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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临江，眼前一片生机勃勃、活力无限。近年来，临江市认真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生态立市”，以争

创国家森林城市为目标，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建设，全市森林资源总量

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达到86.8%。

全民植树 播撒绿色希望

森林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每年植树节，临江市都发起

不同主题的植树造林活动，领导干部带头参加义务植树，全市干部群

众和社会力量踊跃参与。3年来，道路两旁、河流两岸、山上山下，植

树队伍随处可见。挖坑、填土、运苗、灌溉，一棵棵树苗在春风中摇

曳，临江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植树造林，让绿色成为家园永恒的底色。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力量参与植树造林活动的

热情日渐高涨，广大志愿者和志愿团队亲手植下一株株爱心树，汇聚

起全民共建绿色家园的强大力量。

近3年，全市完成基地更新5190亩；森林抚育3000亩；特殊及珍

稀树种培育3940亩；城区绿化158亩；省级绿美示范村屯3个；义务

植树31万株，尽责率皆在85%以上；新建义务植树基地5个；天然林保

护工程78万亩，国家级重点公益林140万亩；封山育林3万亩；公路

绿化长度244公里；江河绿化17公里；建设森林示范小镇1个。城市

新增绿地23.5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由12.18%增加到39.91%，人均

拥有绿地面积由9.1平方米增加到21.77平方米，城市绿化实现了由

量到质、由点及面的战略升级，城乡处处绿树成荫，绿浪涌动。

造林、管护两同步 持续推进生态建设

临江市以中央开展环保督察为契机，加大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对

毁林种参、非法侵占林地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并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从源头上遏制了涉林违法犯罪行为，生态环境得

到进一步净化，生态资源得到有效恢复和保护。

在坚持依法治林的同时，认真抓好造林质量，严格落实管护措施

和责任，把新植林带苗木的管护工作作为紧要任务抓紧抓好，做到造

林、管护两同步，确保栽一片、活一片，巩固造林绿化成果。

同时，通过科普场馆基地等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全民义务

植树、城市绿地树木认种认养等生态文明示范活动的开展，普及生态

知识，弘扬生态文化，增强市民的生态绿化意识。舆论引导营造声

势，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建设更美好家园

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临江市把国土绿化列

入全市重点工作，不断加大植树造林力度。

2020年，计划完成基地更新718.13亩，林地清收补植重造5500

亩，特殊和珍惜树种培育533亩，一般造林1510亩，乡村公路绿化9

公里，江河绿化1.5公里，村屯绿化5个，义务植树10万株。同时，根

据该市生态建设情况，用本级资金70万元在多年放牧场、还林困难

地区采用栽植大苗实施造林150亩，目前各项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通过大力实施植树造林活动，临江市荣获“中国最美县城”“国家生态

功能试验区”“国家珍稀树种培育示范县”“全国绿化模范单位”“2017年全

国森林旅游示范市县”“中国深呼吸小城”“中国长寿之乡”“珍稀树种培育

示范县”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正快速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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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吉林的底色，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吉林的

宝贵财富，不仅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还承载

着吉林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年初以来，省河务局

与省河长办同频共振，坚决捍卫好这一方青山绿水，为

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一路向前。

强化目标导向，推动重点河湖治理保护。2020

年，省河务局完成松花江等10条省级河长河流治理

保护规划年度修订，开展查干湖等河湖岸线保护与利

用规划编制，建立双月调度机制，推动重点河湖500

余项治理保护项目前期工作及项目建设有序开展，着

力改善重点河湖水生态环境。

聚焦突出问题，推动“清四乱”行动向纵深拓展。

2020年，省河务局全面推进省内规模河湖“清四乱”专

项行动成果巩固提升，并把“清四乱”专项行动向全省

所有河湖，特别是农村河湖延伸。现已累计销号586

个“四乱”问题，总体销号率为98.6%。全省河湖“清四

乱”的开展，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

了关键支撑。

坚持多点发力，推动河湖监管常态化。2020年，省

河务局在专项行动上下功夫，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涉河

湖管理的“雷霆护水”专项执法行动，全省出动执法人

员13031人次，巡查河道长度70666公里，巡查湖泊水

库面积190.35万亩，共查处违法案件370起，其中非法

采砂管理案件98起。在科技带动上做文章，利用全国

“水利一张图”及河湖遥感本底数据库，开展四乱、航

拍、黑臭水体等点位上图；采用无人机航拍方式，选取

松花江、东辽河等44处河段进行航拍，制作航拍视频

及画册。

做好服务保障，推动河湖长履职尽责。2020年，省

河务局在全省河湖长制公示牌公布群众反馈二维码，

拓宽公众反馈渠道，完善事件受理、处理、反馈流程，为

各级河湖长巡河湖做好保障。全省五级河湖长已巡河

湖近18万人次，解决了一大批河湖管护问题。

创新宣传引导，推动河湖群防群治。2020年，省河

务局充分利用多渠道传播手段，注重运用群众喜闻乐

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广泛开展宣传。同时，加大舆论

引导力度，完善公众参与机制，让河湖管理保护深入人

心，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强大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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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河一级支流仙人河从辽源市穿城而过，昔日黑臭的“龙须沟”

