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腊月， 呼啸的冷风穿过汉滨区境内的山
脉，风声在一片窸嗦的落叶声中留下阵阵回响，连
绵起伏的山峦沟壑中，上千种植被挨挨挤挤，填满
了大地的每一寸缝隙。 草木林果给山川镀上金黄
棕绿的色调，展现出汉滨大地的无限生机。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汉滨林业局继续高举
生态高质量发展大旗，延续党的方针路线，坚持以
“生态保护优先，严守生态红线”为基本准则，狠抓
林业资源管理等工作， 全区生物多样性实现恢复
性增长，生态环境改善明显，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
保护。 着眼全区，万亩核桃实现了丰产丰收，各镇
村种植的万亩油茶也已迎来了繁花满枝，5000 亩
低效林得到改造，建设完善了洪山、双龙等镇的油
茶加工生产线；林下天麻种植 10000 亩，退耕还林
实施 8000 亩，人工造林 1 万亩，森林抚育 3 万亩，
退化林修复 0.5 万亩；松材线虫病疫木伐除区人工
造林和补植补造 0.8 万亩， 累计完成投 6 亿元，实
现林业产值 43 亿元……

这些林林总总的数据， 转化到汉滨区山坡林
地的沟沟坎坎上，就变成了满坡满眼的青枝绿叶，
在爱绿、护绿、植绿、保绿的基础上，汉滨区林业局
持续落实资源保护、 国土绿化和林产业发展，用
“开拓创新、超越自我”的精神，为推动汉滨林业高
质量发展、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做出了
举足轻重的贡献。

护好千倾林，青山多妩媚

大雪时节， 凤凰山林场的护林员一大早便进
入了深山，准备进行森林抚育作业，检查病树、清
理积木，几个小时下来，护林员皆累的满身大汗，
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汉滨区自然资源丰富，林业用地有 418 万亩，
森林覆盖率 70%，各种野生植物 2000 多种，野生
植物 2000 多种、动物 430 余种，有国省级森林公
园 3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1 个、湿地公园 2 处，是
陕西省重点林业县区。 实施天保工程后，汉滨区林
业局在对天然林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敏感脆
弱区的森林资源实行严格保护和监管， 工作中发
挥全区 350 名“天保护林员”和 5584 名“生态护林
员”作用，认真抓好护林员岗位职责、管护范围、考
勤管理、绩效考核，确保“一山一坡，一林一园”都
有专人管理，专人负责。 努力护好青山绿水，提升
绿色总量；坚决管好青山绿水，保住绿色存量；全
力守好青山绿水，减少绿色缩量；竭力用好青山绿
水，激活绿色能量。

与此同时，汉滨区林业局根据中、省、市全面
推进“林长制”的要求，自今年 7 月以来，按照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逐步建立区、镇、村三级林
长制组织体系。 目前全区林长制实施方案已经明
确区级总林长、副总林长及各区域林长，依法推进
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和建设工作。 截止 10 月底，
汉滨区建立区、镇（办）、村（社区）三级林长制组织
体系，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运行高
效的林业生态保护发展机制。 预计到 2025 年底，
全区林地总面积持续增长， 森林覆盖率达到 70%
以上，森林蓄积达到 920 万立方米 ,湿地面积保有
量 12.075 万亩。到 2035 年，实现汉滨山更青、天更
蓝、水更净、景更美、林业产业更兴旺目标。

“林长制”的根本在于林长治，在写好协调推
进护绿、爱绿、增绿、活绿大文章的同时，汉滨区林
业局坚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同步推进， 大力实
施义务植树、生态修复、植被恢复等绿化造林；强
化“一长两员”工作职能，严厉打击毁林违法行为，

持续开展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害防控，森林资源
实现持续增长。

如今，站在汉滨区的群山之上，目之所及皆是
林木葱茏，缥缈云雾间，栎树、松柏、杜鹃、白蜡树
等植被生长茂盛，不少寄生植物、藤蔓植物交错其
间， 一个充满生物多样性的生态闭环在崇山峻岭
间被完整构建。

还绿于山林，天蓝水更清

每年春回大地之际， 都是汉滨区的干部群众
最忙碌的季节，道路、公园、村庄、社区，到处都是
植树造林的战场。

作为陕西省重点林业县区， 汉滨区的地理面
积大、地理形貌复杂多元，江河湖泊、山川丘陵，赋
予了汉滨区优良的生态底色。 然而上世纪以来，由
于大力发展生产建设， 汉滨区的森林面积出现过
短暂的锐减，进入新时期后，复绿还绿成为政策导
向，撂荒的田地，裸露的山坡，都必须重新披上绿

