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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生态改善群众脱贫

甘 孜 气 象

州气象局部署下半年工作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气象

局召开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总
结会，梳理分析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分析存在的不足，安排部
署下半年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要扎实开展“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紧密
联系实际，保证学习讨论调研成
果有针对性和操作性，以调研的
成果推动工作开展。切实加强气
象监测、灾害性天气会商和滚动
预报预警，进一步提高局地突发
性气象灾害预警及时性和短时
临近预报能力。总结成功经验，

查漏补缺，创新工作思路，思谋
有效措施，强抓工作落实。进一
步创新思路，丰富载体，不断提
高文明单位的创建质量，促进创
建文明单位活动经常化、制度
化、规范化。切实履行气象社会
管理职能，严格落实易燃易爆等
重点场所防雷安全监管和施放
气球监管职责，确保防雷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全面做好道路交
通、旅游等方面的安全生产气象
监测预报服务，切实加强部门内
部安全管理工作。

周翠玲

州气象局做实汛期预报预警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气象

局印发《关于扎实做好汛期预
报预警工作防范自然灾害引发
安全事故的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要高度重视自
然灾害防范工作，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增强做好汛期预报预
警、防范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
故的紧迫感和自觉性的认识。
超前做好防范自然灾害预测预
警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
灾害性天气信息，及时发布预
警和预警信号。加大与相关部
门的密切配合，沟通协调，共同
做好防范自然灾害预测预报预
警工作。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充

分利用各种平台和气象协理
员、信息员等传播渠道，切实做
到预报预警信息“全覆盖、零缝
隙”，同时做好全程留痕管理。
加强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
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和当前
重点工作，充分利用新闻媒体、
网站、微信、微博、手机短信等
载体，面向社会开展气象科普
宣传，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
全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加强
值班值守工作，继续强化重点
时段值班值守工作，认真落实
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领导干
部到岗带班。

李雪

第九次西南涡加密观测科学试验启动
甘孜日报讯 第九次西南

涡加密观测科学试验近日在
我州九龙县气象局正式启动，
该局在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
气象研究所科研人员的指导
下，按照省、州气象局的工作
要求，狠抓组织保障，突出技
术工作流程，明确试验任务重
点，确保试验工作安全、高效、

有序开展。
该试验为期41 天，其目的

是获取西南涡发生、发展及其
影响过程的连续观测资料，不
断提高对西南涡等中小尺度天
气系统演变及其影响作用的认
识，提升灾害性天气预报理论
水平和业务技术能力。

陈政道

雅江县局抓实“三农”气象服务
甘孜日报讯 雅江县气象

局紧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
实“三农”气象服务措施。近日，
该局业务人员深入雪域土豆发
展专业合作社实地调研，对作

物生长期各阶段气象要素进行
采集，了解服务需求，进一步优
化服务产品，确保直通式气象
服务见成效。

陈义霞

州气象局强化天气会商制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提

高全州预报服务人员综合业务
素质，提升应急联动处置突发
事件能力，全力做好汛期气象
服务工作。近日，州气象局结合
汛期实际，开展州县天气视频
会商。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
各单位通过实况分析、中尺度
天气形势研判、综合运用预报
产品模式、集合预报经验等手
段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报，达成
结论共识。

李雪

甘孜日报讯 10日，记者从
州经信委获悉，由该委组成的专
家组对四川鲸渤硅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工业硅矿热炉扩规技改
项目进行了节能评估。经审查，
该项目单位产品冶炼电耗为
9600kW.h/t，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指标2782.24kgce/t，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

据介绍，通过节能评估工作

强化了企业依法用能、合理用能
的意识，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节能
管理水平和节约集约循环利用
的资源观，促进工业企业节能降
耗、降本增效，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向绿色、低碳、循环的方向转
型。同时，专家组还对节能措施
和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提出了
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建议。

