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绿化 打造宜居城市

阳春三月，春风送暖，正是植树造林好
时节。

3月11日，麻布村的田间地头和山坡上
下，随处可见人们忙忙碌碌正在植树的身
影。走进麻布村，满眼绿意，一片片林网气
势雄浑，一个个景点风姿绰约宛如跳动的音
符，一个个村庄掩映在树丛中弹奏着和谐，
一条条公路恰似绿带蜿蜒飘逸着绿的神韵
……目之所及，一切都显得绿意盎然与生机
勃发。

近年来，岳阳楼区着力抓森林生态屏
障体系建设。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实用的
原则，大力推进“城边、路边、水边、景区”造
林绿化，建成了一批绿化亮点工程，加快绿
色通道、绿色乡镇、生态村庄（社区）建设，
对提升该区城市绿化品位，改善人居生态
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获得社会各界交口
称赞。

三年时间为30余个社区和所有学校点
缀绿芯，让 10 余条进出城交通干道披上绿
装，将12条沟港渠映上绿影，完善了麻布山
省级森林公园上山游步道近 8 公里绿化。
广泛动员，每年组织全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中小学师生和个人志愿者近 20 万人次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年可完成义务植树近
50万株。

红日社区里面原来是杂草丛生、垃圾遍
地，岳阳楼区通过开展“生态社区”建设，科
学规划，栽植桂花树、红叶石楠等景观树木
1000多株，种植绿化草皮2000多平方米，促
使社区面貌大改观，营造了绿色生活环境，
现在社区看起来很整洁、很漂亮。

管护“绿色”呵护生态家园

保护好森林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已成为岳阳楼区人的共识。

近 年 来 ，岳 阳 楼 区 认 真 落 实《森 林
法》等林业和涉林法律法规，履行好林业
资源管护职责，落实森林禁伐管理制度，
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专业扑火
队伍建设，构建完整的森林火灾防控体
系，依法打击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和
非法经营野生动物行为，维护林业和谐
稳定。

多年来，岳阳楼区高度重视林业法律
法规和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广泛采用送科
技下乡、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标语、悬挂
横幅、知识讲座等方式进行宣传。每年开
展送科技下乡 15 次，印发宣传资料 30000
多份，通过宣传，形成了造林、护林的良
好氛围。

2018年，相继开展了“绿盾”“绿箭”“春
雷”等专项行动，共查处破坏林业资源案件
103起，依法向市森林公安分局楼区大队移
交刑事立案5起。出动执法人员528人次，
执法车辆226台次，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
清查整顿竹木市场、农贸市场 68 家，宾馆、
酒店 55 家，查处无证经营、加工木材、破坏
林地、非法销售贩卖野生动物等案件55起，
收缴放生野生活体蛇类 8500 斤，各种鸟类
2635余只，蛙类9600余斤。

山水之城 美丽无处不在

阳春三月，驾车行驶在麻布山公园，无
论是道路两旁还是大山深处，均是满目苍
翠、绿树成荫，让人有一种“接天莲叶无穷
碧”的感觉。

驱车行驶在途经麻布山森林公园的路
上，沿线生态景观林带已成为亮丽的风景
线，不少人感叹：楼区的山更绿了，水更清
了。这些正是岳阳楼区近年来以林业为主
的生态建设的缩影。

岳阳楼区将麻布山省级森林公园景区
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扎实
推进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健身乡村旅游
项目建设“三合一”工程。区直各部门和郭
镇乡紧密配合，大力提质人居环境建设，麻
布村、磨刀村分别成功创建省级、市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积极完善麻布山基础设施建
设，2018 年完成了麻布山游步道绿化，栽
植樟树、红叶石楠等景观树木 3000 余株，
种植绿化草皮 2000 多平方米，正加紧推进
村庄绿化和麻布山提水工程建设。引导
群众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高质量建设观光
油菜基地 3000 亩，建成蔬菜基地、农家客
栈、水果采摘园、花卉苗圃基地等 30 余
家。近三年，麻布山森林公园年均客流量
保持着 20%以上的增幅，2018 年接待游客
近10万人次。

麻布山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李辉深有

感触地说到，“2015年以来，岳阳楼区按麻布
山省级森林公园规划，重点实施了上山游步
道、林荫大道、停车场等绿化工程建设，累计
栽植树木5万余株，有力地改善了景区基础
条件，现在每年接待游客10万多人，极大地
满足了城区居民‘休闲、观光、健身’需求，把
麻布山建设成‘城市后花园’的愿景正在逐
步实现。”

“我们岳阳楼区真是越来越漂亮啦！”在
麻布山游步道上慢步轻跑的群众越来越多，
市民纷纷感叹。提起绿化，正在散步的几位
老大爷兴致勃勃地说开了：“现在城区和周
边的树越来越多了，树木花草一多，废气和
灰尘就少了，空气更清新了。”“退休没啥事，
就喜欢出来溜达溜达，多了绿色，感觉舒坦，
看着舒心，精神气儿更足了。”

