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2日是一年一度
的植树节。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植树造林不仅
有利于空气净化、有效抑
制水土流失，也蕴含着中
华儿女奉献、进取的人文
精神。“前人种树后人乘
凉”，植树造林是在科学种
植指导下开展的一项惠民
工程。

历年来，珠海市民一
直以各种形式参与植树，
用双手守护和建造“花园
城市”，取得了山清水秀、
满目葱茏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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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用双手守护和建造花园城市

去年义务植树人均2.5株

昨日，由珠海市绿化委
员会主办、高新区管委会承
办，主题为“实施环境提质行
动计划，建设城乡共美幸福
之城”的义务植树活动在高
新区金唐西路开展。记者了
解到，2018年植树月活动将
持续开展至本月末。在此期
间，全市共设立义务植树点
17个，植树面积约22万平方
米，供社会各界、家庭和个人
参加义务植树劳动。市民可
登陆市市政和林业局官方网
站查询了解，并根据各区绿
委办安排在专业人员指导下
进行植树。林业局相关负责
人说：“我们尽最大努力和各
区协商，争取给市民创造更

好的植树条件。此外，各种
植区域还安排专业技术人员
手把手教市民种树，种多深、
怎么放树苗以及种完树的后
续保养，都会有专人跟进。”
记者了解到，今年林业建设
任务颇多——计划2018年
开展碳汇林工程建设15820
亩、林抚育48220亩，乡村绿
化美化10条村，新增湿地公
园2个，目前各区正紧锣密
鼓开展各项工作。各部门接
下来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推进两个森林小镇创建
工作；继续推进国有林场改
革工作，完成我市三个国有
林场的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工
作；深化集体林权改革，不断

完善政策措施、激活经营机
制，促进金融、社会资本等生
产要素向林业聚集，为林业

改革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实
现集体林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全面提升。

2018年绿化工作继续前行

撰文：本报记者 高松 苑世敏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记者了解到，2017年全
市参加义务植树人数为
77.48万人次，共植树193.96
万株，人均植树2.5株，义务
植树尽责率达95%。

义务植树月中，市民踊
跃参加形式多样的植树活
动，如通过在市政和林业局
官网公开的全市植树点信
息（每个区至少提供两个义
务植树点供市民选择），热
心市民可以参与到义务植
树活动中。此外，由珠海户

外爱心公益协会等主办的
“许蓝色愿景，献绿色爱心”
公益植树活动，号召热心环
保的市民于3月 11日花费
10元在吉大水库旁种下一
株红豆杉树苗。农科中心
携手农科奇观于3月11-12
日开展“植梦凤凰，你我同
行”的植树周活动，并为植
树人提供树苗挂牌服务，市
民可花费180元认种一株树
苗，树苗品种有桂花树、宫
粉紫荆、米兰和栀子花四种

共300多株。在报名参与植
树的人群中，企业和社会团
体尤为踊跃，他们全身心投
入到全市的义务植树热潮
中，共同营造生态文明、绿
色发展的社会氛围。

在乡村绿化美化方面，
为建设优美宜居生态家园，
珠海市以村为单位，以乡村
森林公园为重点，通过修建
绿色生态休闲旅游场所，推
动乡村道路绿化和村庄绿
化，截至2017年，我市共建

设乡村绿化美化点140个，
全面完成省下达任务。其
中，横琴新区1个、香洲区30
个、金湾区15个、斗门区85
个、高新区7个、万山区1个、
高栏港区1个。在森林小镇
创建方面，珠海市主动适应
森林城市建设向城镇和乡村
延伸的城市趋势，编制了《珠
海市森林小镇建设工作方
案》，并在2017年将三灶镇
成功创建为首批“广东省森
林小镇”。

2017年珠海植树193.96万株

2017年珠海市遭遇强台
风“天鸽”袭击，据初步统计，
本次受台风袭击的森林面积
高达11166公顷，目前全市
已经完成1万多亩的林地清
理。其中，万山区完成750亩
的林地清理；金湾区完成45
公里的防火林带清理；香洲

区完成主要公园山路两侧10
米范围清理工作，并对各街
道辖区林地的防火通道进行
了全面清理；横琴新区共清
理完成防火隔离带、扑火通
道、社区道路1413亩；高栏
港区完成了林区60公里生物
防火林带清理，并清理了30

多公里登山道路；斗门区修
复了94公里扑火通道和防火
隔离带，并清理了黄杨山林
场山边50米的倒伏树木；高
新区清理了主干道沿线、城
市出入口、森林公园等附近
山体树木3640株，清理枯枝
5166立方米。

记者了解到，后续相关
部门将根据灾后造林、封山
育林计划表，在2018-2020
年开展对全市范围内受损较
重的4.01万亩林地进行森林
资源的恢复重建，对受灾情
况较轻的8492公顷森林区
域进行封育。

珠海树木抢救获新进展

虽然遭遇台风灾害，但
珠海市整体绿化成效显著，
取得较好工作成绩。早在
1992年，珠海就已获评首批

“国家园林城市”。2016年，
珠海市获评首批“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并成功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2014-2016
年连续三年均在省政府森林
资源保护和发展目标责任制
考核中位列前五名，获得省
政府通报表扬。

自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
动以来，珠海市大力推进造

林绿化、森林资源管护，并取
得较好成绩。据统计，目前
全市林业用地面积45942.7
公 顷 ，生 态 公 益 林 面 积
34480.5公顷，城市绿化覆盖
面积34662.07公顷，绿地面
积12491.1公顷。森林覆盖
率达36.42%，森林蓄积量为
214.59万立方米。珠海市基
调树种为红花紫荆、凤凰木、
尖叶杜英、秋枫、大叶紫薇、
大王椰子、蒲葵、细叶榕共8
种；骨干树种包括香樟、麻
楝、南洋杉、罗汉松、白兰、人

