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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论 苑

◎周林

新 施工形式新

各县（市）、森工企业认真按照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扶持发展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
社的意见》，落实专人负责开展以乡镇、村为
单位的造林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工作，并制定
造林项目评议办法，目前全州已注册设立造
林专业合作社10个。全州防沙治沙、人工造
林、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项目等21个项目
6.8万亩造林计划原则上由造林专业合作社
承担，项目所在地贫困户、贫困人员将全部
参与造林获得劳务收入，创新造林质量成效
与资金支付挂钩机制，挖穴、栽植、管护实行
分类定价、分期验收、分段付酬，确保了造林
成效，促进了贫困群众深度参与生态建设；
在林业产业品种拓展方面突出“新”。州林业
局为推动成片成带发展经济林，去年底以来

积极与稻城、道孚、炉霍、理塘、石渠、泸定、
得荣、德格等县沟通协调，积极实践，成片成
带打造百万株“桃花山谷”“杏花村”和野生
沙棘、野生枸杞、小杂水果等新型林业产业
基地，今年已开工建设1.98 万亩，具有生态
林、景观林、经济林（三林）结合效益，以不断
促进林经、林旅融合发展。得荣、德格两县利
用金沙江河谷良好的光热和土壤条件，积极
探索，创新拓展，栽种 0.8 万亩花椒、核桃
800 亩、水蜜桃 200 亩；种苗采购突出新品
种。康定、泸定、巴塘等新建产业基地林木种
苗主要采购“金核1号”“得荣1号”“乡核1
号”“蜀新1号”等林木良种栽植，良种使用
面积 4.18 万亩，良种使用率达 80%；康定、
泸定、巴塘等7个县（市）核桃、花椒改建采
取了“大优 1 号”“金核 1 号”等良种穗条嫁
接、修枝整形、定株移植、施肥培土等综合改
造技术，产业基地逐步向规范化、良种化、标
准化发展。

早 项目谋划早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自 2017 年 11 月以来，州林业
局派出了由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
分赴各县、森工企业，加强调研和沟
通，反复研讨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
2018年度林业重点项目，并明确了
项目建设的思路、内容、规模、目标
和投资计划等，经州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通过后，在春节前将正式计划
下达到各实施单位；项目开工早。全
州19个山植树项目推进中，甘孜等
8 个县（市）的 9 个项目已陆续从 3
月中旬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整地、
挖穴、栽植任务，累计完成山植树
1.2 万亩，完成年度计划的 57%，较
2017年相比提前进场30天。全州路
种花项目推进中，德格等 5 个县

（市）3 个项目已陆续从 3 月中旬进
场施工，目前已完成整地、挖穴、客
土、栽植任务，累计完成路种花103
公里，完成年度计划的 41.2%，较
2017年提前进场35天。全州河变湖

（湿地）项目推进中，目前已进入施
工的1个，完成整地、客土和栽植任
务，完成湿地植被恢复300亩，完成
年度计划任务 6.59%。全州林业产
业基地建设项目推进中，康定、泸
定、九龙等 13 个县（市）已陆续从 3
月初进场施工，完成种苗采购、栽植
任务，累计完成核桃、花椒、光核桃、
山杏新建 5.23 万亩，完成年度计划
任务的 95.3%，康定、泸定、九龙等
自3月中旬以来开展了林业产业基
地改建，目前康定、泸定、巴塘、九龙
等完成核桃、花椒低效林改造2.7万
亩，完成年度计划的 90%。稻城、道
孚、炉霍县万亩“桃花山谷”、“杏花
村”建设自3月15日进场施工，累计
栽植光核桃、山杏大苗75.8万株，完
成年度计划的 93.1%。林业产业基
地建设较2017年同期相比，提前进
场施工20天。

