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城市绿意 打造优良人居环境

3月20日，走进位于昌江石碌镇
的木棉公园，满目青翠，登山步道两
侧绿草如茵。

“木棉公园的绿化非常好，是我
们散步的好去处。”在公园散步的石
碌镇居民陈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早上来公园走一圈，呼吸清新空气，
整个人都会更加精神。”

木棉公园于2021年10月完成竣
工验收，占地面积约28.5公顷，种有28
种树木，共1785株，以鸡蛋花、木棉
树、火焰木为主，其中木棉树866株。

风景如画的木棉公园是昌江推
进森林城市创建的成果之一。3年
来，昌江投入1300多万元进行城区
绿地系统建设，对城区主干道原有绿
化植被进行升级改造，按照“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要求，大力推进城
市公园绿地建设，相继建成文化公
园、城市客厅公园、木棉公园。

不断增加城区覆绿面积，进一步
夯实生态屏障。3年来，石碌镇中心

城区绿化覆盖率由 36.89%提高至
40.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9.05
平方米提高至9.44平方米，城市街
道绿化率由81.91%提高至95.5%，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
善。2021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保持在329天以上。

3月 11日，昌江组织各职能部
门，在山海互通旅游公路叉霸公路路
段种下木棉树、紫荆花树、凤凰木、火
焰花树共2740余株，在全县掀起爱
绿、增绿、护绿的热潮。当天，昌江
117名政协委员来到棋子湾海岸，与

“植树娘子军”团队一同种下5000余
株木麻黄，为水清、沙白、天蓝的棋子
湾添一抹新绿。

“大力推进森林城市建设，回应
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今后还
将继续保护好‘天蓝、地绿、水净’的
人居环境，让生态建设成果成为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惠及更多群众。”昌江
林业局局长文继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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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有强
大的环境调节功能与巨大的生态效
益。昌江共有湿地8161公顷，其中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面积为
336.91公顷，湿地的植被覆盖率超过
80%，是海南省比较稀缺的内陆淡水
沼泽湿地。

时隔 117年，珍稀鸟类棉凫再
次现身海南——2021年 9月，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棉凫在海尾国家湿地
公园（试点）被发现、记录。据海南
省鸟类记录中心记录，上次海南记
录到棉凫的时间为1904年 6月 28
日。棉凫再次出现，是昌江加强湿
地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向好
的生动注脚。

多年来，昌江林业局联合企业开
展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建立完善海
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生态补偿机
制和巡护制度，安装界碑界桩，划定
明确了湿地的保护边界；及时发现清
理各类外来入侵物种，以保持湿地生
态环境平衡。

截至目前，海尾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先后完成湿地修复面积600
余亩，种植木棉树1200余株。

下一步，昌江林业局计划与海尾
镇政府（湿地属地）、海南西岸乡村庄
园俱乐部有限公司签订湿地公园共
建共管协议，推动湿地相关的保护条
例落地。

如今，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水清莲香，百鸟齐飞，生机勃勃。湿
地保护的成效有目共睹，保护的力度
也将进一步加大。

去年4月，昌江启动珠碧江河口
湿地红树林生态修复（一）期项目建
设，投资约2100万元，通过生物工程
技术、疏通纳潮、清理岸线垃圾等举
措修复1000余亩红树林，项目于去
年12月29日通过完工验收。“项目
（二）期预计在今年8月动工，拟再投
入2100万元，进一步扩大红树林修
复面积，目前项目正处于前期调研阶
段。”昌江林业局生态修复室主任黄
任表示。

开展湿地修复 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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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今年2月，昌江黎族自治县获评“海南省森林城市”。这是昌江
不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城区绿地建设、夯实生
态屏障、繁荣生态文化的成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造林绿化面
积约4.0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63.6%提高至64.14%，绿色成为城
市形象“本色”。

昌江县委书记陈儒茂表示，今年，昌江将全面启动“国家森林城
市”创建工作，共同打造“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的绿色家园，持续
擦亮昌江生态文明亮丽名片，推动昌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古树名木是珍稀林业资源，保
护古树名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

