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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加快复核整改
森林督查图斑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高度重视国
家林草局广州专员办“回头看”检查反馈问题，为
进一步压实整改工作责任，按时间期限、高质量地
完成2020年森林督查图斑整改任务，市林长办近
日举行2020年森林督查图斑整改复核工作部署
会暨培训会议，部署复核、整改工作，明确森林督
查图斑整改办结销号工作规程。这是9月26日
从儋州有关部门获悉的。

为确保2020年森林督查图斑整改质量，加快
复核、整改图斑效率，儋州市有关部门、各镇分管负
责人、省林科院和第三方公司技术骨干、森林专班
办案组人员分成6个小组，近日深入16个镇的山
林，现场复核2020年森林督查416个图斑。市综
合执法局党委委员、支队长徐少华带领森林督查图
斑整改复核第六组、属地镇政府人员、省林科院技
术人员、第三方鉴定机构人员等，深入离儋州市区
较偏远的白马井镇、海头镇、光村镇的林地，现场逐
一复核每一个图斑，2天内现场复核69个图斑。徐
少华说：“核实清楚每个图斑，找到治理的对策，及
时整改，确保及时整改2020年森林督查图斑。”其
他小组同步深入现场，现场复核东成镇、中和镇、兰
洋镇、木棠镇等森林督查图斑。截至目前，已现场
复核全市森林督查图斑416个，为及时全部整改办
结销号2020年森林督查图斑打好基础。

儋州以裸露土地复绿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土地披青衣 村庄焕新颜

在儋州市海头镇七柏榔村七坊村
民小组，11亩常年不长草的裸露土地，
成为村里一块难看的“疤痕”。海头镇
有关部门负责人陈岸柏说：“村民曾在
这里堆砂，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严
重，汽车碾压导致地面板结，村民种地
瓜苗都活不了。”海头镇今年8月开始
治理这片裸露土地，先挖排水沟，再混
播耐旱的狗牙根、宽叶雀稗草籽，覆盖
可降解的绿网固土保水，每天浇水养
护。9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裸露土地已全部被茂密的青青草覆
盖，宽叶雀稗有六七十厘米高，一片生
机。陈岸柏说，以后青草不需要花钱养
护，牛羊都能吃，绿化成效100%。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重要部
署，儋州市委、市政府决定5月至12月
开展全市裸露土地种草绿化专项行
动。选择海头镇、中和镇、东成镇等3
个镇的部分裸露土地试点种草绿化，
采取撒播草籽、日常浇水管护方式复
绿。截至目前，3个镇示范点复绿成效
明显。

裸露土地整治是全省生态建设的
重要内容。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明
确责任分工，建立长效机制，掌握方法、
明确路径、保持节奏，实行常态化管理，
扎实做好农村裸露土地绿化工作，切实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环境品
质。通过绿网覆盖、播撒草籽、种植树
木等措施进行复绿，最大程度降低裸
露土地对水土、空气质量的影响，确保
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裸露土
地整治结合实际，采用人工种植草籽
和自然恢复等方式恢复植被，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系统。”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明确什么是裸露土地，认
真谋划，摸清底数，建立台账，
突出重点，细化责任，推进农村
裸露土地绿化工作。”儋州市乡
村振兴局局长李姣说，裸露土地
是指在全市所有行政村、自然
村、农场（居）等农村居民集中
居住区域及周边可视范围内、道
路两侧等没有植被覆盖、影响农
村环境和景观效果、易起尘露土
的土地。

初期，儋州市部分镇村干部不
清楚裸露土地的准确定义，6月
底，第一轮摸底排查裸露土地面积
共177万平方米、2657.6亩；7月
初，经核实，摸底排查裸露土地面
积共158万平方米、2372亩。儋
州市委副书记杨忠诚带有关部门
负责人到各镇实地核查，督促各镇
再一次精准摸底排查裸露土地面

积，做好台账。7月底，儋州剔除
未硬化机耕路、生产种植地块、林
下地块等面积，最终核实摸底排查
裸露土地面积共83万余平方米、
1252.4亩，为确保今年年底前全
面完成农村裸露土地绿化工作打
好基础。

在新州镇黄村一片23.6万平
方米的林地，翻耕好准备套种香
蕉，是村民的生产用地，今年6月还
没有下苗。新州镇农业服务中心
有关人员李井福说：“当时以为这
也是裸露土地，就上报了。”杨忠诚
带领市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实
地查看后，确定是生产用地，不属
于裸露土地范围。9月23日，海南
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片葱郁的
香蕉林，村民种下的香蕉树长到
1.6米高了。