装， 让林草重新茂盛起来。 从斑驳之绿到连绵之
绿， 汉滨区还绿复绿的进程在这些年的时光中从
未中止。

下辖 26 个镇办的广大农村地区，成为汉滨区
实施两轮退耕还林的主战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汉
滨区抢抓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机遇， 聚焦聚力实施
新一轮退耕还林，加快发展生态产业和民生林业，
推动生态建设转化为经济动能，生动诠释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遵循。 2014-2019 年，
汉滨区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 35.95 万亩，将退耕还
林建成了生态扶贫工程、 生态富民工程和乡村振
兴工程， 为百万汉滨人民交上了一份沉甸甸的绿
色答卷。

而今， 汉滨区整体的生态环境已经得到巨大
改善，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 0.16 万平方公里，年均
优良天气达 327 天， 汉江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饮
用水标准。 安康湖环线周边区域实施了万亩绿化
工程，避开耕地共绿化 6000 亩，城镇村庄、景区景
点、产业园区、通道路网、农田林网，山水林田湖一

体化的系统治理， 让汉滨区的国土绿化面积成倍
增长，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林业生态建设新格局。

因为林草面积的增大和水环境的改善， 不少
珍稀动物也相继在汉滨区境内的水域和森林安家
落户，每年草长莺飞的时节，总能看到群群白鹭在
江边嬉戏捕食；搁置在野外的红外摄像机，也经常
能捕捉到长尾雉、麂子、黑熊等野生保护动物的身
影，这些自然精灵的频频现身，折射出汉滨区持续
加强林业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与成效。 持之
以恒的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 最终让汉滨区做活
水文章，扩大绿特征，打造出宜居宜业更宜游的生
态新区。

融合新生态，产业唱大戏

从空中俯瞰，如今的汉滨区，早已成为一片绿
色的汪洋。 徜徉在这片绿波中，点缀其间的花果林
园成为汉滨区林业局推进林产业由“增量”向“提
质”转型发展的最佳佐证。

大雪纷飞的冬月 ， 位于汉滨区洪山镇的油
茶产业园区 ，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满枝茶
花纯白芬芳，馥郁的香气隔着老远就能闻到。 作
为优质的木本油料 ，油茶具有营养高 、受众广 、
易养护等特点，“十三五 ”期间 ，在汉滨区林业局
产业中心主任罗发涛的大力推广下 ， 该区的多
个镇办 ， 将油茶作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产业
抓手，在蔬菜粮食不易生长的坡地大量栽种 ，迄
今为止 ，全区已发展有 10 万亩油茶 ，带动村民
致富成效十分突出。

除了核桃、油茶、拐枣，林下天麻、林下魔芋等
产业也是汉滨区林业局“点山成金”，推动林业高
质量发展所选准的特色林业。 作为汉滨区的五大
主导产业之一， 核桃在高峰时期的种植面积曾达
到 50 万亩以上，这期间，由于低海拔地区的虫害
问题，核桃屡屡出现“丰产不丰收”的情况，极大地
挫伤了果农的发展信心，为重新刷亮核桃这块“金
字招牌”，汉滨区林业局今年创新性地在每个园区
组建了专业的技术服务队，全面开展以翻土施肥、
整形修剪、病虫害综合防治、合理间作套种等技术
服务，推动核桃园管理规范化、生产标准化。 在以
核桃产业提质增效为目标的前提下， 全区纳入试
点统防统治的万亩核桃今年都明显增产， 亩产量
达到了干果 100kg，亩均收入达到了 1000 元以上。

复合林业的经济效益在天麻和魔芋身上也得
到了彰显，在大河、在叶坪、在沈坝、在洪山……在
汉滨区的山林间，生长在林荫之下的天麻、魔芋等
林下作物，不仅为生态环境增色，也为产业发展增
值，林下经济的潜力被充分挖掘，并逐渐向纵深发
展。

汉滨区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开坤说：“‘十
四五’期间，我局将紧紧围绕推动新时代林业高质
量发展的路径，以努力培育林业资源、严格保护林
业生态系统为己任，通过合理利用林业资源，持续
开发绿色优质林产品， 带动一大批相关行业的发
展，不断优化三产资源，在‘守青山、抱金山’的道
路上，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结合林产业建设，深化
其在国土绿化、资源保护、健全‘林长制’等方面的
延伸，让边边角角都绿起来、靓起来。 不折不扣落
实国家的林业生态政策， 在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促进林下经济
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实现绿
色增长，推动综合发展，着力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
发展的相生共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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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百万林特园撑起生态高质量发展