面子等41种；一般树种包括
苏铁、刺桐等共403种。

在林业重点生态工程方
面，截止到2017年，珠海市
营造碳汇林7.24万亩，建设
生态景观林带373.45公里，
新增（提升）森林公园18个、
湿地公园9个，绿化美化乡
村140个。

在公园提质方面，2017
年广东珠海横琴国家湿地公
园申报通过国家林业局专家
组考察评估，获批复同意开
展试点工作。

在森林小镇创建方面，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经与各
区、建设镇共同努力，顺利完
成金湾区三灶镇森林小镇创
建工作，该小镇于2017年入
选首批“广东省森林小镇”。

在林政管理方面，珠海
市大力推进国有林场改革
工作，完成了《珠海市香洲
区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
和《珠海市斗门区国有林场
改革实施方案》，并于2017
年8月获省林业厅批复同意
实施。

珠海市绿化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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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3
月12日，南水镇组织镇机关、各
单位干部职工、各村（居）联社两
委工作人和当地群众，在南水镇
南水村乙头坑一带山边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参加人数达200余人，
种植面积达30亩，种植树苗近
1000株。

植树现场呈现了一幅忙碌有
序的劳动景象，参加植树的干部
职工热情洋溢、干劲十足，有的拿
树苗，有的放基肥土，有的填泥，
有的浇水，各个环节衔接有序，个

个忙得满头大汗。
植树节当天，志愿者们主要

是沿着南水村乙头坑一带山边环
山路和排洪渠两边带状面积，分
别种上了桃花、李花，还有黄槐
树，以及常年青绿的秋枫树等，据
镇相关部门人员表示，这条路径
平常都很多群众骑车散步健身。
这次种下的树种种类多而且好
看，花期长，花数多，色彩鲜艳美
丽，可以为南水这条健身休闲路
径增添美丽的景观，将成为西部
地区的一个靓丽风景点。

南水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200多名机关干部群众植树1000棵

3月12日，南水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3月
12日是全国第40个植树节，当
日上午，斗门区四套班子率领各
机关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志愿者
等17000多人，参加义务植树活
动，当日共种植 14000 棵乔灌
木、400多平方米地被。

当日上午9时，斗门区四套
班子来到植树现场——白蕉镇虹
桥四路，与机关干部职工们一起，
拿起铁锹、锄头等工具，投入到植
树活动当中。大家三人、五人一
组，认真地完成着每一道工序：挥
锹铲土、扶苗填坑、踩土定植……
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在
斗门区领导的带领下，干部职工
们干劲十足，纷纷表示参加植树
造林很有意义，为打造“美丽斗
门”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同事们积极响应义务植树
的号召，发了通知5分钟之后，就
有二十几个同事响应，参加者分
为两支队伍，一支是党员志愿者
队伍，一支是团委志愿者队伍，大
家在各个植树点都非常认真，种

下的这些树以后会回来看的。”斗
门区检察院的曾数晶表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劳
动，白蕉镇虹桥四路人行道两旁
立起了一株株整齐的大腹木棉、
秋枫、凤凰木等。据了解，当日参
加义务植树活动的有斗门区四套
班子成员、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教育系统学校师生、志愿者等
共17000多人，植树点有14个，
分布在虹桥四路、虹桥五路、
S272机非绿化带、青峰路延长
段、环郡路、下栏村乡村道路、各
学校等，分别种植宫粉紫荆、大腹
木棉、秋枫、凤凰木、香樟、大叶紫
薇等14000棵乔灌木、400多平
方米地被。

斗门区市政园林管理处有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计划春季植树
3万多棵乔灌木、地被类2万多平
方米，主要是以开花的植物为主，
以达到四季有花的效果。

此外，各镇街也在当天组织
开展植树活动，为斗门大地增添
新绿。

斗门区四套班子带头义务植树

14000棵乔灌木增添新绿

植树节当日，斗门区志愿者在白蕉镇虹桥四路进行植树。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
通讯员吴荞君报道：春意融融，万
象更新。12日上午，在第40个
植树节，金湾区和三灶镇联合开
展植树活动，几百名来自区、镇相
关单位的干部职工，用实际行动
绿化环境，美化生活。

活动当天，金湾区黄绿背山
西北面山体的植树现场呈现出
热火朝天的景象。参与植树的
人员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有的
负责铲土挖坑、有的则负责扶树
放苗。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一
株株新栽的树苗很快挺立在原
本光秃贫瘠的山坡上。金湾区
相关人士介绍，此次植树活动所
在的山体由于历史原因，土层受
损较为严重，“植树复绿对于该
山体恢复植被和巩固水土具有
重要意义”。

据悉，此次植树活动现场种
植总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现场
种植的小树苗约有 17000 株。
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辖区的企
业和村居也参与到了这次植树活
动之中，“他们提前自发到三灶镇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领取了近
6000株树苗，运回各单位所在地
种植”。据介绍，此次种植的约
23000株树苗中，包括了樟树、荷
木、细叶榄仁等品种，它们存活率
能达到98％以上。

“在活动后期，专业人员还将
定期对该批新栽种的树苗进行护
理”。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广泛动员和组织
全区各界参与绿化建设，进一步
扩大全区植被覆盖率，通过植树
造林来绿化家园、美化家园，共建
美丽生态金湾。

金湾区镇联合植树造林
栽种树苗约23000株

枝繁叶茂的白莲洞公园。

梅华路两旁的绿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