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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了 沙少了 景美了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国宁宁

辽宁省昌图县长发镇福德店是
东西辽河两大支流的交汇处，辽河源
景区就坐落在这里。

“以前这里的水发红，气味不好，
春天刮风，河滩上的白沙子到处飞，
两岸几乎没什么植被，周边村民在河
滩上开荒种地。这几年加强了辽河
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也唤起了
村民保护辽河的意识。”昌图县长发
镇王子村党支部书记宁波说。

近年来，昌图县坚持“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
水方针，以维护河库健康生命、实现
河库功能永续利用为目标，全面加强
水资源保护、河库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
修复和河库执法监管，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

辽河昌图段干流总长 64.35 公
里，主行洪保障区面积 4.3 万亩，已
全部退耕还河。主行洪保障区内采
取自然封育与人工干预相结合的整
治措施来恢复生态，形成了辽河保护
区生态廊道。行洪保障区外的 2 万
亩河滩地实施人工干预种植牧草恢
复生态。

昌图县水利局局长郭福林说，
辽河保护区昌图段生态恢复面积达
到6.3万亩，辽河干流昌图段河滩地
植被覆盖率达到 90％。滩地草原
的初步形成，为治理面源污染、防风
固沙、涵养水源、改善辽河水质、恢
复生物多样性起到重要作用。

2018 年，昌图县还全面推行河
长制，将全县77条流域面积10平方
公里以上河流及其他重点微小河流
和 47 座水库全部纳入河（库）长制，
重点实施河库垃圾清理及保洁，河
库管理综合执法，划定河库管理范
围，河道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改善
河库水环境质量等河库管理保护
工作。

目前，辽河保护区内野生动物、
鱼类，水生植物和陆地植物明显增
多，植物增加61种，鸟类增加27种，
鱼类增加 6 种，保护区生物、种群多
样性明显改观，植物和动物多样性正
在形成。

水清了，沙少了，景美了，来辽河
源景区游览的人越来越多了。

森林有“林长”生态变了样
安徽省推行林长制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行
林长制，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
长制体系，形成党政领导挂帅、部门
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新格局。
那么，林长制怎么推行呢？记者日前
来到先行先试的安徽省进行了采访。

林长谁来当

雪后的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国家
森林公园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护林
员汪建东告诉记者，几年前，这里到
处是乱草荒滩，污水横流。如今，这
里改造成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四
季有景色，季季景不同，年接待游客
近300万人次，获得“国家级森林公
园”“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水
利风景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全国林业科普教育基地”“国家湿地
公园”“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等多个称号。

巨变源于林长制的实施。2017
年3月份，安徽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
林长制，出台《关于建立林长制的意
见》，并于2018年在全省建立省、市、
县、乡、村五级林长制体系。

五级林长都是由谁来担任呢？
“省、市、县（市、区）设立总林长，

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设
立副总林长，由党委、政府分管负责
同志担任。市、县（市、区）根据实际
需要，分区域设立林长，由同级负责
同志担任。乡镇（街道）设立林长和
副林长，分别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村（社
区）设立林长和副林长，分别由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和村（居）委会主任担
任。”安徽省林业局局长牛向阳说。

林长制的核心，就是通过实行党

政领导负责制和五级林长组织体系，
层层压实责任，实现“林有人管、事有
人做、责有人担”。安徽省林业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林长制实施近 2 年
来，有效破解了理念淡化、责任虚化、
职能碎化、措施泛化、功能弱化‘五
化’问题。”

除了明确林长，安徽各地还明确
了责任民警、技术员、护林员。

职责怎么分

五级林长护林，职责怎么划分呢？
省级总林长、副总林长负责组织

领导全省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承
担全面建立林长制的总指挥、总督导
职责。

市、县（市、区）总林长、副总林长
负责本区域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
作，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监督、考核本
级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林长履行职责
情况，强化激励与问责。

同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林
长和副林长负责组织实施本地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建立基层护林组
织体系，加强林权保护和责任监管，
确保专管责任落实到人。