记者 王拥 吴苏

巧用林下撂荒地，刨出致富金疙瘩；稻田虫草
作食料，喂出肥美稻花鱼；生猪粪便还田用，养出
肥沃黄土地；农光互补提质效，补出群众致富路；
社区里头建工厂，群众门口稳增收。

位于汉滨区北部的大河镇，盛产蚕桑、核桃、
天麻，近年来，该镇按照“红色党建引领绿色产业
发展”思路，通过党建赋能统筹全域优势资源，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围绕“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布
局，打破区域壁垒，激活产业链、人才链，实现规模
化、 集群化发展， 形成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新格
局。 通过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以绿色产业发展引
领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在延长产
业链条、做强科技支撑上下功夫，从小切口中做出
大文章、在小产业上展现大作为。

林下天麻采收忙。 “一锄挖下去，天麻钻出来，
捡都捡不赢”。 如今正是天麻丰收季，连日来，大河
镇大坪社区、 兴红社区的天麻园区内一片忙碌景
象，群众手拿锄头弯着腰、弓着背，熟练地翻开泥
土进行采挖， 而身后的筐里装满了一个个硕大饱
满的天麻。 大河镇林地资源丰富，为发展天麻产业
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在社区党支部引领下，采
取“农业合作社+能人大户+农户”的形式，以土地
流转、入股分红、劳务等方式建立利益联结，引领
一批有想法的群众共同发展天麻种植，如今，天麻
已成为鼓起村民“钱袋子”的一项致富产业。 全镇
今年共种植天麻 3000 亩，预计产量 30 万斤，产值
360 万元，带动 140 户群众就地增收。

立体种养稻鱼香。 走进流芳村，一片片稻田犹
如金黄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一尾尾黑鲤鱼
在水中嬉戏。 稻渔综合种养是大河镇生态循环经
济农业的模式之一。 在稻田种稻和养鱼，发挥稻鱼
两者共生互利的作用， 田里的蚊子幼虫等水生害
虫成了鱼的自然饵料，鱼除吞食水稻害虫外，还能
为水稻根系松土，促进水稻生长，在水稻增产方面
功不可没，真正实现“一亩双收”。 稻鱼种养基地负
责人何启奎说：“自 2019 年起我们开始发展稻鱼
种养，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今年结合撂荒地整治，
我们的发展规模达到 150 余亩，投放鱼苗 3000 余
斤，还和五福鲜公司进行了签约，采用“党支部+公
司+合作社+农户” 模式实行统一供种、 采收、加
工，配套线下订单及线上电商统一销售。 年产值能
达到 15 万元，辐射带动 30 余户群众增收。 ”除了
流芳村， 该镇瓦房村和先锋社区也陆续采用这种
发展模式，全镇形成 300 余亩的种养规模。

生猪“链”上蔬菜园。 小河村党支部通过“土地

流转、入社劳动、入股分红、产业带动、反租倒包”
的方式，创建了小河村循环经济农业园区，园区共
流转土地 687 亩， 其中 368 亩为生猪养殖产业，
300 亩为蔬菜保供基地。生猪年出栏量 4500 头，年
产值达 900 万元。 大棚蔬菜 50 亩， 露地蔬菜 100
亩，年产值达 1800 万元。 “猪圈里的粪便，都被清

运到特定的区域沤肥，沤好的肥用于蔬菜的底肥，
不仅大幅度提高蔬菜品质，达到“无公害、无污染”
标准，还消除了环境污染的隐患。 ”小河村党支部
书记潘德峰说。 通过实行“党支部+合作社+园区+
农户”的运营模式，探索出“菜、饲、畜、沼、肥”五位
一体循环种养模式，走上资源生态利用，产业相互

带动、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农光互补增动能。 同心村地理条件好、阳光充

足，是大河“万农生态光伏”集中电站建设项目落
地村。 密密麻麻的光伏发电板下， 有大量闲置土
地，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打造
了农光互补园区，按照“农业种植+光伏发电”的方
式，在光伏板下种植喜阴的香菇、辣椒、洋火姜等
农作物，形成了建设 1 个光伏项目，可获得”发电
收益分配+土地流转收益+农产品订单收购收益+
基地务工收益”的“1+N”多重效应，实现“一地多
用”“农业发电两不误”目标。 “我们这里 10 万棒香
菇的销售额大约 120 万元， 扣除人工费和原料开
支，一亩香菇的纯收益大约 1 万元。 ”同心村支部
书记易光明说。 大河镇农光互补项目共带动 100
余户 400 余人年增收 3000 元，群众奔上一条“一
个基地、多方收益”的致富新路子。

