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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EYULIN 7绿 色 榆 林

近日，记者采访横山区林业部门
有关负责人获悉，今年，横山区林业
局以建设绿色横山为目标，全力实现

“四个一工程（一绿）”和新一轮“林业
建设五年大提升”，积极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横山区今年计划完成中央财政
投资2191万元，其中，计划投资200
万元完成天然林保护工程封山育林
0.5万亩。计划投资750万元完成京
津源防沙治沙二期 1.5 万亩人工造
林。计划投资50万元完成封山育林

0.5万亩。计划投资711万元完成人
工饲草基地5000亩、暖棚40000平
方米和青储窖2000立方米。计划投
资80万元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0.2
万亩。

该区计划完成市级投资2780万
元，其中，计划投资580万元完成横山
城市运动公园绿化美化一处。计划
投资188.29万元完成白界镇黑峁墩
村生态观光园绿化工程一处，主要栽
植各类适生常绿、落叶乔灌木28500
株。计划投资1231.71万元完成无定

河南岸陕能运煤专线绿化23公里；榆
马大道至白界公墓道路绿化10公里；
无定河王圪堵北岸裸露坡面绿化180
亩；绿化吴家沟村道路6公里、直观裸
露坡面108亩；绿化美化靖神铁路沿
线3.2公里、直观裸露坡面108.8亩。
计划投资600万元完成美丽乡村绿化
美化30个，每村投资20万元。计划
投资180万元，完成王梁村和万家畔
村绿化美化工程。

“今年，我们紧紧围绕‘塞上森林
城’提质增效行动，集中连片，抢抓有

利时机，高质量完成造林绿化工作。
成立由区委书记、区长任组长，林业、
农业等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生态
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协调解
决生态工程实施中的重大问题，为生
态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组
织保障。同时，我们加强技术服务，
我局技术负责人对苗木调运、苗木检
疫、栽植过程进行全程指导，全力做
好技术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项目顺利
实施到位。”横山区林业局副局长魏
宏明说。

横山区加强技术服务，高质量完成造林绿化工作——

兴林富民绿山川
本报记者 刘勃江

近年来，神木市认真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造管并
重，全市生态环境呈现“整体好转、局
部优化”的良好局面，2017年被陕西
省林业厅评为“省级森林城市”。

据了解，今年神木市林业工作以
建设“美丽神木”为总目标，立足“森
林、草原、湿地”三大阵地、“生态恢复、
生态保护、生态富民、生态安全”四条
战线，聚焦“严监管、美环境、护生态、
稳脱贫、惠民生、保安全、增活力、践初
心”八大目标，深入推进“林业建设五
年大提升”，加快国土绿化步伐，严格
管护林草资源，发展壮大林草产业，继
续深化林业改革，为神木市建设黄河

“几”字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示范市提
供更加良好的生态环境。

该市全年计划完成营造林及种草
任务17万亩，义务植树116万株。在
北部启动矿区生态修复治理，中南部
深入推进大柏堡规模化林场建设，主
要完成规模化林场建设工程（含退耕
还林）、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交通
骨干道路绿化工程（东过境线）、中鸡
至栅子沟道路绿化工程、杨家城遗址
保护区增彩工程、黄河西岸坡体绿化
工程、臭柏自然资源保护区造林工程
等造林绿化项目。

该市在认真做好造林绿化工作的
基础上，重点完成几项工作：一是进一

步严格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
任制，全面开展森林督查工作；加强防
火宣传教育，严格野外火源管控；进
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宣传引导，严厉打击乱捕滥猎滥
食和非法经营野生动物行为。二是
发展壮大林业产业。实施以降低树
体等措施为主的红枣低产园改造1
万亩，抓好红枣低产园改造示范项目
建设；继续推进杏梅基地试验项目、
林麝养殖建设，认真推进海红果基地
试验项目，继续探索发展林业特色经
济林。三是全力推进生态脱贫工
作。围绕全年脱贫攻坚任务，聚焦重
点区域，聚焦问题短板，聚焦重点对

象，下足绣花功夫。认真做好贫困村
退耕还林建设，贫困户生态效益补偿
兑现，生态护林员、封山禁牧森林防
火管护员续聘管理三个重点工作，使
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与修复中得到
更多实惠。

“我们将认真思考、科学谋划‘十
四五’林业工作，做到四个结合：与中
央的大形势紧密结合，与省里的推进
生态空间治理紧密结合，与榆林市的
打造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
紧密结合，与神木市建设黄河‘几’字
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示范市紧密结
合。”神木市林业局副局长高峰说。

