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湿地保护率
提 升 至 63%

本报讯 记者刘倩玮报道 浙江省杭州市以全面推行

林长制为抓手，稳步推进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将湿地保护率

纳入林长制考核内容，深入实施“万顷湿地、万里碧水”工

程，加强湿地保护规划、湿地保护立法和生态补偿，开展湿

地修复，建设湿地生态屏障，传承湿地传统文化。

杭州市湿地面积 13.43 万公顷，占区域总面积的 8%。

杭州提出，到 2025 年底，全市湿地率不低于 8%，湿地保护

率达 60%以上。为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杭州 2023 年初已提

前完成湿地保护率目标，湿地保护率从 2020 年底的 51%提

升至 63%。目前，杭州已实施西湖、西溪、湘湖、铜鉴湖、阳

陂湖等古湿地修复提升工程，新增钱塘大湾区、富阳阳陂

湖和淳安千岛湖金竹牌 3 个省级重要湿地，建成湿地保护

小区 18 处，实现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苕溪和京杭大运

河全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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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草科技大讲堂实时观看人数破百万
本报讯 2 月 10 日，国家林草科技大讲堂在江西南昌

开讲。大讲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实时观看人数突

破百万。

本期大讲堂聚焦中东部丘陵地区林药林菌栽培实用技

术，主要围绕枳壳、栀子、金线莲等林下药材和黑皮鸡 等林

下食药用菌的高效栽培和利用，邀请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江

西中医药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等单

位的 6名专家进行授课。

国家林草科技大讲堂由国家林草局主办，授课内容涵盖

林草生态保护修复、林草资源培育与经营等 8个领域。2021
年 4月以来，大讲堂已举办 27期，170 余名专家授课，累计培

训和服务林农等 4100 余万人次，发布林业技术视频 310 集，

累计点播量超 2000万。

近年来，江西省林业科技推广和宣传教育中心着力打造

科技服务平台，为大讲堂直播提供技术支撑。中心打造的

“江西林技通”App 下载量达 11.99 万余次，累计发布林科资

讯 1024 条，上线技术视频 774 部，建立推广专家智库并纳入

专家 176名。 （钟南清 吕丹 黄向荣）

青海退化高寒草地生态可持续恢复
宋晓英

青海是我国重要的高寒草地分布区，对我国乃至亚洲东

部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和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了系列工程，开展了退化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修复治理。

青海省林草局发挥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生态保护与恢复

项目作用，支持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周华坤团队

依据“近自然恢复”的原则和理念，从返青期和结实期围封、

乡土草种种质资源收集、补播物种功能搭配、补播方式创新、

基于生态监测和有限时间围栏封育的管护等方面，通过“人

工适度干预+近自然恢复”合理有效配置，对河南县克其合

滩极度退化草地进行修复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河南县拥有高寒草甸类草原 965.85万亩、山地草甸类草

原 26.46万亩，高寒草甸类草地占全县草场总面积的 97%，以

莎草科植物为优势种。

在克其合滩中轻度退化草地，研究团队实施了鼠害防治

与控制，围栏封育，降低放牧压力，开展免耕补播和菌肥添

加，在不破坏原生植被草毡层的条件下，采用耙耱将种子和

有机肥埋入表土。

修复当年，克其合滩退化草原补播区出苗达每平方米

509 株，植被盖度达到 92%；免耕补播区出苗达每平方米 485
株，植被盖度达到 87%；微耕及人工种植的黑土坡出苗达每

平方米 481 株，植被盖度达到 86%。2022 年，项目区平均产

草量达每亩 693.4公斤，退化高寒草地的生产、生态功能得到

协同提升和恢复。

基于生态监测，研究团队实施了精准管护策略，进行土壤养

分及微生物调控，确定围栏封育时间和放牧强度，从而促进近自

然恢复草地的长期保护和利用，实现退化草地修复的可持续性。

通过近自然恢复及修复治理后的精准管护，曾经草原有害

生物危害猖獗、退化十分严重的地块，实现了较好恢复。牧户华

布草场牧草总产量最高达每亩2715公斤，可食产量最高达到每

亩2579公斤，总产量平均达到每亩1748公斤，可食产量平均达

到每亩1639公斤，草场植被高度达到100—120厘米；牧户索南

达吉草场牧草总产量最高达到每亩1985公斤，可食产量最高达

到每亩1649公斤，总产量平均达到每亩1498公斤，可食产量平

均达到每亩1354公斤，草场植被高度达到90—105厘米。

周华坤团队提出了“一控二补三调”的退化草地综合治

理体系，即控制鼠害，补充土壤养分、补播乡土草种，调节放

牧措施、调节土壤微生物组成、调节土壤理化属性。近 3年，

河南县累计应用推广 12 万亩中轻度退化草地修复治理，取

得了明显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重庆全面推行“智慧
林长”云平台应用
本报讯 重庆市全面推行“智慧林长”云平台应用，目前

