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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4月10日，德格县四大家领
导班子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在德格县党政大楼
后山荒坡开展了义务植树活动。

四月的德格县，绿意初绽、生机盎然。在义
务植树活动现场，广大党员干部按照技术员讲
解的植树要领，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义务植树活
动中，大家互相配合、挥锹铲土、培土栽树，干
劲十足，给德格县增添一抹靓丽的绿色。

植树造林不仅够改善环境、美化家园，
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德格县党
员领导干部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充分发挥率
先垂范的作用，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在
全县全面掀起了植绿造绿热潮。

据德格县林草局天保中心主任唐能胜介
绍，此次种树活动，全县机关干部职工共计
500余人参与，主要种植范围为县委政府后
山，种植面积约200余亩，主要种植银杉、赤
柏3000余株，全县累计植树80000余株。

县融媒体中心 巴登申格 丹增彭措

甘孜日报讯 春回大地，生机勃发。为进
一步增强全民植树造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
识，4月11日，色达县翁达经营林场与翁达镇
党委政府、卫生院、翁达派出所在翁达沟开展
了义务植树活动。

在义务植树现场，党旗飘扬，在党员干部
的带领下大家扶苗、填土、踩紧压实，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现场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每道工
序都一丝不苟，衔接有序。一番辛勤的劳动后，
一棵棵新栽种的树苗亭亭玉立，在初春的微风
中展现勃勃生机，为大地增添了丝丝活力。

据统计，有80余人参加此次义务植树，出
动车辆20余台次，现场植绿面积60余亩，共种
植了各类苗木3000多株，品种主要为适合本
地气候的云杉、珍珠梅、连翘、旱柳等。

县融媒体中心 尼公

甘孜日报讯 为了培养植绿爱绿护绿的
良好风尚，近日，九龙县广大党员干部带队来
到国道 248 线扎日长河坝开展 2020 年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坚持绿色为民、绿色惠民，用
实际行动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植树造林，绿化
美化家园。

“团结就是力量……”党员干部们扛着铁
锹、带着水桶、哼着“战歌”，纷纷投入到植树
活动中。大家严格按照植树规范要求，相互协
作、配合默契，各个环节衔接有序，个个热情
洋溢、干劲十足，挥锹铲土、定点挖坑、放苗填
土、浇水，你追我赶，比干劲、比进度。“树要扶
直哦”，“水多浇点”“这棵种好了，哪里需要帮
忙呢？”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和劳动的欢声笑
语。新时代共产员用行动彰显了共产党人应
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
不怕脏的精神，共同绘就了一幅热火朝天的
植树场面。

植树人员纷纷表示，植树造林改善生态
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推进生态文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参加植树既
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任，希望用自己的劳
动成果为绿化家乡、美化环境，为建设九龙的
生态文明贡献一份力量。

据了解，该县将组织党员干部分批次在
呷尔镇三家铺子、扎日长河坝、麦圃G248线
道路两侧及各乡镇管辖区域内实施义务植
树，将种植樱花、红叶李、核桃、花椒等共计
30余万株。

李方

在12日举行的陕西省第39届“爱鸟周”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陕西省林业局局长党
双忍表示，经过多年持续保护，目前全球朱鹮
种群数量超过4000只。曾经濒临灭绝的“东
方宝石”朱鹮，从秦岭腹心飞向了黄土高原，
从陕西洋县飞向了世界各地，成为全球鸟类
保护的成功典范。

陕西是鸟类大省，全省共有鸟类560余
种，占全国鸟类种类的38.7%，占陕西全省野
生动物种类的71%。党双忍说，“多年来，陕西
坚持与鸟为伴，爱鸟、护鸟，多种鸟类在陕西
自然生态空间栖息繁衍，生生不息。被称为

‘东方宝石’的朱鹮，经过多年精心保护，全球
种群数量已超过4000只。”

党双忍说，大多数鸟类是生态链的中坚
力量，在森林病虫害防治、种质资源传播保
护、维护生物链条稳定和生态系统平衡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陕西将持续开展‘爱鸟护飞’
专项行动，为鸟类迁徙栖息和繁衍保驾护航；
加强日常野外巡查巡护，坚决打击乱捕滥猎、
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
护候鸟种群安全。”

据了解，陕西省“爱鸟周”始于1981年，至
今已有39年历史，是陕西省内最悠久的野生
动植物保护宣传教育活动。陕西省第39届“爱
鸟周”宣传活动主题为“朱鹮陕西·鸟儿乐园”。

据新华社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甘孜日报讯 近日，道孚县气象局从组织
领导、技术保障、业务服务等方面多措并举全
力备战汛期气象服务工作。

