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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生态文明建设创出
川味特色

已形成省级统筹、市县发力、梯次推进的建设体系

甘孜日报讯 1月8日，记者从州林草局
获悉，近年来我州围绕生态保护、生态治理、
生态产业3大主责主业，大力实施“山植树、
路种花、河变湖（湿地）”工程，森林草原治理
成效得到了显著的效果。森林面积增加300
万亩、森林蓄积增加0.05亿立方米、退化草
原面积减少592万亩，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分别达34.8%、83.9%。

通过生态修复与治理的稳步推进，常
态化推进涉林草执法工作，我州开展了大
规模绿化全川·甘孜行动，完成沙化治理、
人工造林、庭院节点绿化等生态保护与修
复项目91.16万亩，道路绿化1795.9公里，
完成退化草原改良、人工种草、沙化土地治
理等 901.23 万亩，草原禁牧、草畜平衡
12463 万亩，草原鼠虫害防治 1700 万亩
次，建设41个草原监测站（点）、3个草原防
火物资站。并在陆续开展“绿色亮剑、绿盾”
等涉林涉草综合执法专项行动的同时，还
查处及严厉打击了非法占用、破坏草原等
违法案件，进一步促进了我州生态保护和
资源科学利用，真正开启了试点建设新篇
章，其中巴塘县格木、理塘国家草原自然公
园已入选全国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
建设，色达县、白玉县获批全国生态综合补
偿试点县，石渠县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据悉，在资源管护能力方面，我州落实
6300 余万元，通过投入资金、选聘生态护
林（草）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资源、天然草原、
湿地，全面启动“数字林草”工程建设，大力
推动林草资源监测管理和森林草原火灾预
防、扑救能力现代化建设。

见习记者 德央

我州
森林草原治理
交出满意答卷

道孚国有林保护管理局
森林草原防灭火
知识普及进校园

四川省多个县（市）日前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并受到生态环境部命名表彰，逐步走出了一
条“川味”十足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生态优势持续向经济优势转化。
“四川省已初步形成了省级统筹、市县发力、梯次推进的建设体系，打造了一批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和‘两

山’理念实践的鲜活案例样本，探索形成了一批具有借鉴意义的有效模式。”日前，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雷毅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表述。

10月10日，生态环境部命名表彰了包
括四川省邛崃市、盐亭县、峨眉山市、仪陇
县、九寨沟县在内的第四批 87 个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县，以及平昌县等35个“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在对这些案例样本总结时，雷毅坦言，四
川省在高标准完成“规定动作”外，今年创建
成功的6县市还结合自身区域优势和资源特
点，通过“自选动作”创出了“川味”特色。

比如，峨眉山市积极探索建立《“绿水青
山典范城市”指标体系》，通过这套指标体系，
构建起与“绿水青山典范城市”相匹配的空间

格局；九寨沟县创新出台了《九寨沟县生态文
明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涵盖“生态制度、生态
空间”等六个方面，分三级共70个指标，远远
超过国家规定指标项目，从制度层面保障了
生态文明建设向高标准、高层次推进。

“示范创建中，四川不仅坚决做好污染减
法，也更加注重做好绿色加法，为发展腾出空
间容量。”雷毅说，邛崃市以控促优，推动城市
转型，将生态底线作为城镇空间布局必须避
让的基本前提，严格落实“三线”管控措施，形
成了“六山环抱、九水相拥”的全域生态格局，
成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县。

盐亭县着力将治城与治气、治水、治山
一体推进，治气重在建立重点企业和建筑工
地“直联名单”，治水重在治直排和河岸，治
山重在保护，通过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环境，
构建“美丽宜居盐亭”。

据了解，自 2017 年以来，全国共命名
了四批 262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和 87 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四川省先后
建成14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4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获命名数量和创建成效位居我国中西
部地区前列。

甘孜日报讯 为更好的推进森林草原
防灭火宣传教育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落
实好各项措施。近日，丹巴国有林保护管理
局陆续前往林区小学、寺庙、乡村开展森林
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活动。

