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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行3·12植树节暨第31届“科技之春”宣传月宣传活动

学雷锋树新风学雷锋树新风 志愿者在行动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 齐心）最是
一年春光好，植树护绿正当时。为增强
公众植绿、护绿、爱绿生态文明意识，共
建山清水秀美丽延安，3月12日，我市举
行第 45个植树节暨第 31届“科技之春”
宣传月宣传活动。

“您好，这是《延安市退耕还林成果
保护条例》，请了解一下。”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通过发放各类林业科普宣传资
料、图书，摆放系列宣传展板、现场解答
市民咨询等多种方式，宣传当前林业法
规政策和重点领域工作，科普“双碳”、森
林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救助
等林业相关知识。

“通过工作人员的宣传与介绍，我了
解到咱们延安近年来生态建设取得的显
著成效，也更加认识到植绿、护绿的重要
性。”市民李晓雷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
自己会和家人积极参与义务植树活动，
共同守护好美丽家园。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义务植树新
形式，将义务植树与造林绿化、“身边增

绿”深度结合，推进义务植树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启动开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互联网＋义务植树”“我为延安种棵树”
等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多
年来，全市年均植绿 1000万余株，全市
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公众爱绿、植
绿、护绿、兴绿意识蔚然成风。

“多年来，我市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
参与到国土绿化建设中，使山川大地实
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市林业局
生态修复科副科长白宏富表示，今后将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以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等多种有力举措，进一步巩固
提升全市生态建设成果，努力推动延安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此次活动由延安市绿化委员会、延
安市林业局、延安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
主办，宝塔区林业局协办，延安市林学会
承办。活动现场，与会领导还向参加我
市第 31届“科技之春”宣传活动中科技
下乡的三支科技志愿者服务队、宣传队
授旗。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自然
资源，每开采 1吨煤，约产生 2吨矿井水，
煤炭开采产生的大量矿井水若直接排放，
将会严重污染周边环境，不仅给矿区生态
环境保护带来极大压力，还造成了水资源
的浪费。

煤矿井下废水富含固体悬浮物、有机
物和重金属元素，色度较高，而随着井下
生产系统日益复杂，净水已无法满足井下
采掘生产需求，如何让“矿井废水”脱胎换
骨变为“源头活水”，成为瑞能煤业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的一道必答题。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促进企业低碳
转型、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瑞能煤业秉

承“变废为宝、循环利用”的治理理念，成
立矿井污水治理小组，经过仔细研判，主
动探索，将井下喷雾用水、矿井涌水以及
采空区遗留的老空水全部收集，统一汇于
污水处理站调节池，在调节池内均匀水质
水量后进入混凝分离系统，在混凝分离系
统前端加药调节废水 pH值，再经混凝分
离池进行固液分离，通过混凝分离器的过
滤作用将污水中的各类污染物去除，实现
水渣分离与水质净化。

“经过沉淀、过滤、净化过的矿井水，
清澈透明，无色无味，水质达到Ⅱ类标准
要求，符合井下用水。”该公司污水处理站
职工王永介绍道。

净化过的新鲜活水通过高扬程水泵
接入井下消防除尘管网中，将现有消防
除尘管路与回风大巷DN100供水管路连
接，接入消防供水管网，用于井下消防、
洒水降尘、洗煤厂生产作业，地面工业广
场绿化、降尘，设备降温等，不仅减轻了矿
井供排水系统的负担，还大大降低了生产
成本。

“污水处理站可实现每小时 150m3

的净水任务，每年可减少 0.95万吨自来
水资源消耗。”该公司机电经理翟小杨
介绍道。

此外，为规范用水，约束和鼓励矿区
广大职工合理用水，瑞能煤业充分将供水

巡查纳入NOSA安健环专项检查队，定期
对供水管网、计量设施进行巡查维修，并
做好记录，杜绝“跑冒滴漏”，并利用班前
会、LED显示屏、标语、横幅等多种形式，
在矿区公寓、餐厅、污水处理站等区域积
极为职工及家属普及节水知识和方法，持
续强化全员绿色节能责任意识。

节水是项长期工作，节约用水是企业
的义务，也是企业的责任。瑞能煤业将持
续优化井下消防、除尘供排水管网，改良
污水净化处理技术以及工艺，科学处理井
下废水，让井下废水改头换面流向新“岗
位”，回用于企业发展，服务生产与生活，
保护矿山生态环境。

初春，走进位于黄龙县香格里拉大
街旁的龙飞“口袋公园”，生态步行道平
坦整洁，观赏树木整齐有序，居民们或
散步锻炼，或休闲游玩，这个家门口的
小空间让居民幸福感大增。

“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模
很小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因其有小巧
多样、环境友好、使用方便等特点，受到
群众的普遍欢迎。

