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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义务植树活动举行,为多彩贵州增绿添彩

今年， 是我国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的第 38 个年头。 今年，

全省林业工作计划完成营造林面

积 520万亩以上， 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 58.5%以上， 林业产业增加

值 10%以上。

据悉，2018 年， 全省持续开

展五级干部义务植树， 全省履行

植树义务 1381.36 万人次， 完成

义务植树 5672 万株；植树造林方

面，2018 年，全省完成营造林 520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57%，森林

蓄积量为 4.68亿立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贵

州林业产业迎来全面革新， 告别

“种种砍砍” ，从单一的“木头经

济” 升级为多元的“生态经济” 。

2018 年，全省林业总产值达 3010

亿元。

全省共有公益林 8940.54 万

亩，涉及农户 500 余万户，每年兑

现给农户的政策性补助资金达

10.98亿元。 本报记者 陈玲

我省今年拟造林

520万亩以上

2018 年，通过“绿美贵阳”

建设， 贵阳市植树造林 82.78 万

亩，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52%。

通过“千园之城” 建设，全市各

类公园总数达到 1025 个， 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超过 13平方米。

在既有基础上， 通过 “百

山” 治理，完成中心城区山体生

态修复 3531 亩。 全市林业有害

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测报准确

率、 种苗产地检疫率均达到

100% ； 森 林 火 灾 受 害 率 为

0.0129‰， 远低于 0.8‰的省级

指标；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

亡人事故。 去年贵阳市查处涉

林案件 572 起，其中，刑事案件

123 起，行政案件 449 起，抓捕

犯罪嫌疑人 116 人。

据悉，2019年， 贵阳市将进

一步加大生态建设力度，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做美生态

环境，持续开展绿美贵阳行动计

划，完成植树造林及新造林抚育

12万亩、山体治理 2000 亩，新增

城市绿地 100 万平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到 53%。

本报记者 陈玲

贵阳植树造林

去年超82万亩

18.6万人“植树迎春”

昨日，节后上班首日，清镇市

干部职工、 驻市部队官兵以及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者等

300 余人， 来到红枫湖镇大冲村

新庄组，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为保

护贵阳市民的 “大水缸”———红

枫湖种下新绿。

在植树现场， 干部职工和志

愿者们三五成群，大家齐心协力，共

栽植美国红枫、红叶石楠、香樟等树

种 1300余株， 让新庄组“退湖进

城”搬迁后的区域披上了“绿装” 。

同时， 清镇市各乡镇义务植

树活动也同步在本乡镇义务植树

区域开展。 本报记者 张鹏

黔西3000余人

植树添绿

2月 11日上午，黔西县开展主

题为“建设多彩黔西，走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 的义务植树活动，3000

余名干部、 群众现场种植树木，以

实际行动为黔西大地添上新绿。

当日， 全县 29个植树点共栽

种皂角、刺梨、石榴、脆红李、核桃等

树苗 31562株，植树面积 439余亩。

据悉，近年来，黔西县加大生

态建设力度，2018 年，黔西县营造

林工程项目完成 13.92万亩。 2019

年， 截至目前完成营造林建设 8

万亩。 熊军万 本报记者 陈玲

清镇300余人

植树护“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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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春风拂面， 新绿初绽。

昨日，2019 年全省义务植树活动在

省市县乡村同步举行。 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 省委副书

记、省长谌贻琴，省政协主席刘晓凯

来到位于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付

官村的义务植树点， 与干部群众一

同义务植树，为多彩贵州增绿添彩。

在筑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

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武警

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在省义务植树点

参加植树活动。

孙志刚、谌贻琴、刘晓凯一行观

看了全省植树造林情况展板，了解我

省林业发展情况。 孙志刚指出，2015

年以来，每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我们

都要组织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开展植

树造林活动，形成了一项好传统。这是

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重要指

示要求、实施三大战略行动、建设三大

国家级试验区的重要举措。

孙志刚强调， 要实现到 2020 年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60%以上的目

标，我们要坚持不懈、继续努力。 全

省广大干部群众要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多种树、种好

树、管好树，让绿色拥抱贵州的山川

大地， 把多彩贵州建设得越来越美

丽，奋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开创

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在植树点，孙志刚、谌贻琴、刘

晓凯等兴致勃勃地拿起铁锹， 和现

场的干部群众一起投入到植树活动

中。 扶苗、培土、踩实、浇水，大家合

力栽下一株株北美红杉、蓝果树、红

豆杉、海棠等优质树苗。 劳动间隙，

孙志刚、谌贻琴、刘晓凯不时与身边

干部群众交流植树心得， 详细询问

树木品种、 生长周期和后续养护等

情况，叮嘱要加强苗木管理，确保成

活成林、发挥生态效益。

贵阳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 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在省义务

植树点参加植树。

据了解， 当天全省共有 18.6 万

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植树 130.2

万株，面积 2.6 万亩。 在省义务植树

点参加植树的还有省有关部门和单

位负责人，贵阳市干部职工等。

（许邵庭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