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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焦玉昌 文图

本报讯 2月20日，记者在
焦村镇焦村看到，公路两侧、村
街两旁热闹非凡，有的在挖树

坑，有的在栽植树苗，有的在培
土浇水，到处是一派植树绿化的
繁忙景象。

焦村镇自今春植树造林攻
坚战打响以后，全体干部群众积
极参与，迅速掀起植树造林热

潮。该镇政府要求，各村每天下
午5点前将当天植树工作进度上
报镇党政办，排出名次后再以手
机短信或微信方式通报全镇，表
扬先进、督促后进。通过升温加
压，全镇春季植树造林出现了
比、学、赶、帮、超的大好局
面。地处平原的邢村为争先创
优，确保植树效果，不但将造
林区域进行了平整，而且准备
了线绳，拉起线绳来挖坑植
树，使栽上的树纵横成行、整
齐如一。地处山区的魏沟村，为
克服人少任务重的问题，村干部
和村民带着干粮在山坡上挖坑
植树，中午在工地上啃馒头、喝
泉水，抢时间，赶进度。

截至目前，该镇日出动人员
2000余人，共挖树坑3万余个，
补植补栽风景树2000余棵，见
缝插绿150余处，平原、荒山大面
积造林800余亩，各类先进、模范
人物栽植挂牌荣誉书120余棵。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丁亚伟

本报讯 2 月 20日，记
者在汝州陵头镇辖区省道夏
宜线寇寨段的植树造林现场
看到，一台挖掘机正在开挖树
坑，挖好的树坑排列整齐；在
路的另一侧，一排排整齐的红
花槐已经种上，树木高低一
致，排列整齐。

据陵头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是陵头镇全力打造的植
树造林“示范方”现场。整片
区域近80亩面积，区域内的
树木按照胸径 5厘米、树高
3.5米的标准购进，树木间距

4米，每亩可植树42棵。目
前，靠近公路的两排种植百日
红，中间种植5排红花槐树，
其它种植楸树。树木严格按
照间距种植，达到横看、竖看、
侧看整齐划一的标准。

陵头镇在今年的春季植
树造林工作中，早动员、早安
排、早组织，对植树造林效果
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各行政
村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开展荒
山造林、封山育林、工矿废弃
地造林等，同时对辖区国道、
省道、县乡道路及河湖沟渠两
侧绿化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并
结合绿色村庄创建工作，全力
打造绿色生态乡镇。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石丰周

本报讯 “一年之计在于
春。回去后，咱就按照乡党委
政府要求，抓住当前的种树好
时机，组织干群种好树，让大
家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2
月19日下午，参加了骑岭乡
春季造林暨绿色村庄创建工
作动员大会后，该乡田堂村村
支书刘新义说。

2月19日下午，该乡在小
陈村大会议室召开动员会，全
面部署2017年春季造林暨绿
色村庄创建工作，吹响了春季
重点工作的冲锋号，该乡党政
领导、第一书记、其他中层以
上干部、各村“两委”成员和老
年协会会长及造林大户18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该乡印发了春季造
林攻坚、绿色村庄创建和培植
荣誉树活动等工作实施方案，
细致部署了春季造林攻坚、绿

色村庄创建和培植荣誉树等
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各项工作
的目标任务、责任划分和奖惩
措施及各阶段考核督导等内
容。会上，该乡的14个村向
乡党委、政府递交了《工作目
标责任书》，田堂、马庙两个造
林绿化先进村还做了表态发
言。该乡山王村种植大户、现
年76岁的王院介绍了他的造
林经验，并谈了他今春的造林
打算。该乡党委书记张武钦
在肯定了各村的工作后，要求
大家充分认识当前的造林绿
化和绿色村庄创建工作形势，
明确各自的工作任务，并要求
会后各村、各单位立即抓住节
点、强化措施，抓住有利时机
打好造林绿化和绿色村庄创
建攻坚战。

会后，参会的乡村干部纷
纷表示，回去后立即动员干
群，抓住时机全力植树造林，
建设生态宜居骑岭，让群众的
居住环境更好、更美。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杨
一 李高飞

本报讯“对前四名分别奖
励20万元、15万元、10万元、5万
元；对后三名通报批评，分别扣
减相关乡镇 街道及相关单位包
干经费5万元。”日前，汝州市
结合春季造林实际，制定出台
2017年春季造林攻坚战考核办
法，严格奖惩。

据了解，该市考核对象为
20个乡镇街道，市产业集聚区
管委会、市委农办、市财政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
运输局、林业局、公路局、水
利局、地矿局等。考核内容为
汝州市2017年春季造林攻坚战

中确定的目标任务，包括土地
流转、挖坑整地和植树绿化的
完成绝对量和完成率，以及造
林质量、成活率和景观效果等。

该市将春季造林攻坚战纳
入市政府年度目标考核项目。
春季造林攻坚战（2月至4月份）
实行周通报、月评比和阶段表
彰。

月评比考核前四名的乡镇
街道和相关单位在四大班子联
席会上提出表扬，对后三名通报
批评。对前四名分别奖励20万
元、15万元、10万元、5万元；对
后三名通报批评，分别扣减相关
乡镇街道、相关单位包干经费5
万元。

责任追究。实行党政同责，

主管副职为春季造林攻坚战的
直接责任人，乡镇街道党政正
职，市直相 关单位一把手为春
季造林攻坚的主要责任人。按
照考评分数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责任追究，乡镇街道及市直相关
单位得分为60-70分的，追究直
接责任人的责任；得分60分以下
的，追究直接责任人、主要责任
人的责任。