该局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强调气象服
务工作的重要性，加强业务值班和应急值守；
强化装备保障，组织人员对全县区域自动站
进行巡查维护，确保各类仪器运转正常、数据
传输正常；强化信息服务，及时更新全县气象
灾害预警信息服务对象信息等，确保气象灾
害预警信息传递及时、有效；强化知识储备，
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切实提高业务人员的工
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唐娇

闻令而动，快速集结

接到火灾情况报告后，九
县立即组织了 10 名民兵迅速
侦察火情，观测火情发展状况，
火情就是命令，九龙县人武部
接到命令后，闻令而动，给各乡
镇民兵应急力量下达执行灭火
任务预先号令，随时待命增援；
4月1日晚10时就快速动员集
结县民兵应急连森林草原灭火
排，下达行动命令，赶赴火灾现
场救灾灭火，仅用了1个小时，
50 名民兵就全副“武装”到位
待命出发；并于 4 月 2 日凌晨
12时30分，第一时间到达上团
乡运脚村火灾现场一线，快速
展开扑火救援，下午5时30分
接到前方民兵观察报告，火场
火线南北各有1.5公里左右,东
线有3公里左右，烟点比较多，
且风向多变，随时可能有进一
步蔓延的风险；该部立即增派
50名民兵参与救援；为防范火
势的进一步增强，另迅速动员
呷尔镇民兵 60 人、汤古镇民
兵50人和乃渠镇民兵50人在
镇上集结待命，准备救援装备
和物资，随时听候遣，全力支
援上团乡，参与灭火救援。全
体民兵着装整齐、精神饱满，
以昂扬的斗志、“实战”的姿态
接受这次森林火灾的考验，快
速集结行动，着力凸显九龙民
兵遂行应急应战任务的能力。

科学部署，组织严密

灾情发生后，九龙县人武
部长祝义甲及时掌握县应急管
理局报告的灾情信息后，立即
向分区首长报告有关情况，组
织民兵第一时间奔赴上团乡火
场一线，按照州委、州政府安
排，州长肖友才第一时间赶抵
火场一线指挥，并及时在上团
乡成立甘孜州九龙县“4·01”
森林火灾应急扑救指挥部，九
龙县人武部在组织指挥上对内
建立了与前指相衔接的应急指
挥体系，对外积极协调配合地
方的应急扑救指挥部，科学合
理部署兵力，统一组织实施。4

月3日19时00分，由于火场多
为易燃青杠林，加之附近无水
源，风向多变，火势随风时强时
弱，火势有进一步向原始森林
蔓延的态势，九龙县人武部迅
速组织 60 名民兵和当地群众
在山脊下方砍伐 1300 余米隔
离带，有效阻断火源，有序组织
其余人员安全撤离火灾现场，
确保了人员生命安全，并分析
研判当日火情情况，制定完善

扑救方案。与此同时，甘孜军分
区司令员李勇带领工作指导组
于 4 月 6 日 18 时 40 分从康定
奔赴火场一线，靠前指挥，到达
近4000米海拔的火场一线后，
李勇迅速投入扑火救援工作当
中，仔细观察火情态势，分析研
判形势，迅速调整部署，第一时
间指挥一组民兵专业扑火力量
展开灭火救援，组织另一组民
兵小分队对余火、烟点、暗火进

行拉网式、地毯式清理排查。

鏖战火场，不辱使命

火场地处悬崖绝壁，地形
地势复杂且附近无水源，火势
随风蔓延速度快，山势地段海
拔高，“4·01”森林扑救工作进
入了攻坚决战阶段，各工作组
必须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坚决
克服一切困难，彻底清理排查
余火、烟点和暗火，若稍有松
懈，则会导致死灰复燃，低下火
和地表火交替燃烧，附近的原
始森林将会变成一片火海，时
间紧迫，必须严防死守，绝不能
让已灭火场死灰复燃，因此，祝
义甲针对摆在面前的种种难
题，科学有序部署兵力，在确保
全体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下，
本着“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
原则，有序组织60民兵采取风
力灭火机、油锯砍伐等传统方
式奋力扑火；在抓住气候条件
明显好转，火场风力偏小等有
利条件下，迅速抽派民兵组织
力量和物资，及时跟进全力保
障火场一线人员的后勤供给，
保障通信信息畅通，确保指挥
体系运转有序高效，全力形成
扑救合力，及时应变、因地施策
和高效扑救。由于地形地势复
杂，交通不便，火场地处悬崖绝
壁且附近无水源，上团乡运脚
村火场距离公路超过15公里，
后勤补给非常困难，九龙县人
武部立即从呷尔镇和上团乡抽
调各20名民兵，共计40人，利
用人背马驮的方式，每日运送
2次，在陡坡上艰难攀爬，往返
一趟需要 7 个小时，及时向火
场一线输送物资近10余吨。全
体民兵克服海拔高、气温低、悬
崖峭壁、沟壑纵横等一系列不
利因素，充分发扬不怕吃苦、连
续作战、敢打硬战的作风，出色
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切实
保障了火场一线人员后勤给
养。通过历时7天的奋力扑救，
截至4月8日15时00分，九龙
县“4·01”森林火灾全部扑灭，
无一人伤亡，取得扑救工作的
决定性胜利。