一幅水墨丹青，绘不尽岳阳楼区秀美山
川湖水，也正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幅画
卷正在岳阳楼区人手中徐徐舒展开来，一路
壮丽。 （莫流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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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山常绿为青山常绿 让家园更美让家园更美
———岳阳楼区林业工作纪实—岳阳楼区林业工作纪实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森林蕴含着
生机和希望。近年来，岳阳楼区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以湘林杯考核要求、城乡绿化三年行
动计划为蓝图，以统筹城乡绿化、提
升居住品位为目标，以造绿护绿、提
升国土绿化覆盖率为重点，大力实施
城乡绿化工程，广泛开展义务植树，
切实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开拓创新，
求真务实，全区林业各项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绩。

春之伊始，万木生发。随着春天脚步
前行，岳阳楼区草木复苏，各大小山丘正被
绿意点缀。通过观测卫星图像，我们发现
岳阳楼区比前几年更绿、更有生机了。

春风送暖，阳光明媚。近日，我区组织
广大领导干部来到峰峦叠翠、山花烂漫的
麻布山开展春季植树活动，区委书记陈阁
辉，区委副书记、区长黄建文以身示范参与
活动。当然，除了此次活动，全区机关、企
事业单位、中小学师生和个人志愿者也通
过多种形式开展义务植树活动，还有不少
街道（乡）、社区（村）组织工作人员参与到
植树活动中，为全区增添绿意。

青山彰显秀美、蓝天承载幸福，环境就
是民生。砥砺奋进的这几年，岳阳楼区向
着天蓝、地绿、水清的奋斗目标，迈出“美丽
楼区”建设的重要步伐。2018年，全区紧扣

“湘林杯”考核指标，稳步推进城乡绿化三
年行动，栽植乔木6815株，义务植树50万
余株，面上造林700亩，全区新增绿地面积
10万平方米，活立木总蓄积量为160536立
方米，年增长率为3.8%，全区森林覆盖率为
16.1%。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我区积聚点滴
之功，高位部署推动，谋划开展一系列具有
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的工作；落实监管
责任，全力保护森林生态安全，确保林业持
续发展；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接城
区居民“休闲、观光、健身”需求，全力推动
麻布山省级森林公园建设，着力打造城市

“后花园”……各类数据的不断更新，源于

岳阳楼区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也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这几年，绿色
发展理念不断深入岳阳楼区居民人心，生
态发展理念成为普遍共识。从“用绿水青
山去换金山银山”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变化，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
也成为建设美丽楼区的根本动力。在大环
境的影响下，我区生态文明建设蹄疾步稳
再上新台阶。

山川草木皆有情。守护共同家园，我
们都是绿色播撒者；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好家园，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相信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以各种方式植绿
护绿，我们一定能让天空更加湛蓝清新，让
山丘林木葱郁、大地江河遍染绿色。

（罗 妙）

我 们 都 是 绿 色 播 撒 者

中队长的“小天地”
钟美星

我是城陵矶街道办事处禁违办的中队
长，从事禁违工作已有7个年头了。我每天
所做的工作就是与禁违办同事到辖区各大
街小巷进行巡查、发现违法建筑后立即上报
并制止。

城陵矶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近几年又
恰逢城陵矶新港区建设发展关键时期，如火
如荼的征地拆迁项目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使
辖区居民滋生了违建的念头，这就给我们工
作带来更大的压力。2017年我新上任队长
后，提出定人定位定则，制定“网格定位、区
域定责”的制度，实行无缝隙、全覆盖的网格
化管理。责任下压后，队员都主动跟社区村
联系，巡查掌握违建情况，查违的积极性提
高了，禁违的工作效率也提升了。

为进一步控制违法建筑，我与禁违办队
员日以继夜，加大巡查防控拆除力度，特别
是对交通大会战北环线项目范围内进行日
夜监管，确保了项目内无一例违法建设的发
生。近两年来，我带领禁违办队员共开展拆
除行动100余次，拆除存量违法建设 3万余
平方米。其中，2017年联合区控违大队及其
他兄弟乡街控违人员连续三个星期一次性
彻底拆除三宅区多年来形成的存量违法建
设 20260 平方。2018 年又集中精力完成了
环芭蕉湖沿岸的违法建筑综合整治，将1200
平方米的违法建设全部拆除，保证了芭蕉湖
广场项目顺利进行。

我认为，在禁违过程中，服务是最好的
“管理”，宣传是最好的“控制”。在每天的巡
查前，我会提醒队员向居民宣传禁违政策、
讲解法律知识，帮助他们知法、懂法、守法，
防止以身试法得不偿失。

禁违工作虽然辛苦，但禁的是违法建
筑，维护的是辖区居民公平利益，营造的是
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苦点累点也值了。
(作者系城陵矶街道办事处禁违办工作人员)