对连续两次考核都为后3名
者，或责任单位绿化面积低于总
任务50%，或新造林合格率低于
50%的乡镇街道，实行一票否决，
取消年终评先资格，对有关责任
人采取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等措
施，计入业绩档案，作为干部考
核任用的依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毕清海 李高飞

本报讯 2月20日，记者从
汝州市林业局获悉，2017年，汝
州市造林绿化目标任务已经确
定，全年计划植树造林绿化面积
10.4万亩，其中，生态廊道2万
亩，荒山及矿区植被恢复造林4.7
万亩，特色经济林1万亩，森林抚
育2.7万亩。到今年底，全市要
初步建成既具有生态效益又具
有景观效益的森林城市框架，把
汝州建成城在林中、人在绿中的
森林城市。

据了解，在今年的造林绿化
工作中，汝州市以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为抓手，坚持重点绿化工程
建设与全民义务植树相结合，增
林扩绿与管护并重，大力开展生
态廊道、荒山（滩）造林、矿区植
被恢复及特色经济林四大造林
工程，增总量、提效果、创收益，
构筑起多层次、多树种、多效益
生态绿化格局，生态廊道建设涵
盖精品廊道建设和其它生态廊
道。今年，汝州市将通过高标准
设计，完成辖区林桐高速、宁洛
高速及侯饭线城西段等精品线

路的生态廊道建设，绿化里程约
130公里，绿化面积约1.5万亩；
辖区新207国道、侯饭公路、望嵩
南路、洗耳河北岸、北汝河及六
个出入市口等精品廊道要提档
升级，主要栽植法桐、楸树、香花
槐、雪松、广玉兰、杨树等高大乔
木，改善沿线面貌，提升品质和
档次。

其它生态廊道按照《汝州市
廊道绿化实施方案》的要求，以
绿化效果“上台阶”为目标，全面
提升现有绿化档次，新增及提升
生态廊道80公里，新增绿化面积
5000亩，实现生态廊道全覆盖。
主要绿化树种为大叶女贞、栾
树、复叶槭、白蜡、国槐、柳树、红
叶石楠、大叶黄杨、木槿等。

强化荒山（滩）造林工作，要
抓住春、夏、秋三个造林季节，按
照适地适树、亲近自然的原则，
对荒山荒地进行规模绿化，主要
栽植侧柏、黑松、五角枫、麻栎、
刺槐等荒山造林先锋树种和黄
连木、元宝枫、皂荚、杜仲等生态
经济兼用树种。重点安排生态
廊道沿线视野范围内、人文自然
景观及水库周围、村庄周 边的
宜林荒山荒地，完成荒山造林3.7

万亩。对集中连片、区位重要的
地段要规划设计5000亩，实施
工程造林，提升造林效果。

做好矿区植被生态恢复工
作。对矿区通过回填、平整、加
固、覆土等手段，通过造林、封
禁、喷播等措施，逐渐修复因开
采破损的山体，恢复植被系统。
造林树种与荒山（滩）造林相同，
同时注重乔灌结合，注重矿区
周围绿化。

大力推进特色经济林建
设。在持续培养城郊、丘陵小杂
果基地的基础上，在偏远山区重
点推广木本油料树种的种植，培
育木本油料深加工基地，发展1
万亩特色经济林，逐步形成地域
特色鲜明的林业产业体系。

加强森林抚育和管护，通过
抚育采伐、补植、人工促进天然
更新、割灌除草、修枝、浇水、施
肥等措施，改善森林树种组成、
年龄和空间结构，提高林地生产
力和林木生长量，促进森林、林
木生长发育 ，丰富生物多样性，
维护森林健康，充分发挥森林多
种功能，协调生态、社会、经济效
益，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
森林生态系统。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陈振旭

本报讯 2月19日，王寨
乡召开由科级领导、包片领
导、包村干部参加的会议，专
项安排布置宁洛高速两侧廊
道绿化工作。乡纪委书记景
军民对当前工作进度进行通
报，乡党委书记杨迎晓出席会
议并做重要讲话。

自2017年春季造林工作
开展以来，王寨乡高度重视，
2月10日召开春季植树造林
攻坚会，发放了《王寨乡2017
年春季造林攻坚实施方案》，
明确各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为
第一责任人，确保此项工作按
期保质完成。根据当前工作
进展情况，王寨乡不等不靠、
自我加压，在原有工作基础上

添火加薪，要求各工作片、行
政村、责任人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总结工作经验，进一步加
强工作力度，按照时间节点高
标准完成任务。

王寨乡政府成立宁洛高
速廊道绿化工作群，科级领
导、包片领导、相关村包村干
部、村干部要及时入群，工作
人员每天按时上传工作进度
照片。该乡工作片、行政村、
督察组要积极督促种树大户
按照时间节点和拉线、挖坑、
浇水、培土、管护标准栽培树
种，确保植一棵活一棵、植一
方绿一方，能够顺利通过市考
核组验收。该乡农业中心与
乡督察办组成联合督察组对
各村植树工作进行督促、检
查、考核。宁洛高速廊道绿化
要在2月底前见到成效。

对前四名进行奖励，对后三名通报批评并扣减相关经费

汝州春季造林严格考核奖惩

汝州：增林扩绿，今年建成森林城

王寨乡推进
宁洛高速廊道绿化工作

陵头镇打造“示范方”
推进植树造林工作

骑岭乡召开
春季造林工作动员大会

焦村镇抓住时机造林忙

焦村镇魏沟村发动群众在荒山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