神木市严格管护林草资源，发展壮大林草产业——

生态惠民增活力
本报记者 宋艳霞

沙绿民富诚可期
□付文喜

近日，各级媒体传来喜讯：绿进沙退，毛乌素沙漠即
将从陕西版图“消失”。

曾几何时，裸露的黄沙一望无际。每每刮起大风，天
昏地暗，大白天屋内也得点灯。庄稼被刮起或被覆盖，沙
进人退，因沙致贫，老百姓苦不堪言，无可奈何举家迁
徙。“风刮黄沙难睁眼，庄稼苗苗出不全。房屋埋压人移
走，看见黄沙就摇头”，是当年榆林地区恶劣生态环境的
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榆林仅存60万亩天然林，林木覆
盖率只有0.9%，现在的林木覆盖率达到34.8%。遥感监
测显示，榆林市植被覆盖度从 2000 年的 12.04%增加到
2018年的46.7%，陕西成为我国第一个完全“拴牢”流动
沙地的省份。

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这其中的变化值得我们细
细回味。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绿进沙退”？是什么让茫茫
大漠变成绿意盎然的塞上明珠？

政策对头是促成绿进沙退的根本。为改善生态环
境，1979年，我国开始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1984年
国家下达了文件，允许农民承包治理“五荒地”。1985
年，国家出台鼓励个人承包治沙政策。国家、集体（治沙
公司）、个人一齐上，榆林的治沙走上了快车道。再加上
退耕还林和封山禁牧政策的推动，有力地推动了榆林大
地披上“绿装”，为今天的绿色榆林奠定了基础。

科技支撑是促成绿进沙退的关键。在沙漠植树种
草，就得适应沙漠的气候和土质，就得种植耐寒抗旱的物
种，这仅是对物种的选择要求。同时，更要考虑固定流
沙，固定流沙是决定栽植成败的关键环节。以“障蔽治沙
法”为指导，在迎风坡划格子搭设沙障，使沙丘不流动，在
沙障间播沙蒿、栽沙柳固定流沙，在沙丘间栽植杨树、柳
树，使得树苗成活率达到80%左右。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促成绿进沙退的动力。榆林治
沙，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怀抱这种向往，榆林人民迎
难而上，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治沙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中来，
不言苦不言累，坚持到底，不分男女，不分老幼齐上阵，几
代人连续作战不懈怠，终于沙漠变成了绿洲，荒山披上了

“绿装”。风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榆林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植绿护绿的动力越来越强劲有力，有序地推动了
榆林大地披上“绿装”，为今天的绿色榆林注入了动力。

让沙漠绿起来只是第一步，在保持生态效益的同时
有更好的经济效益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栽植经济林木
樟子松、沙棘、长柄扁桃等，种植温棚瓜果蔬菜，圈养家
畜，发展采摘果蔬、避暑休闲旅游，实现“农林牧游一体化
发展”，让沙地由“绿起来”到“富起来”，那将是榆林经济
社会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我们拭目以待。

榆阳区榆龙社区

环境整治见成效
本报见习记者张占林报道 连日来，榆阳区青山路

办事处榆龙社区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营造创文
明、树典型的良好氛围。

该社区积极发动辖区单位尤家峁水库、榆林职业技术
学院林学院部分职工代表及辖区志愿者共20余人，重点
对辖区内的道路、松林路、马路沿线环境卫生，野广告、墙
面的乱涂乱画以及卫生死角等进行了彻底的清洁。很多
辖区居民和商户也深受感染，自觉加入环境整治的行列中
来，纷纷拿起工具，帮助配合清扫。

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数天的整治，该社区人居
环境有了极大改善，受到了辖区广大居民的肯定和好评。

横山区波罗镇

多举措扮靓人居环境
本报通讯员贺潇宇报道 近期，横山区波罗镇以整

治人居环境为突破口，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
多措并举，为提升人居环境按下“美颜键”。

该镇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从
家庭卫生做起，改变“脏乱差”的不良生活习惯。利用波
罗镇村干部群，晒整治照片，倒逼工作开展，形成比学赶
超、你追我赶、以干促效的浓厚氛围。

围绕204省道公路沿线、百米大道周边、波罗镇集镇
等重点区域，该镇组织村干部、党员、群众、镇清洁工开展
地毯式清理，在非省道行政村，组织村三委以及农户全方
位打扫房前屋后以及屋内环境卫生。

同时，落实商户门前卫生“三包”制度，在各村经费短
缺的情况下，组织各村入党积极分子、党员义务打扫卫生，
并建立长效机制，在全镇形成了人人讲卫生的良好风尚。

府谷县林业局

技能培训助力生态扶贫
本报通讯员田永成报道 近日，府谷县林业局与县林

业工作站技术人员到王家墩便民服务中心精准扶贫帮扶
村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活动，旨在提升农民致富技能，提高
贫困群众劳动收入能力，进一步推进林业生态扶贫工作。

培训会上，该县林业专家郝殿明用实例讲解了良种
选择、果树修剪、低产园改造、病虫害防治、新品种引进等
实用技术，现场果农和贫困户认真聆听记录，纷纷表示受
益颇多，对农村林业种植很有帮助。