以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为
例。2017年6月4日，合肥市重点生
态区域推行林长制启动仪式在合肥
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举行，由此拉开了
全省推行林长制工作的序幕。义城
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军担任合肥滨湖
国家森林公园林长，具体负责合肥滨
湖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与发展。

张军这林长干得可不轻松。合
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合肥滨湖
新区东南，距滨湖核心区和安徽省政
务中心仅5公里，公园面积1.6万亩，
是安徽省内唯一的万亩城市水网森

林。按上级要求，合肥滨湖国家森林
公园要成为“合肥的旅游名片、安徽
的形象窗口、人民的后花园”。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大力整
治环境，2018年累计栽植池杉、落羽
杉、红豆杉、美国红枫等各类乔木18
万余株，栽植山茶、茶梅、五色梅、月
季、紫薇、桂花、樱花、桃花等各类灌
木58余万株，培育地被40余万平方
米，主要节点新增花镜20余处，植物
品种增至381种，动物种类提高到近
百种，极大丰富了园区面貌。

为搞好管理，合肥滨湖国家森林
公园成立由上岸渔民和失地农民组
成的专业工程施工、园林养护队伍，
实施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将服务、养
护、安保和监督责任分段、分片落实
到人，保洁服务目前已实现滨湖国家
森林公园“垃圾落地不超过15分钟”
的目标。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又
与合肥市公安局巢湖水上分局加强
联动协作，成立首支环巢湖岸线联合
巡逻队，打击了夜间偷盗、非法捕捞
等行为。

牛向阳告诉记者，截至 2018 年
8月底，安徽全省五级林长组织体系
全面建成，共设立各级林长 5.2 万
名，形成省级林长负总责、市县级林
长抓督促、区域性林长抓调度、功能
区林长抓特色、乡村林长抓落地的工
作格局。

问责动真格

既然当上林长，就必须担起责
任。安徽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建
立林长制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举措，牢记使命担当，狠抓责任
落实，细化工作进度，保障必要的工
作经费，明确部门及责任人员，做到

组织体系和责任落实到位、相关制度
和政策措施到位、督促检查和考核到
位，确保林长制顺利实施。

如今，在安徽省的所有林区，都
树立了林长制公示牌。牌上公示各
级林长的姓名、责任范围、联系电话、
举报电话。同时，安徽全省完善了森
林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定期公布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情况，建立了林长制考
核指标体系，实行森林资源总量和增
量相结合的绩效评价制度。

《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
府关于建立林长制的意见》明确规
定：省、市、县（市、区）总林长负责组
织对下一级林长进行考核，考核结果
作为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和
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对工作
突出、成效明显的，予以通报；对工作
不力的，责成限期整改。林长制实行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对造成
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追究责任。各市、省直有关部门每年
12月底前将本年度贯彻落实林长制
情况报省委、省政府。

通过推进林长制，各级地方领导
成了森林资源保护的责任人。

“根据测算，到2035年美丽中国
目标基本实现，森林覆盖率应达到
26%。我们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大
差距，必须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
行动，每年完成造林 1 亿亩左右，确
保森林资源稳步增长。”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局长张建龙说，目前，全国已
有17个省份在全省或部分市县开展
林长制改革试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将在深入总结各地林长制成功实施
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林长制实施
范围，确保森林资源得到长期有效保
护，为推动林业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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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清水甘如许
走访西藏那曲水源地保护区

本报记者 代 玲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油菜花是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每年都有大量
游人来罗平观花海。图为在罗平县板桥镇金鸡村金鸡峰景区，田野上的油
菜花竞相开放，黄灿灿的油菜花在明媚的阳光下与山峦相映成趣，构成了一
幅美丽壮观的图画。 刘振军摄 （中经视觉）