组建儋州市农村裸露土地种

草绿化专家组，为农村裸露土地绿
化提供技术保障。该市农业农村
局、乡村振兴局联合聘请兰洋镇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高级园艺师
陈造熊，以及市农林科学院、热科
院品质所草业研究中心的16名
专家，负责全市农村裸露土地种
草绿化的技术培训、监督检查和
评估以及提供咨询等。“专家组制
定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方案，
根据各镇气候、水文、土壤等实际
情况，建议选择适宜种植、耐旱、
易管理、价格低廉、种源充足的草
种复绿。因地制宜，采取人工干
预、自然复绿等方式，做到少花
钱、多办事。建议全市多种宽叶
雀稗和狗牙根，采取单播或混播
草籽绿化。”陈造熊介绍。

儋州市不允许种植入侵类
型的草种，但从国外引入无害的

草种种植。“宽叶雀稗是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从澳大利亚引入的，
分蘖力和再生力强，耐牧、耐火
烧，生长茂盛，自然形成草带草
埂，对阻截径流，增加雨水向地层
深处渗透，防止水土流失有良好
作用，耐干旱，能够自繁自育，养
护成本低，每平方米仅7.35元，又
是牧草，牛羊可吃。”陈造熊说，同
时倡导播种本地优良草种，本地
草种狗牙根具有耐踩踏性、侵占
性、再生性特点，抗恶劣环境能
力极强，根系发达，是极好的水
土保持植物品种。

在治理农村裸露土地的同时，
儋州市坚持短期行动与长期治理
相结合，加强国家政策法规普及宣
传，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整治
撂荒土地问题，从根本上防止出现
裸露土地。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易
种易成、经济实用、养护简便原则，
根据裸露土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合
理的方式治理。儋州市对“征而未
建、拆而未建”的地块、闲置时间超
过3个月的地块进行绿化。中和
镇古城牌坊路口一块5300平方
米、8亩多裸露土地，原是高铁建
设方租来建临时搅拌站的，搅拌站
拆除后，征用这片地的建设方多年
没有开发，成为村民的堆砂场，因
地势较低，雨天一汪水，地面板结，
地表全是砂砾。中和镇人大主席
薛茂畅说：“原来计划拉土填高，但
费用近20万元，改为挖地沟起垄，
只花2万元，节省成本。”海南日报
记者现场看到，水沟比土垄低30
厘米左右，沟里有积水，垄上混播
的宽叶雀稗和狗牙根，有的长到
10厘米高。

针对村庄办公场所、休闲广
场、篮球场、文化室、闲置集体土
地、村内道路两侧等公共区域裸露
土地，以及违章建筑拆除后形成的
长期闲置裸露地块，村庄周边可视
范围内的裸露土地，儋州市根据土
壤情况、兼顾使用功能和景观效
果，清表后增植、补植青草，消除
绿化死角，滋养村庄的容颜。在
海头镇歌康村，海南日报记者看
到村道两旁，原来5610平方米的
裸露土地，铺上台湾草皮、种植三
角梅、火焰木、小叶榄仁等，美化
村庄。在中和镇五里村篮球场边
上10亩休闲空地，今年6月在绿
化树下种大叶油草，长20公分高
了，像铺上柔软的绿地毯。薛茂
畅说：“大叶油草是耐荫草种，能
防扬尘，还能固土，不容易被别的
杂草侵占，不疯长，养护成本低，

是美化村庄的好草种。”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
的村庄，儋州市鼓励有条件的村庄
对裸露土地进行立体绿化，花、草、
树、木合理绿化，突出特色，尽量避
免绿化模式趋同化，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提高城市品质。在城乡接合
部的那大镇茶山村，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村道两旁850平方米的裸露
土地，种满假花生、蜘蛛兰、葱兰、
太阳花、翠芦莉等花草，有的长到
60厘米高，开满紫色的、黄色的、
白色的小花，装点村庄的美丽容
颜。那大镇政府有关负责人李如
江说：“在城乡接合部的村庄种草，
蚊子多，不美观，不实用。种花草
虽然成本大，但美化村庄，使城市
更美丽。”引导居民主动绿化房前
屋后裸露土地，在那大镇美扶村兰

优村民小组，居民符世超家房屋旁
20平方米的裸露土地、卓世优家
房屋旁40平方米的裸露土地，播
种了金钱草籽，刚冒星星点点的绿
芽。李如江说：“种植金钱草，既绿
化房前屋后，金钱草长大后采摘晒
干，是居民喜爱的清凉解毒中药
材，实用性强。”

整治裸露土地与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在种草、管护用工中
优先雇佣脱贫户、边缘户等低收入
村民，鼓励他们投工投劳、增加收
入。东成镇高崖碧村路口有一片
2万多平方米、31亩裸露红土，土
壤板结，今年8月底，25名村民花
1天半时间松土播种草籽，每人挣
工钱400元。聘请2名村民浇水
养护，月工资3500元，增加村民的
务工收入。

（本报那大9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9月23日，2021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海南庆祝活动主会场仪式暨儋
州调声节，在儋州市那大镇市民文化
广场举行。今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
规划启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启
动之年，海南举全省之力推动乡村振
兴，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活动现场载歌载
舞，千人儋州调声唱丰收，乡村振兴
开新局。

