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化县茅荆坝国有林场

位于我省东北部，建于 1950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国

有林场，域内森林资源丰富，

生态系统类型完整多样，是京

津地区重要的天然绿色屏障，

是滦河的重要水源涵养地。

70多年来，茅荆坝林场坚持以

生态建设为重点，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

生态、兴林、富场为目标，通过

采取“艰苦创业、造管并举、生

态保护”等措施，使有林地面积

由建场初期的3.8 万亩残次天

然林增加到现在的30.3万亩优

质林，森林蓄积量也由建场初

的 15万立方米增加到现在的

16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

此提高到 92.6%，打造了承德

国有林场生态建设的“隆化样

板”，并由此获得了“全国十佳

林场”和“中国最美森林”等荣

誉称号。

艰苦创业
荒山由黄坡变绿岭

说起茅荆坝林场历史发展

变化，退休职工许贵义感触最

深：“建场初期，当时的生产、生

活条件都异常艰苦，林区地处

偏僻荒山，黄土裸露，不通公

路，地广人稀，我们肩扛行李、

背驮炊具上了山，在刚搭起的

窝棚里住宿，吃窝头，啃咸菜，

喝冰水，每天要步行十几里甚

至几十里山路奔赴山场开山造

林，没有运输工具，就徒步用头

顶、手提、肩担、背驮运载植树

工具和树苗，但我们以‘愚公移

山、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不服输

的干劲坚持了下来。”

茅荆坝始终坚持“育林为

主、生态优先、科学经营、持续发

展”的办场方针，克服各种难以

想象的困难，在山坡上大力开展

植树造林、疏林补植、针阔混交

等生态建设工程，并由此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国土绿化造福人

民”的生态建设高潮。在一代代

林业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

下，换来了28万亩的茫茫林海，

有林地面积一下子由建场初期

的3.8万亩残次天然林增加到现

在的30.3万亩优质林，森林蓄积

量由建场初的15万立方米增加

到现在的160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到92.6%。

近年来，林场还先后与中国

林科院林研所、北京林业大学、

河北师大、承德职业学院等单位

进行科研合作，联合开展了华北

次生林两维分类经营技术研究，

培育出针阔混交林5万亩、带状

混交林1万亩，成为冀北山地的

一大典型特色林。

造管并举
管理由传统向创新

“以前植树造林及后期管

护主要依靠传统的手工和徒

步方式，现在全面采用了创

新的复合经营方式，提升了

造林质量，节省了管护成本，

效果非常好。”现任场长于志

海介绍。

2000年以来，林场立足林业

长远发展，积极推进林业技术改

革，进一步激发了林场高质量持

续发展的新活力。特别是2003

年，林场大胆采用创新的“三年

买成苗”的机制模式，把造林任

务分解到营林区，营林区担保后

承包给造林承包人并负责监

管。这大大调动了各营林区和

承包人造林的工作干劲，一举使

造林成活率、保存率由以前的

80%左右提高到 95%以上。

2014年，林场引进近自然森林经

营理念，推行伐劣、间次、留优的

新技术，打造了以目标树为架构

的全林经营模式，共培育出优质

大径级材和转化低质低效天然

次生林2万亩；着力打造流域经

营模式，使流域经营面积达到5

万亩。

林场创新管理方式，将林

区划成 12 个区域，把全部干

部职工按照面积大小、林木类

型编入每一个区域，选出区域

负责人，实行网格化精细化管

理，保障森林健康快速生长。

在此基础上，该场还推行行政

领导负责制，强化火源管控。

于 2018 年投资 50 万元，在全

县率先建起防火远程视频智

能监控预警系统，创造了建场

以来连续 70年无重特大森林

火灾的骄人业绩。

生态成果
物种由单一到多样

“以前生态系统类型非常

单一，现在生态环境好了，林

场已成为各种野生动植物的

天堂乐园，这里有国家一级野

生动物 30 多种、濒危野生植

物有 20 多种，生态成果实现

了单一性到多样性的发展。”

在林场工作了 30年的老职工

郑宝会说。

为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

林场将全场划分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公益林、国家级森林公

园、商品林四大经营板块，实行

分类经营、分区施策的经营方

式，彻底完成了“木头经济”向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转型升

级，森林资源得以进一步有效

管护。

建立起40038公顷以茅荆

坝为主体区域、以森林生态系

统类型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全面实行封禁保

护修复，保护区内的生态系统

逐步得到改善，生态成果更为

丰富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保

护区内现分布各种植物 1091

种，大型真菌 78种，脊椎动物

270种，昆虫885种。

日前，在茅荆坝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主体区域，碑梁林区发现

的1000多亩天然华北落叶松群

落，其间伴生有天然云杉、桦树、

柞树、五角枫等大量野生树种，

为华北地区现存最大的天然落

叶松原始森林群。1998年建起

的2万亩核桃楸林，其稀有性、

代表性和典型性使其成为华北

地区生态系统的杰出代表，具

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和科学研究

价值。

发展休闲旅游
变“卖木头”为“卖风景”