抓实环境整治抓实环境整治
改善农村面貌改善农村面貌

本报讯（胡 峥 郑 旺 戚壮波)3月13日
上午，区委书记陈阁辉实地督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
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对标对表抓好贯彻落
实，确保工作推进有力有序，取得实效。区领
导李峰、方正春参加。

在奇家岭街道仓田村，施工队伍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绿化施工，沿路绿植基本栽种
完成，村民健身休闲广场已完成地面平整工
序。陈阁辉指出，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时，要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要求、高质量，
同时也要因地制宜，控制成本，量力而行，做
到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随后，陈阁辉来到郭镇乡马安村、枣树
村、建中村等地督查工作开展情况。据悉，该
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正全面铺开，工作
得到村民大力支持。目前，该乡房前屋后垃
圾清理已基本完成，房屋立面改造等工作有
序推进，农村面貌大幅改善。陈阁辉指出，人
居环境整治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
百姓自觉做好房前屋后垃圾清理工作，同时
要整合力量资源，优化方案举措，强化公用区
域的卫生保洁工作，确保实现全面覆盖，整体
提升。

督查中，陈阁辉强调，要明确工作目标，
把握工作节奏，严格对标整治要求，分清轻重
缓急，用好“一事一议”，有序推进“四房拆除”

“沟渠疏浚”等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限时完
成目标任务。要简化工作流程，畅通审批环
节，为工作快速推进提供良好环境。要加强
督查考核，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运用考核结
果，确保工作高效运转。他要求，在开展房屋
改造等工作时，要更加注重农村风貌的和谐
美观，做到风格样式统一，整体形象提升；要
以此次集中整治为契机，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通过建章建制、村规民约等举措，促进工作得
到巩固提升，让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实
实在在的提升。

杨树塘地块成功摘牌杨树塘地块成功摘牌
彰显招商成效彰显招商成效

本报讯（李 磊 许小宇）近日，岳阳楼区
杨树塘地块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19.754
亿元标的被祥源控股成功摘牌，该地块面积
197亩，是我市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区域。
祥源控股拟投资90亿元，把杨树塘地块打造
成祥源集团在中国中部区域的中心，也是岳
阳的金融中心。

祥源控股集团是一家以建造旅游目的地
产业集群为主业的综合型控股集团，已形成
文化旅游、城市运营、茶业、股权投资等四大
板块，系上市公司祥源文化实际控制人。目
前，祥源控股总资产达 450 亿元，拥有员工
5000人。

近年来，岳阳楼区委、区政府把招商引资
作为推动城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组织精
干人员，抽派专门力量，把棚改片区作为重点
区域，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推介式”“奖励
式”等多种举措，先后与中海地产、红星美凯
龙、万达集团、中建集团、祥源控股、中梁地
产、王府井集团、宝能集团、融创集团等30多
家企业进行广泛接触洽谈，积累了大量招商
资源。据了解，区贸促会还加强了对青年东
路北侧的招商对接力度，不断和中建信和、香
港铜锣湾、中国融创、万达公司等百强企业反
复联络洽谈，青年东路北侧地块的招商取得
重大进展，该地块有望在近期挂牌出让。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
正式正式““上岗上岗””

本报讯（李 磊 黄志伟）近日，岳阳楼区
食药监局正式启用首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车，进一步加强辖区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并前
往海吉星市场进行现场检测。

此次行动中，岳阳楼区食药监局充分发
挥食品快速检测车的移动性强、检测时间短、
检测精准度高等特点，对蔬菜、水果、猪肉、牛
肉、鱼虾、熟肉制品等消费量大的食品进行现
场检测。据了解，岳阳楼区是全市第一家给
所有基层监管所配备食品安全快检设备的食
药监管部门，2018年底到位并于近日正式投
入使用的食品快检车及设备，是省局和区政
府联合出资购买，更是使得食品快速检测能
力得到大幅提升。

本报讯（李 磊 文 婷）“吴书记，这是
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帮助到社区里一些
困难居民。”3 月 11 日一大早，岳阳楼区城
陵矶街道华能社区党支部收到支部党员李
楚南为困难居民所捐赠的3000元。

李 楚 南 是 名 有 着 35 年 党 龄 的 老 党
员，以前是街道下属企业一名职工，在企
业 改 制 后 自 主 创 业 从 事 消 防 及 建 筑 行
业。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
身份，事事都以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认真学习党章党规，积极参加党
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在党支部大会
上带头交流创业心得。连续三年，李楚
南每年资助 6 户困难居民。他还承诺将
会继续做好扶贫工作。随后，华能社区将
李楚南同志的爱心捐款送到了辖区困难
群众手中。

发挥表率作用发挥表率作用
资助困难居民资助困难居民

麻布大山上干群种树热火朝天 李 磊 摄

3月14日，城陵矶街道举行“春风行动进街道，送岗送到家门口”大型招聘会，吸引80余
家企业携500多个岗位进场。当天，共有1200余人参加招聘。 古 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