近年来，昌江施行《昌江黎族自
治县特定林木保护管理条例》，确保
古树名木纳入常态化管理范畴，通过
实施支撑加固、填洞防腐、治虫施肥、
设立围栏等救护措施，确保古树名木
健康生长。

3月20日，在七叉镇乙劳村百年
芒果园，昌江林业局组织珠峰林业生
态研究所工作人员对 2 株树龄超
300年的“生病”芒果树进行寄生植
物的清除。该工作人员说，古树修复
工作分阶段进行，目前两株芒果树基
础修复工作已完成，后期只需将树枝
上寄生植物清理干净，喷洒除草剂，
芒果古树就能恢复健康。

为提高古树名木的保护成效，昌
江还通过与管护单位和责任人签责
任书，明确管护职责，并对签订养护
责任书的个人，给予每人每年每棵树
300元管护费用。

石碌镇片石村村干部刘亚电是
该村751年树龄高山榕的管护责任
人。此前，他发现古树树干腐朽，还
有白蚁危害，树冠上方出现枯枝，立
即向县林业局报告。经过技术人员
抢救，目前这棵高山榕恢复良好。

“2021年，昌江已投入16万元
古树名木保护专项管理资金，修复
12株古树名木，今年计划再投入24
万元，使全县古树名木得到有效保护
与管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昌
江林业局古树名木管理负责人符执
文说。 （本报石碌3月22日电）

保护古树名木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栗树鸭常常成群飞行；叫声响亮
的是黄腹花蜜鸟；棉凫喜欢这里的金银
莲花……”3月22日，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该公园管
理中心副主任薛美丽背着相机，放慢脚
步，进行鸟类监测。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管理中心
成立于2018年7月。2019年1月，作为
随军家属，薛美丽被安置在该管理中心
工作，从此开始了与这片美丽湿地的“亲
密接触”。但在此之前，从事法律工作的
她对湿地保护有关知识却一无所知。

“地方也没有可直接借鉴的经验，
我便向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及海
口畓榃湿地研究所咨询学习。”《东亚鸟
类野外手册》《鸟类图鉴》等书籍是薛美
丽的“掌中宝”，每当在湿地拍到一种
鸟，她就仔细查阅书籍，对照学习。

随着对湿地的了解逐渐增加，薛美
丽意识到，保护湿地生态环境需要更多
人的努力。2021年6月，她和4名摄影

“发烧友”一同成立了昌江爱鸟队——
希望用相机记录湿地，为湿地生态研究
提供更多相关的信息支撑。

昌江爱鸟队成立不久，便为昌江

湿地保护带来了一个惊喜。“2021年8
月 28 日，我们在海尾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进行鸟类生态监测时，首次记
录到3只紫水鸡幼崽，标志着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紫水鸡已经在这繁衍生
息。”回忆起最初的拍摄过程，薛美丽
依旧兴奋难掩。

薛美丽告诉记者，2008年，省林业
部门首次发现紫水鸡在海尾湿地公园

“落户”，但此后未曾有人拍到紫水鸡繁
殖的相关影像。作为一名湿地保护工
作者，长时间没有见到紫水鸡繁殖，她
担心是周边村民人为干扰或违法捕捉，
使紫水鸡受到了打扰。

为此，她和队友们常常利用中午和
周末时间到湿地蹲守。“直到我们拍到1
只紫水鸡带着3只幼崽出现在湿地公
园，才算放下心来。”薛美丽说。

宣传教育也是湿地保护工作中重
要的一环。每月的生态监测中如有新
发现或遇到相关的科普活动日，薛美丽
都会在网上发布相关文章，现已发布
100余篇。而在“世界湿地日”“世界地
球日”“世界环境日”“国际物种多样性
日”等主题日时，她和队友还会走入校
园，为学生科普鸟类和湿地保护的知
识，引导更多人加入保护湿地的队伍。