“更新观念，思路决定出

路”。 1998 年，林场开始走

“生态优先，转型发展”之路，

在市县旅游局和县林管处的

大力支持下，提出了开发茅荆

坝森林休闲旅游的设想，为打

造茅荆坝生态休闲旅游，奠定

了从“砍树”到“护树”，从“卖

树木”到“卖空气、卖风景”的

发展基础。2004 年，借助将

茅荆坝省级森林公园晋升为

国家森林公园的契机，全力打

造森林休闲旅游产业。林场

现在成为一个集动植物保护、

纳凉消暑、健身休闲、探险猎

奇为一体的旅游胜地，每年可

实现旅游收入 300多万元，获

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如今的茅荆坝早已是山

青、水秀、地绿、天蓝，目前正

阔步走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发展的康庄大道上。2012

年以来，先后投资 700万元完

成了标准化场区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此

外，还解决了职工子女上学

难、老人看病难问题，职工幸

福指数不断攀升。开创了林

场职工生活城镇化、住宿公

寓化、办公现代化、环境园林

化的全新生活，实现了林场

和谐稳定。

“茅荆坝林场之所以有这

么好的生态环境和这么优越

的工作、生活条件，主要得益

于历任林场领导班子一任接

着一任干、全体职工不辞辛苦

为国保绿护绿，才实现了良性

互动发展，成为引领隆化国有

林场的一面旗帜。今后，我处

所有林场要紧抓发展新机遇，

使国有林场成为全县林业生

态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为

全面推进生态强市、魅力承德

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隆化国有林场管理处处长鲍

树岭如是说。

国有林场生态建设的有林场生态建设的““隆化样板隆化样板””
艰苦创业艰苦创业 造管并举造管并举 生态保护生态保护

本报讯（通讯员刘海波）丰

宁满族自治县围绕京津冀生态

环境支撑区和首都水资源涵养

功能区核心区的定位，持续开展

生态建设和保护，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筑牢绿色生态基底，建

设生态宜居家园，描绘“绿、美、

洁”画卷。

丰宁地处京津上风上水，是京

津的天然生态屏障。一直以来，丰

宁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为京津

阻沙源、涵水源”的政治责任牢牢

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心无旁骛抓

生态、一任接着一任干，确保了“十

三五”期间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累计完成营造林148.3万亩，

森林覆盖率提高了6.6个百分点、

达到60%；草地综合植被覆盖率达

到80%；关停取缔、整合重组矿山

33个，完成灭失迹地治理2858亩；

完成水土保持治理 493 平方公

里。建成乡镇污水处理厂8座、村

级污水处理站6座，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3.38，位居全市

第一，PM2.5平均浓度27微克/立

方米，二级以上天数 325天，比

2015年增加71天。河流考核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县城污

水集中处理率达到93.3%，生态环

境质量走在了省市前列。今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县委、县政府

把生态建设和保护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在“增绿、扩美、变洁”上做

文章，描绘美丽生态画卷：

在“增绿”上做文章，大力实

施生态建设。该县坚持“留白增

绿、见缝插绿、出门见绿、裸露

复绿”原则，统筹推进工程造林

和社会造林，主要实施好投资

6.3亿元的张承坝上地区植树造

林工程、投资3058万元的京津

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投资1310

万元的坝上和接坝地区草地综

合治理工程。全年完成营造林

60万亩、重度退化草地治理2万

亩、小流域治理3.75万亩，力争

2021年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争列国家森林城创建第一批名

单。持续扩大经济林规模，新增

山楂、沙棘、山樱桃等种植面积

1.5万亩以上。

在“扩美”上下功夫，持续加

强生态保护。该县牢固树立生态

红线意识，严守“四区一线”，巩固

生态建设成果，实施自然资源资

产动态平衡管理。深入抓好封育

禁牧、限额采伐、林草地管理、病

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促进林草资源可持续发展；加大

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开垦草地、圈占土地、破坏林

地、采石采砂等破坏生态行为；加

大矿山综合治理力度，做好灭失

迹地恢复治理。持续开展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取缔坝上土豆喷

灌圈，向节水农业转型。谋划推

动生态清洁小流域、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等系列水土保持项

目建设。通过治理和打击违法行

为，让丰宁生态环境越来越美、生

态招牌越来越靓。

在“变洁”上下力气，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一是在大气污

染防治上下力气。持续开展锅

炉淘汰和提标改造。加大扬尘、

机动车尾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治理。充分利用视频监控红外

报警系统，及时发现和查处散煤

复燃、秸秆和垃圾露天焚烧问

题；二是在水污染防治上下力

气。强化河长制落实，形成管护

协调联动体系。推进清源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实施潮河干流

傍河村庄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加强已建成污水处理项目管理，

引入第三方运营服务；三是在土

壤污染防治上下力气。加强垃

圾清运和综合利用，建设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严格危险废物日

常监管，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