宣讲活动中，工作人员不仅为大家播
放了“森林火灾警示教育片”，还结合实际，
深入浅出的宣讲相关防灭火知识，让大家
深刻了解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政策法规，领
会中央、省、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精
神。在看到一个个真实的案列后，大家纷纷
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既要自己注意用
火，也要充当宣传员，让身边的人多了解防
灭火工作的重要性。截至目前，丹巴国有林
保护管理局走访牧区宣传 30 户，寺庙 2
座，宣讲达500余人，致学生家长森林草原
防火信50余份，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

见习记者 德央

甘孜日报讯 为切实增强林区中小学
生的防火意识，夯实森林草原安全防线，道
孚国有林保护管理局在中小学校寒假来临
之际，组织各林场再次进学校普及森林草
原防灭火知识。

宣传人员与学校教师们一起，用亲切
朴实的语言，讲解森林草原的重要作用、森
林草原火灾的危害等知识；并鼓励同学们
好好学习，热爱生活，自我培养保护森林、
保护草原的良好习惯，制止劝导身边的玩
火行为，成为守护生态的“小卫士”。

随后，为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深入
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小手拉大手”活动，向
每位学生发放了宣传挂图、《告学生家长
书》等宣传资料，着力形成“教育一个孩子、
带动一家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森林草原
防火良好局面。

县融媒体中心

甘孜日报讯 日前，泸定县公安局磨西
森林派出所、海螺沟景区生态环境与林业草
原科一行，联合深入景区磨西镇、燕子沟镇、
国家级贡嘎山自然保护区主要林区和人员
聚集的村庄路口，宣传检查森林草原防火、
野生动植物保护、林政资源保护管理。

据悉，此次检查共出动车辆128辆，宣
传人数324人，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检
查入山登记人数105人。本次宣传检查让
干部群众和游客更加懂得森林草原防火对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海管局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
“严”字当头抓防火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局
影响全局，如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是当前必须谋划和布局的重要任务。

过去的五年，是迄今为止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
发展最好的五年，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
得感显著增强，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绿色底色。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清
醒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
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生
态环保任重道远。

当前，生态环境形势发生了一些变
化。一方面，污染治理边际效应逐步凸
显，靠“砸票子”就能解决的问题基本得
到解决，剩下的问题更多要靠“谋好路
子”才能解决。另一方面，新形势下面临
新要求，实现改善环境质量从注重末端
治理向更加注重源头预防和治理有效传
导，需要发动更多部门、更多百姓共同参
与。因此，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
须始终保持攻坚力度、延伸攻坚深度、拓
展攻坚广度。

保持攻坚力度要形成更大合力。特别
是在环保垂改即将全面完成之际，应进一
步从体制机制方面压紧压实各级各单位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发挥好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的统筹协调职能，制定责任清单，
切实避免生态环境部门“单打独斗”。

延伸攻坚深度应着力运用“三个治
污”的办法，更加突出用精准、科学、依法
的方式，破解治理边际效应难题。大气方
面，在细颗粒物治理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把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提上治理议
程，推动重点污染物协同治理，进一步提
升空气质量。水治理方面，以“美丽河湖”

“美丽海湾”建设为抓手，重点推进治污向
提质迈进，统筹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三水”治理，逐步实现岸美水绿。此外，着
力抓好源头防控，聚焦推广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减少固废产生，让“无废”深入人心。

拓展攻坚广度要紧抓核心目标任
务。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必须紧
紧抓住以降碳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
以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倒
逼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质
量协同改善。结合这些重点工作任务，认
真谋划一批大项目，以大项目带动大治
理，把目标落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
上。此外，针对与百姓切身相关的噪声扰
民问题，也应拿出切实有效举措，还生活
以宁静。

应势而动是核心，顺势而为是关键。
过去积攒了丰盛的胜利果实，接下来必
须乘胜追击，更精准、更科学、更有序地
打好各类污染阻击战、歼灭战，才能全面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精准科学破解
治污难题
◎赖正均

冬日，大批黑颈鹤
在西藏拉萨市林周县
境内栖息、觅食。林周
县黑颈鹤自然保护区
建立于1993年，2003年
被设立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是雅鲁藏布江
中游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部分，在每年的11月
底至12月初，这里便会
迎来成群的黑颈鹤过
冬。图为黑颈鹤在西
藏拉萨市林周县卡孜
水库栖息。

