、居延海
等重点河湖和乌兰布和、库布其沙漠边
缘等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补水；抓好重
点水利工程生态流量泄放，着力保障重
点断面生态流量；有序推进西辽河生态
复苏，逐步实现“有水”目标；加强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等。

海勃湾区绿色矿山治理
“下真功”见实效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帅政）近
日，记者从乌海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
年，乌海市海勃湾区将继续大力推进2
处遗留矿山修复治理工程，切实加快绿
色矿山创建步伐。

据介绍，德晟三矿是乌海市加快绿
色矿山建设的典型。该企业配置了高炮
水车台、清扫车，在开采过程中严格执行

“先治尘再生产”原则，有效抑制扬尘。
下一步，海勃湾区将继续积极抓好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大力推动洗煤行业整合
升级，启动煤炭智慧物流园建设。同时，
加快矿区道路改造，积极推广矿区新能
源车辆、封闭式皮带、集装箱运输等绿色
运输方式，引领和带动矿业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积极改善乌海及周边生态环
境。

今年首府继续提升
城市“魅力颜值”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李国萍）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了
解到，今年全市将加快推进精致优美生
活空间建设，塑造高品质首府生态园林
景观，切实提高首府“美景度”。

据了解，遵照“自然素雅、风貌质朴”
的原则，今年对市区内新华大街、北垣街
道路交通、建筑外立面和景观绿化休憩
等U型空间进行提升改造，着力提升市
区主次干道的魅力颜值。以规划建绿、
破硬复绿、透景还绿为手段，通过优化调
整、留白添彩的方式，优化提升30个以
上综合性公园沿街外缘景观风貌。

此外，首府将深入探索多种立体绿
植美化、彩化方式，“软化”桥体、柱体、驳
岸等硬质景观，精心打造街角节点，营建
花坛、花境、花廊亮点。

近年来全区共救护
野生动物1.5万多头（只）

【碳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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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水鸟观赏水鸟。。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摄影报道

青城的3月，春和景明。消融的河
水引来了各种水鸟，人们也走出家门，
徜徉在这吹面不寒的春风里。干净的
湖面、嬉戏的水鸟、放松的市民，共同构
成一幅春日图景。

2021年，呼和浩特市以创建美丽
河湖为抓手，强化水域岸线管理，加强
水资源保护，推进水生态持续修复，加
强水污染防治，推进水环境持续改善。

全年清理建筑和生活垃圾 7.7 万
吨。河湖清淤疏浚 59.79 公里，56.71
万方。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治理
6条小流域。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到 98%以上。黑臭水体治理示
范城市项目排水管网部分已全部完
工，新建或改造排水管网约 33.09 千
米，改建排水泵站6座，累计完成雨污
管网分流改造 60 余处。完成全市
212 个入河排污口无人机航测排查，
强化水环境目标管理，坚持每半月开
展全市主要河流跨界断面水质监测。

久久为功换来水清岸绿，不仅提高
了城市的颜值，也为人们带来舒心的休
闲环境。

小黑河畔春景美小黑河畔春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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