转移、倾倒等违法犯罪行为。强

化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全

力做好各级环保督察、检查反馈

问题整改，确保问题清零。

丰宁：擦亮生态招牌 描绘绿美画卷

2月18日，河钢集团承钢公司的职工们已经

“各就各位”。图为板带事业部点检作业区机械点

检员刘彦阳正在进行日常设备维护工作。据了

解，在京哈高铁京承段项目及高铁站商圈等配套

设施建设中，河钢承钢累计供货2.7万吨“燕山牌”

含钒钢，全部用于核心关键部位建设，彰显了河钢

承钢含钒特色产品的雄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

田云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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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城筑牢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赵丹丹 亢世民）宽城满族自治

县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

牢把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不断提高兜底

保障水平，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

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制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底线支撑。

该县积极完善农村低保兜底保障政策，推动农

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实现有效衔接。同时，

不断加强供养机构设施建设力度，先后筹措并投资

5300万元建设4家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机构，改善各

公办养老机构的硬件环境。不断完善细化临时救助

政策，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兜底中的兜底”功能，推动

全面建立和实施临时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城乡困难

群众遭遇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充分

发挥临时救助在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中的重要作用。

据统计，5年来，累计为82.3万人次拨付救助补

助资金1.61亿元，有效地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累计为13.64万人次拨付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

资金5963.8万元，确保实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累

计为2483人次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救助资金871万

元，为各乡镇拨付临时救助备用金669.5万元，筑牢

了社会救助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平泉市认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产业结

构调整，加大科技培训力度，大力发展食用菌、设

施菜、林果种植产业，有效促进了产业发展和农

民致富增收。图为平泉镇设施农业基地的农民

正在温室棚内管理甘蔗。

李平文 摄

承德确保节日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本报讯（实习记者周文颖 通讯员霍文凯）为保

障广大群众春节期间安全、有序出行，承德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高度重视，周密安排，精心部署，认真

落实，全力抓好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

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据统计，春节期间，全市累计出动警力3933人

次，出动警车694辆次；查处违法行为共610起。其

中，超速违法行为562起，饮酒驾驶5起，醉酒驾驶6

起，累计通过双微平台发布路况提醒等信息百余条，

发送交通安全提示短信8万条。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周文颖周文颖 通讯员通讯员 王仰发王仰发 康成富康成富

兴隆县持续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贾晓颖）2020年以来，兴隆县按

照中央和省、市要求，继续保持攻坚力度和政策强

度，强化扶贫投入，优化政策供给，健全完善一体化

精准防贫机制，不断提升可持续致富的能力，认真研

究解决影响“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持续巩固提

升脱贫成果。

据了解，该县强化精准施策，确保未脱贫人口全

部脱贫。2020年，剩余贫困人口144户、369人全部

脱贫，顺利通过河北省脱贫调查。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12312户、33794人全部如期稳定脱贫，且未

发生新的致贫返贫问题。强化防贫监测，全力做好

“防返贫、防致贫”工作。聚焦因病、因学、因灾等致

贫返贫风险的重点群体，积极构建“近贫预警、骤贫

处置、脱贫保稳”的精准防贫体系。强化因地制宜，

确保扶贫项目稳步推进。完善扶贫项目库建设，严

格落实村申请、乡镇审核、县级审定工作办法。用活

用好扶贫项目资金，2020年，安排各级专项扶贫资金

14154.31万元，实施项目216个。

茅
荆
坝
坝
底
林
区
河
谷
秋
色
。

上世纪上世纪 5050 年代末至年代末至 6060 年代初期年代初期，，茅荆坝林场在七家林区黄茅荆坝林场在七家林区黄

旗道至荒地梁底一带营造万亩人工油松林旗道至荒地梁底一带营造万亩人工油松林，，如今已是郁郁葱葱如今已是郁郁葱葱。。

茅荆坝老局子林区实施精细化管茅荆坝老局子林区实施精细化管

理的油松林长势良好理的油松林长势良好。。

承德市母亲河武烈河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