冬日的藏北那曲，羌塘草原茫
茫一片。在那曲市净水厂内，却有
股清流经过过滤、沉淀、净化等多
项处理后流向市民家的水管。

在净水厂经理栾华明的办公
室内，记者看到厚厚的一沓水质
检测报告。据介绍，每天 11∶00、
15∶30，净水厂的两位专业技术人
员都会对水厂内的水质进行检测，
指标多达十几项。“对水源地的水质
我们每天检测一次，对出厂水每天
检测2次。”栾华明说。

在那曲市区周边共有两处市
级水源地。走进位于市区滨河路
的备用水源地，远在千米外就有一
道明确的蓝色和绿色标示牌。蓝
色警示牌上写着“您已进入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全长1公里”的提
示，绿色宣传牌写着“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和相关监督管理电
话。沿着水源地保护区域5600米
长的网围栏向水源地深处走去，共
有 7 个深井，每个深井都被 200 平
方米的正方形房子围了起来，在房
子周围50米左右，还有一道绿色的
网围栏进行又一重保护。据介绍，
滨河路水源地的保护区面积达5.8
万平方米。

在备用水源地的旁边是已经
冰封的河流次曲河，河流两岸做了
生态护坡处理，将水源地与次曲河
做了区分。

虽是寒冬，但河流以及两岸的护
坡边上干净整洁，这得益于此前那
曲 市色尼区开展的清理河道工
作。“我们花了20多天清理了5.1公
里的河道。”色尼区水利局负责人
易刚介绍。

水源地保护是一项综合工程。
那曲市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21个。那曲市按照相关政策和法
律法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
体责任，加大资金投入，规范建设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健全水
环境监测与污染源监督环境管理体
系，制定完善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
应急预案，有效防治饮用水水源地
污染，确保饮用水安全。

“我们聚焦‘划、立、治’三项内
容，通过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设立水源地边界标志，清理整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的环境违法
问题等措施，明确‘全面摸底排查，
实施清理整治，逐一核查销号’三
步走的工作方式，精准发现问题，
切实整治问题，做到排查无盲区、
整治无死角、环境违法问题全部按
期清零。”色尼区区委常委、那曲镇
党委书记杨昕说。

根据《西藏自治区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在 2018 年 11 月底前，西藏
完成了地级及以上城市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整治；并将在 2019 年
11月底前，完成所有县级及以上城
市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

在色尼区境内的市级水源地
整改方面，色尼区投入207万元，由
环保、水利部门牵头完成了那曲河
水源地、滨河路水源地的环境保护
专项整治工作，安装了 24 个宣传
牌、24个警示牌、120个界桩。

来到那曲河水源地，远远地就
可以看到宣传牌和警示牌，提示已
经进入水源地保护区。沿着取水
口往上1000 米、往下100米，还安
装了严密的网围栏，保护区面积达
6.6万平方米。

以水源地环境专项综合整治
为契机，那曲市建立了长效机制，
健全了水源地日常监管制度，同时
强化部门合作，完善了水源地环境
保护协调联动机制。

《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十三五”期
间，西藏将分类推进水源保护区或
保护范围划定，完成所有城镇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推
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实施保护区标志设置、隔离防护、视
频监控等工程，依法清理违法建筑
和排污口。推进应急水源建设，强
化水质监控和应急能力建设，加强
应急物资和技术储备，建立饮用水
水源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定期开展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指标监
测分析、环境状况评估。定期监测
和评估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和
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
据介绍，西藏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已
分别于2016年、2018年起公开本行
政区内饮水安全状况信息。

金色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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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市区滨河路水源地外树立的警示牌。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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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656%%，，新增沙化土地治理面积新增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0001000万公顷万公顷。。到到20352035年年，，国土国土

生态安全骨架基本形成生态安全骨架基本形成，，生态生态

服务功能和生态承载力明显服务功能和生态承载力明显

提升提升，，生态状况根本好转生态状况根本好转，，美美

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到

20502050年年，，迈入林业发达国家行迈入林业发达国家行

列列，，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行林长制后，昔日脏乱差的合肥万亩水网滩涂被打造成国家森林公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