在海南农民丰收节趣味运动会现
场，全省各市县农民代表参加各项趣
味游戏和比赛，套圈赢奖品、挑担接
力、双人绑脚接力、蒙眼抓鸭子等比赛
项目，吸引很多市民围观。儋州市那
大镇茶山村村民罗学源说：“金秋时节
是收获的季节，参加丰收节趣味运动

会，收获愉悦的心情，感受到党和政府
对‘三农’的支持、对农民的关心。”

在“助力乡村振兴”市县农产品展
暨美食展现场，19个市县、儋州16个
镇的展台都摆满特色农副产品。光
村沙虫干、东坡红米等，获得市民和
游客的青睐。白沙的白沙绿茶、白沙
香米；澄迈的桥头地瓜、福橙；乐东的
哈密瓜、火龙果等，琳琅满目。“哈密
瓜甜度适中、口感香脆，老少咸宜。”乐

东展区有关负责人羊生才在展台前推
介哈密瓜。市民王倩买了白沙绿茶和
其他农副产品，不出远门，就能买到全
省各地的名优特农副产品。

在“助力乡村振兴”市县农产品
展暨美食展现场，儋州特色美食小
吃儋州米烂、黄皮干、东坡香糕、千
层糕等，其他市县的特色美食小吃
韭菜馍、黑猪肉粽、鸡屎藤粿仔汤
等，让市民和游客饱了口福。白马井

镇的钟金柳说：“斑斓香糕免费给顾
客品尝，吃了的都说好吃。”保亭展区
有关负责人黄启兴带着保亭特色美
食参展，免费让市民和游客品尝。海
口展区有关负责人颜礼文带来蜜柚
参展，推介蜜柚清甜、水分多。儋州
和庆镇那其村村民张宏飞带200多
斤自家种的柠檬参展，感谢政府搭台
销售农产品，让村民增收。

（本报那大9月26日电）

儋州部署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李秋欢）儋州
市委近日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学习贯彻
省委有关文件精神，部署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会议号召全市上下扛起政治担当，注重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
造世界一流生态环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环境的向往作出儋州贡献。

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生态问题，更
是政治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民生问题。要求全市
上下从讲政治、讲党性、讲纪律的高度，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落实中央重大决策和省委重要部
署上来。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准确把握好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着力提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能力，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碧海蓝天
留给子孙后代。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奋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力争主要生
态环境指标处于全省领先水平，着力加快实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步伐，用坚决有力的措施推
动关于生态环境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强化组织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健全工作机制，加
强宣传引导，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
夯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保障和基础，不断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儋州统筹安排
国庆节期间工作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儋州
有关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统筹安排好国庆节期间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
会正常运行，安全文明廉洁过节。

儋州市要求有关职能部门根据国庆节期间居
民消费特点，做好物质保障供应工作，保障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广泛组织开展各类有助于群
众身心健康、有助于活跃节日气氛的文体活动，切
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抓好假期旅游工作，进
一步深化景点景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旅游安
全设施排查，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引导游客文明旅
游。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抓紧推进应对疫情的准备
工作，做到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置。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确保各项安全保障措施到位，严防发生各类
突发事故。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严格落实维稳工
作责任，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确保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落实好廉洁过节的各项规定，严禁违规用
公款购买赠送礼品、违规用公款组织各类庆典；严
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严禁出入
私人会所或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严禁以各
种名义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大力倡导勤
俭节约，引导干部职工节日期间健康文明消费。

松涛灌区管理分局管理区
抓党建促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林天）省水利
灌区管理局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库区管理区党支部
抓好党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宽阔的松涛水
库不被污染，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今
年截至目前，无一起破坏生态环境事故发生。

今年8月，松涛库区管理区党支部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组织全体党员先后到省博物馆、海南解
放公园、歃血结盟纪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铭记初心，从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发党员干
部踏实干事的激情。松涛库区管理区支部书记、主
任谭德宏带人深入松涛水库儋州、白沙、琼中周边
村庄、农场，宣传水源地保护规定，提高村民爱水、
惜水、护水的意识。与儋州兰洋、南丰和白沙细水
等周边乡镇会商，形成解决涉水库各类安全问题
工作机制。修复松涛水库一级饮用水水源地消落
带水生植物，制定松涛水库生态巡查制度，在巡护
过程中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监控，及时掌握水库
生态管护动态。科学养护水生物资源，维护松涛水
库水生物多样性和水域水生态安全，主动争取省有
关部门支持，对松涛水库进行渔业增殖放流，投放
鱼苗280万尾，有效促进松涛水库养护渔业资源，
完善鱼类种群结构，维护生态平衡。开展松涛水库
上游河道清障行动，保障水库行洪安全。

精准确定裸地 优化整治方案

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主会场举办农民趣味运动会、农产品展、美食展

千人唱丰收 乡村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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