变成了河水清澈的景观河，附近居住的群众对仙人河整治带来的变化

交口称赞。记者在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全省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城

区内100个黑臭水体，已基本完成消除黑臭的整治任务。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污染防治攻坚战决战决胜

之年。为打赢“碧水”保卫战，着力改善水环境质量，我省大力推动各

项治水攻坚行动，有效强化流域水质管控，水环境质量大幅度改善。

1至9月，全省重点流域48个国家考核断面中，优良水体比例

77.1%，同比上升11.1个百分点，高于国家考核目标14.6个百分点；劣

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同比下降10.6个百分点，低于国家考核目标4.2

个百分点；全省17个国家重点监控的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优于国家考核要求。

加快推进治污工程建设，是我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缩影。按照《吉林省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

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要求，我省围绕59个国省考核断面

水环境质量改善，加快推进治污工程建设，补齐短板，确定了城镇生

活、工业污染、畜禽粪污、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等6方面22项具体任

务、588个工程项目。建成了辽源市污水处理二期扩建工程、四平市

南北河截流干管改造工程等一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项目，

有效解决了城乡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等影响地表水质量的“痼疾”，为消

除劣五类水体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如果说治污工程项目建设为我省改善水环境质量打下了坚实基

础，那么，日益完善的五级“河（湖）长制”体系，则构建起全省水环境日

常管理的严密网络，成为全省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的关键。省生态环

境厅实施“四个第一时间”精细化监管，严格落实重点断面水质管控的

联动措施，按照“第一时间掌握水质情况，第一时间分析研判，第一时

间现场核查，第一时间督察问责”的要求，实施精细化监管。四平市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何立春介绍说：“四平市建立辽河污染防治微信工作

群，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市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30多个部门负责

人入群，坚持联防联控，各职能部门联合监管，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各类

问题。”

今年4月以来，我省更是不断加大督察、执法检查力度。先后组

织实施了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强化监督、重点帮扶专

项行动，决胜2020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执法专项行动等多项有力

的执法检查行动，聚焦并推动解决水污染防治工作突出问题，坚决

打赢“碧水”保卫战，圆满完成污染防治攻坚各项目标任务。

打赢“碧水”保卫战
本报记者 刘姗姗 通讯员 陈博宜

河流治理是改善人居环境、造福群众的民生工程。“河长制”工作开

展以来，桦甸市统筹部署、多管齐下，强化河流治理探索，聚力改造水环

境，以“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目标，全面打响了一场河道清洁攻坚

战。

近年来，桦甸市全面治理河流沿岸“乱占”“乱建”“乱采”“乱堆”问

题，累计清理河道垃圾2812.8立方米，拆除沿河直排旱厕5处、柴草垛20

个。同时，全面禁止河道采砂，处理非法采砂11起。为实现河势稳定，达

到岸坡加固，保护耕地、村屯和道路及改善河流生态的目的，在部分河流

两侧完成了40公里的河道绿化，治理中小河流5处、长度61.27公里，取

得了“河长制”工作的实质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自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桦甸市通过有针对性的工程处理，斩断

了河水污染的源头。全市河流水质有了明显提升，辉发河水质已由V类

转为Ⅲ类，全市覆盖的地埋式垃圾桶及江河两岸的厕所改造使农村群众

的生活环境得到不断改善。桦郊乡友谊村村民王福告诉记者，经过河道

治理和日常监督护河，村里现在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堤也稳固结实，到了

雨季，老百姓也不用再担心了。

据桦甸市水利局陈宣任介绍，几年来，桦甸市深入开展河道清理工

作，持续抓好河道“清四乱”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围堤、非法采砂、污染物

非法直排等行为。2020年，计划投入资金9243.31万元，完成辉发河干

流护岸工程、治理木萁河干流河道、新建护岸工程、两条中小河流治理等

项目，共31.85公里。

目前，桦甸市已初步建立涵盖基础信息、水质、沿岸排污情况等多方

面内容台账，做到河道保护底数清、情况明。县、乡、村三级河长不断加

大巡河力度，做到河道保洁日产日清，不留死角。

桦甸市：打好河道清洁攻坚战
边境 本报记者 任胜章

9月的长春市新立城水库，一汪湖水静卧，风过碧波荡漾，各类水鸟

翔集。近年来，长春市多措并举，持续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为守好市

民“大水缸”筑起一道生态屏障。

通过项目建设，提升水源地保障能力。按照长春市政府关于新立城水

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综合治理工作部署要求，几年来，长春市深入实施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围网封闭项目，组织实施了75.7公里长的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金属围网建设，实现了对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的封闭管理。

围绕“绿化库区、涵养水源、生态隔离”的目标，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沿围网内侧空地扦插柳树条40公顷，逐步形成一条环库绿色生态屏障，