据了解，近年来，府谷县林业局将农民技能培训与红
枣降高塑形、培育林业产业、林业技术推广结合起来，进
一步强化生态脱贫工作，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讲求实效，充分发挥了林业技能培训扶智扶志功能。

清涧县政府办

植绿清扫美环境
本报通讯员李昕 贺波报道

近日，清涧县政府办组织全体人员先
后到韩家俭村、陈家塔村开展植绿行
动，并打扫道路卫生。

在韩家俭村植树现场，大家挥锹
铲土、扶苗填坑、提桶浇水，每个环节
都做得扎实到位、衔接有序。在陈家
塔村，大家带着铁锹、扫帚等工具，分
组分段开展道路清洁工作。他们有的
搬运木垛，有的清理路旁杂草乱石，有
的帮助农户整理院落，干得热火朝天，
为建设“绿色清涧”奉献自己的力量。

近日，记者在绥德县石家湾镇沙
滩坪村采石场看到，陡峭的坡面上，
十多名工人正忙着栽种紫穗槐。他

们腰间系着保险绳，用冲击钻在坡面
上钻出圆孔，从腰间挂着的桶里拿出
苗木，小心翼翼地放入圆孔中，然后

覆土、压实、浇水。
这是绥德县绥延、榆绥高速公路

生态廊道建设生态修复的工作场景。
据了解，绥延、榆绥高速公路生

态廊道建设以“荒山增绿、廊道显景、
裸土消失”为目标，一是对绥延、榆绥
高速公路两侧山体坡面进行统一规
划，绿化全覆盖，绿化里程35.8公里，
面积5200余亩，涉及张家砭、田庄、
四十铺、石家湾4个镇21个村，栽植
油松、樟子松、山桃、山杏、白榆60余
万株。二是下大力气对石家湾镇沙
滩坪村采石场生态破坏的地段进行
修复治理，通过坡面打孔栽植紫穗槐
的模式，治理面积1.6万平方米，并对
采石场周围进行了绿化，栽植油松
6000余株。

本报记者马蕊摄

半山坡上造林忙
本报记者陈静仁报道 近日，记

者在位于吴堡县城1公里处的沿黄公
路内侧的半坡上看到，植树工人们正
在“小心翼翼”地挖坑栽树、运苗浇水。

据了解，这是吴堡县2020年沿黄
公路直观坡面生态治理（一期）古城作
业区，绿化面积为654亩。

吴堡县林业局林业站副站长薛峰
峰介绍，因为沿黄公路直观坡面立地
条件为土石山坡，所以在治理过程中
主要采取在坡面较陡或支离破碎的沟
坡上修筑鱼鳞坑的方式，按三角形选
点布置，挖成半圆形的土坑，在其下沿
修筑半圆形的土埂，以便蓄水保墒。

“栽植树种方面也由之前的防风固沙、
防止水土流失所栽植绿植单一化转变
为现在的侧柏、火炬。”薛峰峰说。

本报记者马露露报道 今年，榆
林市神树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神树
畔煤矿积极认领实施造林绿化任务，
全力完成绕城快速干道榆阳区青云
镇段两侧各100米、绕城快速干道与
榆阳区校场路十字2200亩及朝阳路
办事处榆卧路两侧山地造林 4250

亩。目前，项目工程已基本完工。
“我们抽调专人组建专班，对接

相关部门，严格遵照技术指导组的
要求，栽植相应的乔木、花灌木和地
表植被，并修建步道和配置亭台、景
观石等。”该煤矿总经理助理李和平
介绍。

按照“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
动造林绿化工程作业设计，该项目总
投资约 2300 万元，共栽植红叶桃
4044株、本地山桃4561株、碧桃293
株、京桃1156株、红皮山桃4090株、
新疆杨533株、油松10641株、樟子
松101595株、沙地柏53557平方米、
紫穗槐6274平方米、山杏1712株、
榆叶梅946株，并修建深井13眼，配
套井房及防火道路7.149公里，同时
建有步道和景观亭。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协办

绿化“蜘蛛侠”

神树畔煤矿

全力完成认领任务

长庆油田采气二厂

植绿投入3000万元
近日，记者在榆阳区芹河镇过境

绕城道路上看到，一排排高大挺拔的
樟子松昂然挺立在公路两边。

据了解，这片区域承建单位是长
庆油田第二采气厂，该厂自2017年
起主动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认领和
承担西绕城道路东侧芹河镇天鹅海则
区域的造林绿化任务，通过直接参与、
技术委托、协同合作等方式，将绿化工
作落到实处。截至目前，累计投入资
金3000多万元，植树3万多株，种草
21000多亩，绿化覆盖率达到可绿化
面积的80%以上。

图为该厂职工义务植树。
本报记者马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