已有近 2万名林长、3万名网格护林员加入云平台，借助科技

手段巡山护林。

重庆市融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搭建“智慧林长”云平台，打通了森林防火、林业资

源调查、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自然保护地管理、天保巡

护管理等系统的数据壁垒。目前，全市各地已陆续接入“智

慧林长”云平台，智能摄像头、传感器等覆盖了重点林区的核

心森林 7万余亩，形成有效监测带近 450公里。 （周竹敏）

山西持续做实林长制
本报讯 山西省林长办日前召开今年首次省级林长制

工作联席会议，明确继续坚持督查、考核、激励“三位一体”整

体推进，持续推深做实林长制。

今年，山西省将着力推动和解决事关林草事业发展的重

点任务、重大问题，让各级林长把工作精力倾注在国土绿化、

资源保护、防火防虫三大领域；坚持广泛调查、深入研究，坚

持“一线工作法”，林长制成员各单位、各部门的同志多深入

林区调查研究，共同谋划林区发展；林长制成员单位各部门

积极联动，找出共同努力的方向和推进工作的契合点，加强

顶层设计，做好系统谋划，统筹协调推进，在制度创新、体系

完善以及工程建设、资金支持、资源监管等方面打出强有力

的组合拳，充分释放林草发展潜力。 （景慎好）

国家林草局森林草原
防火高级专家组成立
本报讯 记者刘斯文报道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成

立森林草原防火高级专家组。

专家组成员由多年从事森林草原防扑火工作的管理人

员和高等院校、科研部门资深专家组成。

专家组设组长 1 名、副组长若干名、秘书长 1 名，专家组

成员根据工作需要聘任。专家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林草局防

火司，统筹协调专家组各项事务，国家林草局防火中心负责

服务保障工作。

专家组将对森林草原防火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决策

和重要事项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对全国森林草原防火中长

期规划进行预测和研究，提出战略性、前瞻性、可行性的意见

和建议；对森林草原防火待解决的重点、难点、热点或突发性

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实地调研，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对

国家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重大建设项目、重要事项、重点工

作进行专题研究与论证，提供可行性方案和科学依据；积极

开展技术指导、工作督导、检查评估、培训考核等工作，及时

反映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国家林草局

森林草原防火科学决策和森林草原防火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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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023年1月2日）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

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

失。党中央认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要立足

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

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做好202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新，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扎实推

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一、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一）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稳住面积、主攻单产、

力争多增产。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的物质基础，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义

的机制保障。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吨

粮田创建。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制粮食生产，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发展再生稻。支持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实施玉米单

产提升工程。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

收购价，稳定稻谷补贴，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健全主

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逐步扩大

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实施

好优质粮食工程。鼓励发展粮食订单生产，实现优质优价。

严防“割青毁粮”。严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推动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

（二）加力扩种大豆油料。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

升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支持东北、黄淮

海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完善

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试点。统筹油菜综合性扶持措施，推行稻油轮作，大力

开发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支持木本油料发展，实施加快油

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落实油茶扩种和低产低效林改造任

务。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

（三）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

动。加快发展水稻集中育秧中心和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

加快粮食烘干、农产品产地冷藏、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集中

连片推进老旧蔬菜设施改造提升。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场

和水产养殖池塘改造升级。在保护生态和不增加用水总量

前提下，探索科学利用戈壁、沙漠等发展设施农业。鼓励地

方对设施农业建设给予信贷贴息。

（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

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分领域制定实施方案。建设优质节水高产

稳产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快苜蓿等草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青

贮饲料，加快推进秸秆养畜。发展林下种养。深入推进草原

畜牧业转型升级，合理利用草地资源，推进划区轮牧。科学

划定限养区，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

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培育壮大食用菌和藻

类产业。加大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健全追

溯管理制度。

（五）统筹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加强粮食应急

保障能力建设。强化储备和购销领域监管。落实生猪稳产

保供省负总责，强化以能繁母猪为主的生猪产能调控。严格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完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继续

实施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助政策。完善天然橡胶扶

持政策。加强化肥等农资生产、储运调控。发挥农产品国际

贸易作用，深入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深入开展粮食

节约行动，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

制。提倡健康饮食。

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六）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

理，实行部门联合开展补充耕地验收评定和“市县审核、省级复

核、社会监督”机制，确保补充的耕地数量相等、质量相当、产能

不降。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探索建立耕地种植用

途管控机制，明确利用优先序，加强动态监测，有序开展试点。

加大撂荒耕地利用力度。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

（七）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

造提升年度任务，重点补上土壤改良、农田灌排设施等短板，

统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制定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加强黑土地

保护和坡耕地综合治理。严厉打击盗挖黑土、电捕蚯蚓等破

坏土壤行为。强化干旱半干旱耕地、红黄壤耕地产能提升技

术攻关，持续推动由主要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更多选育耐

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做好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

开发利用试点。

（八）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加快构建国家水网骨干网络。加快大中型灌区建设和

现代化改造。实施一批中小型水库及引调水、抗旱备用水源

等工程建设。加强田间地头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连接等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支持重点区域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推进黄河流域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发展

高效节水旱作农业。强化蓄滞洪区建设管理、中小河流治

理、山洪灾害防治，加快实施中小水库除险加固和小型水库

安全监测。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九）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究开展新一轮农业

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候区划工作。优化完善农业气象观测

设施站网布局，分区域、分灾种发布农业气象灾害信息。加强

旱涝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和农业生产防灾救灾保障。健全基层

动植物疫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

病常态化防控和重点人兽共患病源头防控。提升重点区域森

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水平。 （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