赵培 记者 宋志勇

工业硅矿热炉扩规技改项目
获得我州节能准入

近日，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
局局长田为勇说，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要开展“7+4”行动，即打
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
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
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
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七
场标志性重大战役和落实禁止
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
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打击固
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
倾倒、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
放、“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
等四个专项行动。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
中之重是打赢蓝天保卫战。在
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田为勇介绍，蓝天
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已经
启动，将从今年6月11日持续
到明年4月28日，对京津冀及
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3个
重点区域开展强化督查。

他介绍，截至6月24 日第
一轮次结束，200 个督查组排
查发现涉气环境问题2690个。
其中，涉气“散乱污”企业清理
整治问题 355 个，工业企业未
安装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问题
180个，工业企业不正常运行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问题 190 个，
VOCs整治不到位问题346个。

田为勇说，打击固体废物
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即“清
废行动”从 5 月 9 日开始，150
个组共排查2796个堆存点，发
现了1308个问题。堆存废物最
大比例的是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的混合物，总共发现了 848
个堆沉点；性质最严重的危险
废物有58个。这些堆存点离大
江大河比较近，存在污染隐患。
从地域看，湖北 386 个，江西
336 个，共占问题点位总量的
一半左右。

据新华社

污染防治攻坚战
将开展“7+4”行动

绿满金马草原
◎色达县委中心报道组 尹东云 文/图

在植树期间，色柯镇牧民秋
央干得最认真，他告诉笔者，在
组建色塘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
作社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合
作社。他丧偶，母亲 66 岁了，且
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三个孩
子都在上学，他一个人挣钱养活
5 个人。因为是牧民，他们没有
土地资源，要挖虫草就得给别的
村交资源管理费，多的时候一年
要交 3 万多元，除去开支，不仅
赚不到一分钱，还要亏本 3000
多元。去年，他挖虫草才挣了
800 元。他家一年的收入主要靠
林补、草补、低保以及自己打工
的微薄收入，年人均收入不到
3000 元。今年，县上和林业部门
组建造林合作社，他决定一心一
意在合作社干，因为在这里务
工，收入有保障。

“我们实行的是合作社项目
总承包和计件管理办法，只要村
民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植树
任务，这样劳务收入保底至少一
天在200元，村民投工投劳都很
自觉，不存在‘磨洋工’的现象。”
色达县环林局副局长夏曦告诉
笔者，因为实行的是项目责任
制，因此，村民要在 3 年后，才能
足额领取劳务收入，我们按照第
一年60%，第二年和第三年都是
20%的比例发放劳务费，能够最
大限度保证树木的成活率。

据 介 绍 ，今 年 ，色 达 县 有

2018 年省级财政林业生态保护
恢复专项川西北沙化土地治理
项目、2017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色达县川西高原生
态脆弱区综合治理项目，两项工
程总投资为 3478.00 万元。色达
县川西高原生态脆弱区综合治
理项目采取“防风林带体系化，
灌草结合多样化，生态治理产业
化，治鼠控鼠相结合”的复合模
式进行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以
营建防风林带为主，构建城镇周
边生态防护体系，项目采用高标
准、可复制性等原则，打造川西
高原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示范
样板，将辐射带动周边典型高原
县生态治理。

据初步测算，项目建设将会
产生约 77499 个劳务用工，增加
地方劳务收入约929.98万元。项
目实施过程中，工程材料的采购
运输也会给当地带来经济收入
和税收。项目建设期是2018 年。
项目建成后管护3年，即2018年
——2021年。项目建成后提升治
理区植被盖度20个以上百分点，
逐步恢复和提升森林生态系统
和高寒草地系统的水源涵养、防
风固沙等生态功能，遏制草地退
化和沙化的扩张和蔓延，优化色
达县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
质量，建立川西高原生态脆弱区
综合治理可展示、可复制、可推
广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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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色达生活了 34 年，
能够看到大规模的连片云杉，真是超乎
想象，色达风景美了，空气清新了”。7
月 9 日下午，雨后初晴，色达市民王山
富吃过晚饭后，与友人散步来到县城郊