严 质量把关严

稻城、道孚、炉霍等地严格按照适地适
树、适种源的原则，采购与栽种地气候、海
拔类似地的地径、高度、苗龄符合标准的光

核桃、山杏等合格种苗，一、二级苗造林率
达100%；严把栽种技术关。2018年林业重
点项目栽种过程中，州林业局、州林科所、
各县（市）统筹安排120余名技术骨干分片
蹲点检查和指导，严把造林整地、客土、栽
植、抚育等技术环节和标准，保证每个环节
的施工质量，确保了造林成效。

实 层层都压实

州林业局、18个县（市）、8个州
属林业企业高度重视林业重点项
目，将83项林业重点工作任务层层
压实到工作末梢。州林业局按照脱
贫攻坚、产业富民、生态文明建设战
略分工，建立了“一把手”负总责、3
位分管领导牵头抓总、9个科室具体
负责推进的项目负责机制，并实行
周报、月会、季商制度。各地将林业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纳入到党委、政
府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分工、细化任
务、协调沟通、上下联动、倒排工期，
限时完成。当地分管县级领导干部
作为牵头领导，负责重点项目的协
调抓总；县环林局（森工）作为实施
主体，负责项目组织实施、技术指导
和检查验收等；涉及的相关乡镇

（村）、场站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地块
落实、人力组织及协调等，层层压实
责任，有条不紊地全力推进。

本报讯 4月27日，色达县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
作社授牌仪式在亚龙乡举行。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
作社的成立意味着该乡的贫困户可以通过植树造
林、种草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既美化了草原，又增
收了群众，有机地将生产、生活、生态结合起来。

色达县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以探索建
立与现代化林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主
线，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核心，通过造林合作
社承接林业工程项目，创新贫困户利益联结与
激励机制，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激发群
众内生动力，为贫困户搭建了参与生态治理、获

取劳务收益的平台，让他们通过生态建设务工、
入股分红、代建代管等形式实现增收脱贫，使增
绿与增收、生态与生计有机结合，推动了色达县
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据了解，按照色达县关于扶持发展脱贫攻坚
造林专业合作社实施意见，4月9日-4月10日，
色达县共成立了泥曲片区、色尔坝片区、色塘片
区、色曲片区4个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涉及
17 个乡镇，340 户贫困群众，可以为贫困群众增
加劳务收入1100万元。

色达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初拉姆

本报讯 用锄头挖一个宽和高都在40公分左
右的深坑，清理挖出的土中的石头，一个人将树
苗放在挖好的深坑中扶着，另外一个人用铲子把
土铲进深坑，在土铲到30公分左右时，一个人站
在坑的周围用力将土踩实，用手将泥土弄成一个
斜坡、浇水，这是一株藏杏树苗的种植过程，也是
道孚县种植4000亩28.9万株藏杏树建设“桃花
山谷”的一个缩影。

4 月 28 日，笔者来到道孚县格西乡下亚村，
放眼望去，种树的村民们正在一片山坡上忙碌，
村民们用锄头挖深至 40 公分左右，然后栽种树
苗。据了解，为节省人力确保树苗的存活率，县林
业部门事先按照72株/亩挖好栽种地点，村民再
适当加宽加深，仅下亚村就需种植457.7亩约3.3
万株的藏杏树。

随着时间的流逝，望着半山坡上种植的成
果，42岁巴登泽仁高兴地说：“人多了做事情就是

快哦，一个早上就种了那么多了……等到开花的
时间一片一片的，肯定好看得很……”。

据道孚县环林局介绍，今年，道孚县将投资
1577 万元种植 28.9 万株藏杏树、以乡镇为主的
庭院绿化建设项目，涉及鲜水镇、各卡、格西、麻
孜乡的8个村456户2114名群众，目前已进入实
施阶段，村民每栽种一株树苗、做好后期管护将
分三年，将获得12元的补助收入，预计仅2018年
将让2114名群众增收近1100元。

“近年来，道孚在打赢脱贫攻坚的大好形势
下，加力加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环节，让山
种树、路种花、河变湖成为现实，今年我们启动了
康巴高原植物园、孜龙湿地、桃花山谷建设工作，
意在通过林旅结合推进未来我们老百姓的稳定
增收，为我们道孚创造美丽的明天。”道孚县委书
记蒲永峰如是说。