（本报石碌3月22日电）

昌江电动自行车登记
上牌时间延至6月底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
员冯定坤）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昌江黎族自治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电动自行车集中登
记上牌期限延长至6月底。7月起，不符合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也不属于《道路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范围的电动摩托车将
不能上牌。

在昌江石碌台铃电动自行车登记代办服务
点，不少市民携带相关凭证和材料到此办理相关
业务。工作人员忙着审核资料、查验车辆。对于
符合规定的车辆，工作人员受理录入信息完成后
当场生成号牌。

据了解，为推动《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顺利实施，今年1月1日以来，昌江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也不属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管理范围的电动摩托车，实行备案管理，发放
过渡期临时号牌。

目前，该县共设立昌江新高旺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昌江昌顺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昌江石碌台铃
电动自行车登记代办服务点等电动自行车登记服
务网点18家，其中“带牌销售”网点17家。

昌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多形式开展教学
多方面提升能力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
员钟玉莹）为扎实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切实
提升中青年干部的能力和本领，近日，昌江黎族自
治县2022年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省委党校教学
中心开班，43名中青年领导干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时间为 3 月 14 日至 4 月 12 日，
学习内容包括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省情
县情教育、专业能力和知识教育等，采取专题
教学、现场教学、网络教学、撰写调研报告、户
外拓展训练等方式进行，旨在全面提升昌江中
青年干部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德素养、廉政
素养、法治素养、作风素养、专业素养，激励和
引导中青年干部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和推动昌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中建功立业。

“我希望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学思
践悟，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王下乡党委副
书记高长徽说。

十月田镇组织委员纪新霖表示，培训结束后，
将及时总结学习成果，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基层党
建、乡村振兴等工作当中，为推动昌江绿色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昌江开展护林员防火培训

加强护林员队伍建设
本报讯 （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杨萍）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林业局举
办 2022 年护林员防火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加
强护林员队伍建设，提升护林员队伍巡护能
力、履职能力和管护水平，服务林业产业化，
切实管理好森林资源。全县护林员（含公益
林专职护林员和生态护林员）共 126 人参加
培训。

此次培训内容包括林区火灾特点、消防安
全风险管控和防火措施、森林火灾扑救方法、
森林消防应急预案的制定及演练等，旨在提高
护林员森林防火综合业务能力。同时，呼吁护
林员加大对护林防火知识的宣传力度，为共同
推进森林资源绿色发展和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作贡献。

“通过这次学习培训，护林员更懂得‘我是
谁、做什么、怎么做’。希望能建立一支纪律性
强、工作认真负责的队伍。”昌江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说。

昌江举办
第二届昌化江东坡峻灵王文化论坛

推动海南东坡文化资源
整合利用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
员黎艳）日前，第二届昌化江东坡峻灵王文化论坛
暨第四届苏学研究高端论坛在昌江举行。海内外
苏学研究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开发苏东坡在海南的
历史文化遗存。

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包括文化讲演及点评等内容。与会专家学者提供
60余篇学术论文，形成一批优质学术研究成果。
论坛还举行了专题书法作品展。

据悉，此次论坛的举办，旨在以更高的高度
和更宽的视野，全面系统梳理研究苏东坡文化，
推动海南东坡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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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管理中心副主任薛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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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昌江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面积约4.02万亩

森林覆盖率

由63.6%提高至64.14%

石碌镇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

由36.89%提高至40.2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由9.05平方米提高至9.44平方米

城市街道绿化率

由81.91%提高至95.5%

昌江共有湿地8161公顷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面积为336.91公顷

湿地的植被覆盖率超过80%
其
中

薛美丽此前在海尾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拍
到的黑脸琵鹭（上图）和
斑嘴鸭（下图）。

⬅ 薛美丽在海尾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进
行鸟类监测。

（本组图片由受访
者提供）

3月20日，在昌江七叉镇乙劳村百
年芒果园，该县林业局组织工作人员对
“生病”芒果古树进行寄生植物清除。

本报记者 刘婧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