社区工厂稳就业。 在大河镇的几家新社区工
厂里， 缝纫机的声音此起彼伏， 呈现一片繁忙景
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大河镇党委、政府
抢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政策机遇， 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不断拓展搬迁群众就近就业渠道，陆续
引进毛绒玩具、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居民提
供就业岗位，实现“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为了帮助
企业落地生根，大河镇党委、政府以甘当“店小二”
的服务意识扑下身子、主动作为，变“政府思维”为
“企业视角”，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担当，在打造最优
营商环境上下苦功、出实招，以“保姆式”服务打通
企业“堵点”“痛点”，用标准化的厂房、优惠的招商
政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一批挣了票子、探
了路子、换了脑子的能人回乡创业。 据了解，全镇
目前共有八家社区工厂，带动就业人口 653 人，其
中脱贫人口和三类户共计 128 人 ， 月平均工资
2800 元， 为群众稳定增收和巩固脱贫成果奠定了
基础。

大河镇党委书记刘长平说，下一步，大河镇将
按照党建引领、绿色循环、市场助力、科技支撑、品
牌带动的思路，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要求，
不断壮大乡村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两片三区多产
业”发展新格局，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和产业链条
眼神，借助电子商务、消费扶贫、供销为农服务中
心等载体实现产品研发、育种、生产、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加快产品“三品一标”认证，
提升产品品牌竞争力和附加值， 实现产业发展新
转型、新跨越。

2021 年 1 至 11
月， 月河流域汉阴县
双乳镇三同村出境断
面 水 质 持 续 稳 定 达
标， 综合评价为地表
水Ⅱ类， 达到了水功
能区划要求。 大气环
境综合指数同比下降
14.1% ，PM10 同 比 下
降 13.0%，PM2.5 同比
下降 3.4%， 空气质量
明显改善， 空气质量
在陕南地区 32 个县
（区）中排名第 16 名，
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居
陕南 32 个县 （区）第
一。

秉承“生态立县、
循环发展” 的工作理
念， 汉阴县把强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
强县域生态环境保护
摆到重要的位置抓实
抓好。 县委、县政府始
终 扭 住 生 态 改 善 的
“牛鼻子”， 定期研究
解决重点工作， 县领
导既挂帅又出征 ，坚
持定期调研检查 、现
场办公， 深入基层一
线、重点领域、重点企

业，着力解决重点难点、与群众密切相关
的生态环境问题， 全县形成了上下贯通、
部门联动、群策群力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新格局。

针对月河水质不能稳定达标、大气环
境质量全市排名持续靠后两个突出环境
问题， 汉阴县紧紧围绕科学精准治污、依
法治污两条主线，探索出符合自身实际的
治污模式。

为确保科学精准治污，把有限的财力
用到 “刀刃 ”上 ，汉阴县政府聘请专家团
队，对全县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判 ，按照
专家组指导意见，全面实施以县城和集镇
污水处理体系、农村污水处理体系 、月河
村级排污口收集体系为中心的三大体系
彻底治理污水。 累计投资 2.9 亿元， 建成
县、镇级污水处理厂 9 家，日处理污水能
力达到 2.8 万吨， 在全市率先实现镇级污
水处理全覆盖。

为破解农村污水量大面广的难题，该
县每年统筹整合项目资金用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和农村厕所革命，在全县镇村因
地制宜推行 “大三格粪污处理+湿地池”、
“小三格式+资源化利用”、 单户改厕二级
处理三种模式，逐步建立完善了农村污水
处理体系，全县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
善。

组织环境执法人员对月河两岸所有
排污口拉网式实地排查，投入资金 5000 余
万元，启动建设月河沿线排污口污水收集
整治项目，计划新建污水管网 29 公里，将
115 个排放口全部接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
后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真正实现 “不让一
滴污水进入月河”。

好的环境是管出来的，对全县建设工
地全面实行“红黄绿”牌管理制度，积极推
行“互联网+现场管理”模式，严格落实施
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和扬尘治理十六
条措施。 同时强化日常执法监管，对发现
存在安全隐患或扬尘治理工作不力的施
工项目及时下达整改或停工通知，对严重
违反施工规定及扬尘防治相关措施落实
不到位的企业依法进行通报、顶格处罚。

面对成绩 ，汉阴人欣慰而自知 ，在全
市生态环保工作中我们依然是追赶者。 全
县将继续秉承 “不让一滴污水进入月河、
不让一挂花炮污染汉阴天空、不让一处秸
秆垃圾露天燃烧、不让一处建筑工地尘土
飞扬” 的目标，紧盯两条治污主线 ，扎实
开展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全力为全县 “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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