进一步修复一级保护区生态环境、涵养水源，同时有效拦截人畜进入。

在做好工程治水的同时，新立城水库管理中心还采取生物治水措

施，大力实施洁水渔业，通过鱼类滤食影响水质的藻类和有机物质，从而

降低水体中的藻类和有机物质数量，保障饮用水源安全。

加强日常管理，确保饮用水安全。新立城水库上游，现有湿地面积

1600公顷，自建成以来，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在净化水质、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立城水库是长春市重要水源地之一，从1960年开始，截至2019年

底，累计向长春市供水52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长春市供水安全。为确

保长春市民饮用水安全，新立城水库还成立水源地保护工作领导机构，

通过建立并完善网格化水源地保护责任体系，形成了水面、林地、围网、

工程区等一级保护区全覆盖的水源地保护体系。通过建立专门队伍，及

时发现、制止、处理和报告保护区内发生的各种破坏水环境违法行为，防

范水污染，确保水安全。同时，积极开展水源地保护宣传，营造了全社会

共同关心和保护水源地的良好氛围。

着眼长远发展，科学谋篇布局。近年来，新立城水库编制了水源地

生态环境提升概念性规划，围绕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等规划

了水环境治理工程、生态改善工程、水源保证工程、水质监测工程、智慧

水库系统、环库道路工程、人文景观和生态小镇等建设内容。通过规划，

引领新立城水库饮用水水源地建设和发展迈向新台阶。

同时，启动了多项水源地保障项目前期设计，开展了10条入库河流

生态治理工程设计，对河道岸坡进行生态防护，并在入库口栽上荷花、香

蒲、芦苇等植物。对现有3000公顷成熟林或近熟林的水源涵养林进行了

更新设计，积极推进林木更新，确保水源涵养林能够持续发挥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保持水土作用。

为最大限度发挥渔业洁水作用，新立城水库还启动了以一级保护区

视频监控为重点的水库安全运行信息化系统工程项目设计，进一步提高

了应对水源污染等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全面提升了水库的安全运行现

代化管理能力。

经过综合措施治理，新立城水库的水环境获得明显改善，候鸟明显

增多，水质整体好转，目前水库水质已达到国家饮用水源三类标准。

西部水草丰美，中部沃野千里，东部林海莽莽……在白山松水间形

成的天然生态屏障和自然环境中，通榆新华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站、榆树

农田生态环境观测站、长白山森林生态气象观测站等多个气象生态观测

台站掩映其中，成为铺展在色彩斑斓吉林大地上的一抹亮色。

在梨树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基地，大田实景监测仪、土壤水分自动站、

区域气象站等现代化建设硬件设备遍布田间，实验地块的空气温度、湿

度、降水量、土壤湿度等数据一目了然。梨树县气象局副局长王野介绍

说，在省气象局指导下，梨树县局强化与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合作，

建立黑土地农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为保护黑土地的绿色种植技术“梨

树模式”提供数据支撑。“我们还大力支持卢伟合作社的秸秆覆盖技术研

究，为其提供农田气象观测设备，送上最新的天气信息和灾害预警产

品。”

人工增雨是气象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硬核”手段。全省“运-12”增

雨飞机、482部火箭发射架、216门高炮、17部地面增雨燃烧炉等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的“科技担当”，实现人工增雨作业覆盖面积超17万平方公

里。省气象局充分发挥东北区域人工影响天气中心的作用，早抓早准

备，协调高性能增雨飞机，推进立体化、规模化、跨区域作业，大力开发空

中水资源，助力东部森林防火和林业生态保护、中部粮食生产和黑土地

保护、西部农业抗旱和生态环境修复。近年来，全省气象部门重点对长

白山和查干湖等生态功能区、向海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开展常态

化的人工增雨（雪）、防雹作业，作业区范围内的水资源得到补充，生态修

复型人工影响天气的作用日趋显现。仅在长白山地区，每年的春、秋季

防火关键期开展增雨（雪）作业超过20余次，发射增雨火箭弹400枚以

上，最大程度增加雨雪，降低森林火险等级。

此外，省气象局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增设了多项服务内容，基

于极轨、静止、高分辨率长时间序列多源卫星数据，适时开展野外调研及

相关技术交流，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重点保护区域及特色区域进行遥感

动态变化监测与气象评估。进行全省陆地植被、查干湖区域、长白山自

然保护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等区域生态遥感监测与气象评价的专题研

究，制作凸显本省生态特色的气象服务产品，定期发布全省年度生态公

报，对本省植被生态、大气环境质量、湖泊水体生态环境质量、积雪变化

等进行监测评估。

在近年的气象服务工作中，增加了沙尘天气、大气气溶胶、焚烧烟雾、

城市热岛等大气环境的监测评估内容，推进基于重点景区的冰雪旅游气象

指数研究、旅游气象服务产品研发和旅游气象指标体系建立，气象助力共

绘“蓝绿交织”底色，擦亮冰雪、雾凇金字招牌。

守望绿水青山黑土
——省气象局全方位多领域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侧记

王灵玲 李建平 本报记者 曾庆伟

筑好生态屏障 守护长春“大水缸”
边境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