新华社 发

丹巴国有林保护管理局
森林草原防灭火
宣传教育全覆盖

记者近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
“十三五”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对天然林保
护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天然林保
护资金投入达2400亿元，占中央财政林
草业总投资的40%以上，天然林面积净增
8895万亩，蓄积量净增13.75亿立方米，
天然林全部纳入保护范围，实现了森林资
源面积和蓄积双增长，天然林资源质量逐
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十三五”期间，天然林保护顶层设
计有序推进，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指标。全国已建立起近700
万人参与的天然林管护队伍，在国有林
区建设管护站点3.2万个。各地综合运用
物联网、远程监控和无人机等各种智能
软硬件技术对天然林资源加强保护。

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显
示，我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91.86亿吨，
其中 80%以上的贡献来自天然林。5 年
来，天然林区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天
保工程区退化的森林植被逐步得到恢复
和重建，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天保工程
区实现了从以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
和资源综合利用快速转变。

“十三五”期间，国家安排100多亿
元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林业管护补
助，使100多万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
林员，带动300多万人脱贫。在公益林建
设任务和天保护林员的选聘工作中，许
多地方都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实
现了保护与脱贫双赢。

据新华社

我国天然林全部
纳入保护范围
“十三五”以来资金投入
达2400亿元

◎王小玲

实践中，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先后经历了
生态示范、生态建设示范、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等逐步完善、提档升级的过程。

雷毅说，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四川
省从偏重于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小生
态”向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生态”转
变，将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与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等工作有机
结合、协同推动。

早在2006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就作出
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决策，2016 年发布了

《四川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2017年以来，四川省先后组织成都、巴中、

甘孜等市（州）编制了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州）
建设规划，金堂、洪雅等40余个县（市、区）编制
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区）规划。

实践中，四川省还十分注重在规划引领
下，坚持以典型案例引路。一方面，四川省建

立示范创建激励机制，对获得国家命名的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由四川省财政给予每
个地方800万元的提升奖补资金，目前共计
安排专项资金8600万元。另一方面，加大省
级生态细胞工程示范创建力度，推进省级生
态文明示范市县建设，搭建形成“省级—国
家级”的创建梯次，推动四川省为全国开展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提供经验和典型案例。

“自选工作”：创出“川味特色”

绿色转型：为脱贫攻坚注入活力
“摆在我面前的竹叶青，是单品销售连

续 12 年蝉联中国高端绿茶第一的产品，在
疫情期间更是实现逆势畅销，获得 10 亿元
的销售佳绩。”峨眉山市市长吴小怡说，今年
竹叶青茶叶有限公司还新推出了高山红茶
——万紫千红，“这都得益于峨眉山市良好
的生态环境。”

据了解，峨眉山市瞄准“高新轻净”发展
方向，以“一桶水、一瓶酒、一杯茶、一盅汤”
为代表的“绿色轻净”产业不断壮大。

雷毅说，第四批6县市充分依托本地农业
特色和旅游资源，不断发展壮大生态产业，“大
多实现了园区就是‘景区’，基地就是‘钱袋’”。

仪陇县委副书记、县长郭宗海一直致力
推广县里所产的丝绸。“这些柔软顺滑的绸缎，
实现了‘无印染、有霓裳’的生态制衣神话。”

近年来，仪陇县打造 7 万余亩蚕桑基
地，通过“栽桑养蚕—桑枝蚕粪转化为有机
肥—有机肥施用于桑园”的模式，实现绿色
种养循环。

“花椒可以制作花椒酒、花椒酱，花椒枝
条可以作婴儿的咬牙棒。”平昌县县长李余
良说，小小花椒树不仅成为致富大产业，同
时也是绿水青山的“增长素”。

平昌县利用撂荒地、坡地，实施退耕还林
种植青花椒，用5年时间建成了面积达35万
亩的青花椒基地，仅今年投产的12万亩产值
就达 3.6 亿元，带动了 8 万余户农户增收致
富，“小小花椒树”成了“致富大产业”，生态文
明示范创建真正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示范创建：“小生态”转向“大生态”

扫一扫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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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县人工湿地与万木林。本报资料库图

森林草原防灭火 专项整治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