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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如何筑起绿色防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通讯员

绿 事 播报
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生产

赵海波

我市完成植树造林15.09万亩
筑牢社区疫情防控线
3 月 17 日,市林业局局长吴
炳贵说:疫情期间,一群皮肤黝黑,
木讷寡言的林业人,铿锵逆行,筑
成一道道绿色屏障。他们严防
死守,筑牢社区防线;严格管控,筑
严动物防线;严密防守,筑实森林
防线。

3 月 17 日,市林业局党员志愿者谈宜
院在西大街包保社区值守,他已投身战疫
43 天。
他说:这段时间,我和战友们在寒风
中、在冷雨里,在冻雪下,即使湿透了衣
裳,冻寒了肌肤,刮倒了帐篷,仍然坚守着
阵地。渴了,就喝一口冰冷的矿泉水;饿
了,就泡一包方便面。敢吃苦肯吃苦能吃
苦的林业人昼夜坚守在各个卡口,查验、
测温、登记或劝返……
战 疫 43 天, 谈 宜 院 感 受 深 刻 的 就
是——闻令而动,严防死守。
疫情发生后,市林业局第一时间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局长吴炳贵任组
长,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明确职责
任务与分工,制定应急预案,并发出组建
市直林业系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的通知。
1 月 23 日,市林业局党组向市直林业

系统党员干部发出上岗令,要求全体党员
干部取消休假,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
战之中。
1 月 24 日,市林业局发出《关于进一
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排查工作
的紧急通知》,全局在家党员干部闻讯而
动,迅速按通知要求上岗履职。并以党员
干部为主力,成立党员突击队。
2 月 1 日,市林业局在全局组建 4 个临
时党支部,负责 3 个林业小区和咸安永安
办事处西大街包保社区的疫情排查和值
守。实行专人负责,不定时、不定点检查,
党员干部轮流值班,严控人员、车辆出入,
不漏一户、
不漏一人、
不断一天。
2 月 17 日,城区小区进行全封闭式管
理后,不少居居民缺乏生活物资,社区防
控工作更显艰难。
“有难解难,有困帮困”,林业人在社

区疫线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和汗水。
市林科院职工郑承华发动几位朋友
共同出资 3 万余元,从嘉鱼县潘家湾采购
新鲜包菜近 60 吨,装满 3 大卡车,分别送
往马桥、桂花、大幕、双木佳苑小区,给坚
守在防控疫情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居民贡
献一份爱心。
市林科院干部程金丹自小区全封闭
管理后,她就当起了“代购员”。双木佳苑
小区有 195 户 698 人,小区居民的吃、用
重担都压在她肩上。程金丹通过微信平
台收集居民的需求,然后对接中百超市网
购平台,由超市分装打包,最后自己去超
市取回物资,分发给居民。
最多的一天,程金丹接手了 17 单,面
对 200 多斤的物资,微瘦的程金丹直发
怵。当她把物资运回小区时候,手腿都直
颤。

筑严野生动物保护线
疫情,让人们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野
生动物身上来。全市林业系统从加强领
导、周密部署;加强防控、全面摸排;加强
执法、严防传播;加强巡查、广泛宣传;加
强管控、明确责任等五个方面着力,构筑
起野生动物保护的最严防线。
尤其,市林业部门对野生动物繁育和
经营户全面实施"五个一"的举措,从源头
上对野生动物进行严格管控。
张贴一份通告。全市林业部门必须
到每个野生动物繁育场所和经营场所张
贴《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
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2020 年
第 4 号)。
张贴一张封条。林业部门到每个野

生动物繁育场户或经营户清点动物种类
和数量并进行登记,并由森林公安盖章贴
封条。贴封条主要是明确所有动物已登
记封存,实行只封存,不封门,保证管理人
员正常养护管理。
签订一份承诺书。林业部门统一印
制承诺书,要求野生动物繁育和经营户自
愿签订承诺书,保证按林业部门的要求封
存管理野生动物。
每天一次巡查。疫情防治期,林业部
门组织专班每天到野生动物繁育场所和
经营场所进行巡查,宣传野生动物管控政
策,发现违规、违法行为,立即进行查处。
每天一次消毒。繁育养殖户和经营
户每天要对野生动物场所进行防疫消毒,

