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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甘肃徽县绿树成荫袁满城
花开遥 行走在金徽大道袁繁花似锦袁
不时有游人拍照留念袁花园一般的城
市赢得众多群众点赞遥

近年来袁徽县以打造生态宜居城
市为目标袁按照把城市当公园来绿化
的理念袁全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美化
建设袁城市园林化程度大幅提高袁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袁城市形象品位快速
提升遥

野金徽大道现在已成为我们给
客户拍摄照片的必选之地袁谁能想
到袁道路绿化后竟然这么美浴冶正在
给顾客拍摄婚纱照的摄影师刘健
说遥

在金徽大道袁随处可见拍抖音尧
拍照片尧打卡朋友圈的游人袁这里已
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网红冶打卡地遥

然而袁如此美景在施工建设之初
曾遭到群众质疑遥 野树长得好好的袁
为什么要挖掉冶野草才刚长起来袁又要
换掉冶噎噎

金徽大道绿化带于 2008 年建
成袁至今已经 10 年有余袁土壤肥力严
重不足袁大部分花木长势不良袁一些
花草树木开始枯死袁残树尧野小老树冶
等病树随处可见遥 同时袁金徽大道此
前的规划设计也显现出不合时宜之
处遥 这是金徽大道绿化带改造提升

的重要原因遥
在一片质疑声中袁徽县顶住压力

启动实施提升改造工程袁 对全长 4.2
公里的绿化带进行改造遥 更换了腐
熟土袁混合农家肥尧土壤改良剂尧杀虫
杀菌剂处理土壤曰对已经枯死的树木
进行更换袁原有长势较好的树木全部
保留袁大量采用徽县本土花卉进行美
化曰新增加鹅卵石步道尧昆虫动物小
品噎噎

徽县园林局局长屈晓军介绍袁金
徽大道绿化带的改造提升本着把城
区道路当作公园来绿化的原则袁大量
采用易成活尧好管护尧成本低尧花期长
的徽县本土花卉高杆月季袁将原来的
野四季常绿冶改造成为野三季有花尧四
季常绿冶的景观遥

以前袁生活在徽县的人们将其戏
称为野灰县冶袁因为徽县周边多土丘袁
一刮风灰尘特别多遥

野以前袁上班前擦的皮鞋袁下班回
家已经全是灰尘遥 冶在城区上班的杨
成林说袁野这几年好了袁 出门漂漂亮
亮袁回家干干净净袁这都得益于县上
下大力气治理啊浴 冶

为保障城市容颜靓丽如初袁徽县
按照人流量的大小袁将公共区域分级
分段到岗到人袁不断优化清扫保洁力
量分布遥 当地按照野早清扫尧日保洁冶

的要求袁严格落实责任考核和奖罚制
度遥 如今袁 在徽县清扫保洁面积约
72.4 万平方米的土地上袁每天都有数
百名园林管理人员和环卫工人在工
作遥

为了构建野宜居尧宜游尧宜商冶的
精彩徽县袁提升城市形象袁提高群众
满意度袁徽县县委尧县政府坚持民生
为本理念袁规划尧建设处处突出人性
化设计袁让广大市民共建共享城市建
设成果遥 他们围绕城市建设总体目
标袁积极将规划尧建设尧管理紧密衔
接袁注重细节尧打造精品袁以更科学尧
更严密尧 更具前瞻性的规划和更精
心尧更精致尧更高质量的建设袁不断提
升城市建设水平遥 为保障高标准尧高
规格建设袁徽县多次召开会议袁县里
主要领导带队在现场指挥袁凝聚部门
合力袁加快推进袁明确目标任务尧时间
节点袁强力推动有特色的美丽宜居城
市建设遥

为了让环境更美好尧 群众更满
意袁园林部门创新工作方法袁把日常管
理工作再细化尧再创新尧再提升袁经常
性开展园林综合管理 野四抓两提升冶
活动袁通过常抓环境卫生管理尧精抓
花木技术管理尧 狠抓园林项目建设尧
勤抓基础设施维护袁达到提升园林管
理水平尧提升园林景观效果的目的遥