道孚县委中心报道组 张德禧

“桃花山谷”将亮相道孚

治沉疴须用猛药。只有大力深化环评改
革，铁腕整治违法违规行为，牢牢把好环评关，
才能守护良好生态环境和广大公众的利益，早
日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生态环境部最近发文通报指出，多家环评机
构和工程师存在编制环评文件质量较差、质量控
制制度落实不到位、资质申请中隐瞒相关情况等
问题，将被作为重点监管对象。通报显示，环评文
件质量较差占到问题总数的九成，16家环评机构
连续两年被通报。

近几年，在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的背景下，改革也成为环评领域的关键
词，取得不少实实在在的进展。全国环保系统358
家环评机构分3批全部完成脱钩，环评中介“红顶
子”被摘掉，环评垄断、权力寻租等问题被重拳整
治；环评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约占环评审批数
量50%的登记表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基层
环保部门的行政成本和企业负担大大减轻；越来
越多的项目环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乃至市县级
环保部门。

改革成绩可喜，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从
通报中可以看出，有的地方把关不严，编造数据、
弄虚作假的环评文件时常出现，江苏久力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一年之内被行政处理处罚8次，6次
是因为主持编制的环评文件质量较差；有的地方
重放轻管，甚至一放了之，导致“接不住”“管不

好”，环评流于形式；有的地方观念转变不到位，
仍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事前、轻事中事后”
的现象；还有的地方执行环评制度不到位，环评
刚性约束不强，甚至成了“花架子”。

环评改革，该改的要改、该放的要放、该简的要
简，但该严的须严、该管的须管、该查的须查，真正发
挥环评在源头上预防污染的关键作用。

应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法，让相关法律法
规成为“通电的高压线”。环评法自2003年9月1
日起施行，2016年做了修改完善。规划和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该如何开展、违法应承担什
么法律责任，环评法均有明确规定。治沉疴须用
猛药。切实落实好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
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巨大代价，环评走过场的现
象才会越来越少。

在环评编制和审批过程中，信息公开和公众
参与至关重要。应进一步推进“阳光环评”，将环
评各环节、各领域、各单位的信息向全社会公开，
把环保部门、地方政府、企业、环评机构和从业人
员的行为均置于阳光下，放到公众视野范围内，
接受全社会监督。

眼下，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污染防治
攻坚战激战正酣，环评这一重要关口不容有失。只
有继续大力深化环评改革，铁腕整治违法违规行
为，牢牢把好环评关，才能守护良好生态环境和广
大公众的利益，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治污攻坚战须把住环评关
◎寇江泽

造林合作社富民增收

谋好“生态局”
下好“五字棋”
全州林业项目建设成效显

准 建设落实准

按照州林业局的项目规划和年度计划，各县（市）、
森工企事业单位，提早谋划，布局落实林业重点工程建
设用地，将83项工程建设的地块准确落实到国道317、
318沿线重要集镇和村庄周边、亚丁和海螺沟等重要景
区，突出增绿添景，成片成带，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今年
2月底全面完成了建设地块精准落实到乡镇、村和每个
点位。林业产业建设布局“准”。各县（市）紧扣2018年
脱贫攻坚百公里绿色生态农林牧产业带建设方案，以
脱贫攻坚为统揽，围绕“一圈一带一走廊”布局，精准突
出国道317、318沿线和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三大流
域等重点区域的提档升级和扩面拓展，引导农牧民将
2018年13个项目、8.4万亩林业产业项目建设地块准
确落实到了适宜栽植的山头地块。

为进一步加快全州林业工作重点

项目建设，我州林业部门积极采取多

种措施，加大建设力度，今年，我州林

业重点工作建设呈现出“准、新、早、

严、实”等特点，各项工作有序有力推

进，阶段性成效显现。

道孚县村民栽植藏杏树。胡英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