特别是要做好 H5N1 禽流感防控工作,实
行台帐式管理。
与此同时,全市林业系统还积极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联防联控和联合执
法,对城区野生动物经营场所全部关闭,
春节期间取消放假休息,坚持不间断巡查
值守,杜绝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目前,全市共组织工作人员野外巡
护,巡查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 3418 人
次,巡护野生动物场所 3252 场次,张贴禁
止野生动物交易公告 449 份、人工繁育场
所封条 135 张,人工繁育户签订承诺书
135 份,消毒繁育场所 4630 场次,发现野
生动物异常死亡数为零,无从业人员感
染。

筑实森林防火线

热点聚焦

随着天气转好,气温回升,逐渐进入
了森林火灾的高发期。全市林业系统在
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兼顾、科学安
排,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和森林防火阻
击战,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
全。
一场宣传战在林区打响。
全市林业系统利用广播电视、小喇
叭、微信、短信等“线上、线下”多种方式,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广泛开展森林防
火宣传。在电视上,有滚动播放森林防火
警示标语和宣传短片;在手机上,有森林
防火宣传短信;在各国有林场、森林公园、
进山路口等重要地段有防火宣传横幅;在
乡镇村落,有林防火标语标识。
各林业站还将疫情防控与森林防火
宣传相结合,逐门逐户张贴森林防火十不
准,发放森林防火告知书,不断提高广大
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

一场火源防控战在森林打响。
野外火源管控是预防森林火灾的重
点,也是难点。全市林业系统加大巡查力
度,依法从严从快打击野外违规用火行
为,并利用国家卫星林火监测体系,及时
处理监测热点信息,形成卫星遥感、高山
瞭望、视频监控和地面巡护相结合的立体
化监测网络。
各镇、各相关单位、国有林场、森林公
园进一步压实森林防火职责,确保在疫情
防控特殊时期,森林防火各项措施有力有
效落实。由生态护林员,实行日常不间断
巡查鸣锣示警。由森林公安干警,林政执
法人员组成的巡查组,既监管野生动物,
又抓野外用火管控,凡违规野外用火的,
发现一起,严肃查处。
一场造林绿化战在全市打响。
据统计,截至 3 月 17 日,全市完成植
树 造 林 15.09 万 亩, 其 中 精 准 灭 荒 造 林

6.68 万亩、长江沿岸造林 1.17 万亩、油茶
造林 1.54 万亩、竹类造林 0.6 万亩、通道河
道绿化 0.45 万亩、村庄绿化 1.17 万亩、社
会造林 3.48 万亩,植树造林占年度计划任
务的 68.6%。
“我们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造林
绿化和森林防火工作。”市林业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全市林业系统在造林绿化和森林防
火工作中落实分类、分区、分级管控要求,
对参加造林绿化和森林防火的工作人员,
按照相关要求,坚持分类、分散、分批作
业,减少人员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落
实好体温检测、佩戴口罩、消毒等相关防
护措施。
全市林业人严防死守,严格管控,严
密防守,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匆忙的脚
步,他们流淌的汗水,挺起了一道道绿色
屏障。

本报讯 记者甘青、通讯员赵海波报道：
17 日，市林业局传出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平稳
后，我市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全市完
成植树造林 15.09 万亩，植树造林占年度计划
任务的 68.6%。
疫情稳定后，各地纷纷制定复工复产方案，
积极向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汇报，获得防控指
挥部批准后加快疫情防控期间造林步伐，确保
了疫情防控和造林生产两不误。
通城县采取“全县动员、政府主导、部门主
责、乡镇主抓、市场建管、全民参与”模式，创新
工作机制，全面推进精准灭荒、通道绿化、村庄
绿化、河库堤岸绿化、工矿园区绿化和城镇绿化
等
“六大工程”。
嘉鱼县印发了《关于做好全域绿化工作的
通知》，制定了 2020 至 2022 年全县全域绿化总
体规划，建立考核奖励机制，提高了林农造林积
极性。
咸安区及时为 5 家国有企业及 60 多个业
主办理车辆通行证，打通植树造林人流、物流通
道，在严格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证了苗木运输
通畅、劳力组织有序、造林绿化顺利推进。
赤壁市积极解决苗木采购和运输问题，协
调苗木起运和接受两地办理通行证，疫情期间
调运苗木 107 万株。
通山县积极开展造林绿化培训，协调办理
《造林绿化工作人员通行证》500 份、苗木运输
车辆和施工人员运送车辆通行证 13 个，缓解了
苗木运送难问题。崇阳县组建了工作专班积极
解决苗木调运问题。