区的果根塘湿地公园，湖水清澈，鸟儿
在湖面嬉戏，苍翠的青山倒映在湖面，
他手扶护栏，远眺刚种下的苍翠欲滴的
云杉感慨万端。

王山富说，色达是全省牧业大县，由

于高寒缺氧，加之鼠害严重，植被覆盖
稀少，县城都无法搞绿化，空气干燥稀
薄，严重缺氧，过去，这里就是一块荒
滩。如今，果根塘湿地公园已经打造成
县城著名的景观带。

实施生态战略以来，色达县委、
县政府攻坚克难，邀请林业专家前
来为色达县量身定制绿化方案。前
两年，色达县曾经“不惜血本”引进
云杉在县城进行种植，但终因技术
原因和高寒缺氧，老板赔进了“血
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寒
色达也要天蓝、地绿、水清。建设宜
居牧区，让农牧民有更多的幸福
感、获得感。色达县将生态文明建
设提高到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
高度，加大投入，如今，色达县草原
青青、湖水荡漾。据色达县项目促
进中心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色达县投资 7753.5 万元，开展
了果根塘生态保护与治理，利用两
年时间对色曲河果根塘河道长约7
公里、总面积为 7345 亩的区域进
行综合治理。建成后的果根塘湿地
使县城周边的气候环境、人居环境
得到了有效改善，城市形象得到大
幅提升，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防止，
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增加了城区空
气湿度和含氧量，提升人居的舒适
度，为动物、禽类提供了很好的栖
息地，让市民有了一个休闲的好去
处。在白塔公园的映衬下，形成水
天一色，湿地、公园共存的景观带，
为色达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色达县城海拔3893.9米，属大
陆季风高原型气候，长冬无夏，四季
不明，无绝对无霜期，适应该气候条

件生长的植物稀少单一。为找到适
合高海拔生长的树种，我们经过多
方考察后，引进过高山柳、康定杨、
祁连圆柏等树种进行试种，现在从
青海引进的云杉试种成功，成活率
达 85%以上，解决了绿化美化种树
成活低成本高的问题。”天保办何玉
均告诉笔者。

据天保办刘贤林介绍，果根塘
湿地保护园区建成后，对改善县城
环境、气候温度效果非常明显，今
年，又将湿地保护园区进行了拓
展，今年种树4.2万余株，仅果根塘
湿地园区就种了 1.3 万余株，并分
片区成立了色塘、色尔坝、色曲、泥
曲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全县
17 个乡镇，由每个乡镇推荐20 人，
1 人作为合作社法人候选人，其余
19人作为社员；全县共340 名贫困
人口参与。色尔坝脱贫攻坚造林专
业合作社社员 100 人，其中贫困人
口78人，承建的二标段建设总面积
为 5563.5 亩，自项目实施以来，截
止7月9日，已完成268000 株金露
梅栽植任务；现已经完成种草面积
5563.5 余亩；目前共计运输到施工
现场并均匀撒施 70106 余袋；色塘
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社员 80
人，承建的一标段建设总面积为
3615亩，其中重点打造城区周边防
风林 1050 亩。截止 7 月 9 日，已完
成 42216 株川西云杉栽植任务，运
输到施工现场并均匀撒施牛羊粪
37611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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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鹅在河南省三门峡
市黄河湿地栖息。

记者从生态文明贵阳国
际论坛2018年年会“湿地修
复与全球生态安全”主题论
坛上了解到，目前我国湿地
面积 8.04 亿亩，位居亚洲第
一、世界第四。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
计，我国共有国际重要湿地
57 个、湿地自然保护区 602
个、国家湿地公园898个，湿
地生态系统中有湿地植物
4220 种、动物 2312 种，湿地
保护率达到49.03%。

新华社发

我国湿地面积8亿亩 位居世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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