战“火“磨砺最美本色
九龙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奋力扑救“4·01”森林火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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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背物资上山。

全球朱鹮种群

数量超4000只

色达县

全民造林为大地添绿

九龙县

让家园披上绿装

德格县

义务植树绿化家园生态环境部要求
积极推进114项重大
生态工程复工复产

道孚县气象局

备战汛期气象服务

甘孜日报讯 为了进一步强化防雷安全
监控工作，提高企业的防雷安全意识，防范雷
电灾害事故的发生，近日，乡城县气象局对辖
区内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开展了
防雷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查看了易燃易爆企
业防雷装置检测报告、防雷安全管理制度、防
雷装置日常维护情况、雷电灾害应急预案、防
雷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等。对检查中存在的问
题，建立了安全隐患和问题清单，要求限期整
改，进一步强化防雷安全生产工作。

罗仁斌

德格县气象局

做好人影作业准备
甘孜日报讯 当前，德格县降水少、气温

偏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居高不下，面对森林
草原防火严峻形势，县气象局切实加强人影
作业各项准备工作。做好人影设备检修维护，
排除安全隐患，保证作业设备时刻处于最佳
状态；强化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通过学习作
业流程和操作方法，熟练掌握安全作业技能；
密切监视天气演变，积极组织天气会商，抓住
有利时机实施人影作业。

罗茂伟

得荣县气象局

开展汛前大检查
甘孜日报讯 近日，得荣县气象局组织开

展汛前大检查。组织专业人员对该县8个区
域自动站和10个单雨量站进行了全面巡查，
逐个进行雨量校准和清洁维护，并认真做好
维护记录，确保汛期气象设备运行正常、数据
采集准确、传输及时；对观测场的气象设施、
通电线路、网络传输和办公室的用电、用水、
防火、防盗及施工场地等进行详细检查，及时
排除安全隐患，确保汛期各项工作安全。

甲尕保

乡城县气象局

抓防雷安全不松劲

2020年4月1日19时48分左右，九龙县上团乡运脚村发生因雷击引发的森林火灾，过火面积估算190公顷左右，
火灾未成人员伤亡，历经7天的奋力扑救，大火全部扑灭，火情得到了全面控制，阻止了火势向原始森林蔓延，最大限度的
减少了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扑救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火情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九龙县人武部闻令而动，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民兵迅速集结到位，随后火速带领
县民兵应急连森林草原灭火排和乡村民兵共计100人，携带专业扑火工具奔赴九龙县上团乡火场一线。

2020年4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秦松 版式编辑边强

记者13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近期生
态环境部梳理出各地正在实施和即将实施的
114项重大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修
复治理工程项目清单，并以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办公室名义致函各省（区、市）督察整
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前
提下，积极有效推进复工复产。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
部近期组织对各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问题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
题整改方案进行分析，按照有利于拉动市场
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民生需要的总体要
求，梳理出这114项重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
并就投资落实和工程进度情况与各地分别进
行了核实。

这 114 项重大建设工程，计划总投资
2515.4 亿元，截至 2019 年底已完成投资
1249.3亿元。其中包括，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
建设、黑臭水体治理、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处置等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项目97个；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矿山、
湿地、林地、受污染土地等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项目13个；企业新址建设、工业园区建设等企
业生产经营急需、急盼的工程项目4个。

目前，这些项目大多已开始复工准备、后
续资金已落实，具备全面复工复产或加快推
进建设的条件。

生态环境部在致函时强调，对已开始复
工复产的项目，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配
物资和人员，尽可能恢复正常工程进度，努
力达到原定计划目标；对尚未复工复产的项
目，要抓紧筹备，尽快打通工程实施“堵点”，
补上“断点”，尽快实现复工复产；要把握督
察和长江警示片整改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
工程建设，统筹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保障
整改效果。

据新华社 组织民兵运送后勤保障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