6 月 21 日袁国网安
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援藏
工作人员在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扎囊县袁 对该县
首座多碟共焦塔式聚光
集热器进行检查验收遥
西藏山南市扎囊县年日
照时数约 3092 小时袁当
地充分利用光能袁 有效
提高资源利用率袁 为节
能环保作出贡献遥

宋卫星摄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自 2016 年
开始系统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袁不少村民开始
陆续上山袁组队参与矿山复绿遥如今袁新坊镇
矿山复绿面积已达 3034 亩袁 实现了原有废
弃矿山作业面全面复绿遥 钟仁摄

记者日前从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袁甘肃拟投入 3500 万元袁在祁连山地
区沿黑河尧石羊河流域的 7 县渊区冤开展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袁 旨在促使黑
河尧 石羊河两个内陆河流域沿线各市尧
县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袁 坚持生态优
先尧权责对等袁促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不断改善袁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
障袁为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奠定
基础遥

据了解袁项目涉及甘州区尧临泽县尧

高台县尧肃南县尧金塔县尧凉州区尧民勤
县共 7 县渊区冤遥 相关市尧县级政府作为
实施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责任主
体袁按照野成本共担尧效益共享尧合作共
治冶原则袁联防共治袁共同推进黑河尧石
羊河流域水环境改善袁加快建立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等流域保护和治理长
效机制遥

试点实施期为 3 年遥 2020 年 6 月
底前袁签订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且考核
断面全年平均水质达标的县区袁2020

年甘肃省财政厅将从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中安排资金袁对每个县奖
励 500 万元曰2021 年和 2022 年袁考核
断面全年平均水质达标且主要水污
染物指标较上年度有所降低的县区袁
由甘肃省生态环境厅从环保专项资
金中安排资金袁对每个县每年分别奖
励 300 万元尧200 万元曰2020 年 6 月底
前袁未签订补偿协议的袁不享受奖励
政策遥

吴玉萍

青岛胶州院

秸秆上
种出大球盖菇

近几天袁 山东青岛胶州市铺集镇殷家村
的十几名村民找到了青岛益菇园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刘军袁 想让他今年继续帮着收
秸秆遥 野以前麦收完就发愁怎么处理这些秸
秆袁 这两年合作社把秸秆打捆机直接开到地
里帮着收秸秆袁可省心了遥 冶村民尤丽萍说遥

每到收获时节袁 农作物秸秆的处理便成
了困扰农民的一大难题袁 随便丢弃容易引起
火灾袁焚烧会污染环境袁烂在地里又会导致庄
稼烂根袁不利于庄稼生长遥 这些让农民们头疼
的野废物冶袁却是刘军眼中的宝贝遥 回收来的秸
秆经过堆放尧浇水尧发酵后袁15 天左右就可成
为种植大球盖菇的优质辅料遥

大球盖菇的生长周期为 50 天左右袁亩均
产量 5000 多斤袁收入可达 2 万多元遥 利用秸
秆种植大球盖菇袁模式简单袁经济效益好遥 通
过入股的形式袁合作社社员增加到 100 多人袁
由合作社统一传授技术袁统一销售遥 就这样袁
在刘军的带领下袁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种
植食用菌的队伍袁 种植食用菌成为当地的特
色产业遥

2019 年袁野益菇园循环农业创业创新孵化
实训基地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野全国农村创业
创新孵化实训基地冶遥 野这个基地是我们推广
的一个循环农业示范基地袁 充分利用小麦秸
秆转化成一些营养物质来种植草腐菌袁 这对
在全市范围内综合利用秸秆起到良好的带头
作用遥 冶胶州市农业农村局绿色发展站站长刘
芬说遥

截至目前袁 益菇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共
种植大球盖菇近百亩袁 每年可消耗农作物秸
秆 200 多万斤遥 出完菌后袁秸秆转化成的菌渣
还可以发酵制作成改良土壤的配方有机肥袁
可以用于对胶州大白菜根肿病尧 马铃薯根结
线虫病等病害的防治和土壤改良袁 减少农药
和化肥的使用量袁 形成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闭环袁 实现了农作物秸秆的高效综合利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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