赤壁市

猕猴桃基地复产忙
本报讯 通讯员胡阳报道：近日，在赤壁
市官塘驿镇御屏山村半岛猕猴桃基地，十余名
工作人员戴着口罩分散、分地块的忙碌着，开
始新一年的辛勤耕耘。
“猕猴桃高枝牵引，现在是最佳时节，错过
了一年的收入就打水漂了。抹芽，果树上空
架，施粉，收蕾，收果，后期套袋，这些必须要做
的。”工作人员黄希华介绍，御屏山村半岛猕猴
桃基地种植面积有 1000 亩，采用人工加机械种
植方式，
确保猕猴桃丰产丰收。
猕猴桃产业是当地支柱产业，种植猕猴桃
成为当地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抢抓时机复工
复产有利于猕猴桃丰产，保障村民收入不受影
响。
“复工复产对我们农作物生长，以后收成都
有好处，再就是我们收入工资都正常的发给我
们。”工作人员刘小梅说道。
神山兴农猕猴桃生产部经理熊堃介绍，当
前正值疫情防控时期，同时也是猕猴桃种植关
键时期，关系着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和质量。为
了解决复工难、误时节等问题，
赤壁市农业农村
局采取一系列举措，为今年猕猴桃丰产丰收奠
定基础。

崇阳县青山镇

加大茶园管护保丰收
本报讯 通讯员甘源、陶然报道：阳春三
月，万物复苏。随着春茶采摘期的来临，崇阳县
青山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茶园管护，全力
迎接春茶开采。
3 月 12 日，在青山镇青港白茶基地，漫山遍
野的茶树已吐露新芽，该基地从贵州聘请过来
的第一批采茶工零星分散在茶丛之间，和往年
不同的是，他们一个个戴着口罩，正在实施春茶
采摘前最后一次全覆盖追肥。
青山镇青港白茶基地负责人葛晓峰说：我
们正在施春芽肥，这次施肥过后，茶叶就要进入
采摘阶段，这是我们茶园管理中最后一次施
肥。据了解，该基地的春茶采摘期在本月 23 号
左右，受疫情影响，外地务工人员进不来，目前，
用工问题成了茶叶增收最大的难题。
农时不等人。面对疫情，青山镇镇村干部
深入田间地头，听民声，解难题，在指导茶农做
好自我防护的同时，积极拓宽用工渠道，帮助基
地解决用工难题，做到防疫和生产两手抓、两不
误，确保今年茶产业稳产增收。

通山县通羊镇

2500 亩荒山披绿装

绿地公园惠民生
23 日，嘉鱼人民公园一片生机，附近的市民在这里呼吸新鲜空气，沐浴阳光。
嘉鱼人民公园位于嘉鱼县政府大楼之南、樱花路东侧，南北长 522 米，东西宽 96 米，总占地面积 75.5 亩，其中广场部分面
积 25.7 亩，水景部分面积 49.8 亩。公园广场部分主要以硬铺、绿化色块为主，四周间以各种乔木、小灌木为辅，一年四季鲜花
常开、
春夏秋冬色彩不同，鸟语花香、绿树成荫，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色，是嘉鱼居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之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龙钰 摄

画里话外

本报讯 通讯员王贤波报道：近日，在通
山县通羊镇石航村北山上，百余名村民保持安
全距离挥铲挖坑，在荒山坡上栽下了一棵棵枫
香、沙树、酸枣、油茶等树苗。这是该村在疫情
期间做到疫情防控和精准灭荒造林两手抓两不
误。
石航村村支部书记黄国雄说：我们组织全
村 10 个组，共计 150 人左右，对 2500 亩北山实
行精准灭荒造林工作，在疫情期间，我们严格要
求他们带口罩、量体温，而且保持一定的距离。
据了解，造林施工人员都是该村挑选的身
体健康村民，每天进出卡点工作人员都会对他
们实时体温检测、酒精消毒；在施工过程中，通
羊镇林业站还专门安排专业人员现场指导，这
些有效举措确保施工人员的防疫安全，保证苗
木的存活率。此次灭荒工作共计栽树 30 万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