“过去的荒地改造成了公园，环境大
变样，我们出了单元楼的门就是公园，可

以在这里休息，带孩子游玩。”附近小区
居民张玉娥对公园的环境非常满意。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地，老百姓对
脏乱差的环境颇有怨言。去年 3月，根
据县城整体提升规划，黄龙县结合灾后
重建、城市微改造微提升，建设了集休
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口袋公园”。
如今，这里已成为附近居民健身休闲的
打卡地。

相较于龙飞“口袋公园”的休闲特
色，黄龙北山公园更具烟火气。该公园

围绕山体而建，区域面积约 7000 平方
米，绿化景观错落有致，凉亭、座椅等休
闲设施布设其中。黄龙城投公司总经理
李东生告诉记者，北山公园不仅有休闲
的功能，还大力打造地摊夜经济，汇聚各
种美食和星空露营、儿童游玩等主题活
动，为城区群众提供更丰富的夜生活。

“我们把‘口袋公园’建设作为提升
城市品位和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抓手，从
城市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和裸露土地
中选取适当建设用地，来新建和改造‘口

袋公园’。”黄龙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通
过因地制宜，“见缝建园”，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游园赏景、健身锻炼，积极构建县
城内“五分钟休闲圈”，让城区越来越美，
环境更加生态宜居。

小小“口袋公园”，装满百姓幸福。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黄龙县城区内
共建成公园、健身中心 30 余处，总占
地面积达 34.25 万平方米，居民“推窗
见绿，出门进园看景”的愿望正在成为
现实。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付
雨可）近日，宝塔区南市街道市场沟社
区组织社区干部、“360帮帮团”志愿者在
辖区内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活动当天，社区干部、“360帮帮团”
志愿者们早早来到曹治海老人家中，帮
助老人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大家不怕脏
不怕累，从房间到院落都打扫得干干净
净，让老人的家中焕然一新。打扫卫生
之余，“360帮帮团”志愿者们还贴心地询
问老人近期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并
告诉老人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给社区
打电话求助，工作人员一定会及时上门
帮助解决。

“我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平时很少
大扫除，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你们能来
看我，我发自内心的高兴。”曹治海老人
激动地说。

南市街道市场沟小学组织学生打扫
辖区道路，清理广场垃圾。同学们分工
协作，配合默契，拎着袋子把路边的纸
片、烟头、塑料袋全部“收入囊中”，把人
行道和广场的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受
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称赞。

此次活动的开展在辖区内营造出人
人学雷锋、个个争当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美好家
园贡献了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干轩 记者 叶四青） 3月 9日，
延川县大禹街道郭家塔社区联合延川县政法委、武警
中队、郭家塔幼儿园、志愿者队伍，在郭家塔安置小区
开展集中义务植树活动，致力于提升小区人居环境。

活动现场，大家翻土、挖坑、扶苗、回填、覆土、浇水
灌溉……汩汩甘泉流进花池树坑，多棵小树在安置小
区安了家，为小区增添了片片绿意和盎然生机。

大家还给栽的小树起了名字：“爱国树”“敬老树”
“和谐树”“诚信树”“文明树”……每个名字都有特定的
含义。“我们栽的叫‘双拥树’，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
引下，我们将不断谱写双拥工作新篇章。”武警中队官
兵孙晨阳说。

郭家塔社区工作人员高轩说，此次义务植树活动
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能促进
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共驻共建，有效推进了
和谐社区的建设。

从严追诉性侵、虐待、暴力伤害等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29万人，强制报告、从业禁止、“依法带娃”
等纳入法律规定，融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
府、司法“六大保护”……今年的两高报告让人们
看到，近年来司法机关通过细致的工作，将未成年
人保护的法网越织越密。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护未
成年人，守的是亿万家庭的幸福生活，也是红色江
山根基永固、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传的保证。未
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和
不法侵害。织密法网、融通力量，如同缝补衣服，
不断挑针引线、填补漏洞、疏通脉络，有助于建立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
局，让这张“保护网”更有力度、韧度和温度。

制度为纲，纲举则目张。“通过强制报告追诉
犯罪5358件”“推动入职查询2003万余人次”“对
涉嫌轻微犯罪、有悔罪表现的，附条件不起诉7.1
万人”“通过家庭教育令督促甩手家长‘依法带
娃’”“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两高报告中
这些亮点，直击未成年人保护的痛点堵点，回应社
会普遍关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助于构建
未成年人保护的强大合力，牵引全社会形成保护
共识。

织密法网的目的是将良法善治转化为未成年
人保护的强大效能。说到底，要靠司法机关敢于
较真碰硬，不断创新手段，坚持耐心细致，将“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实在司法工作的各个环节、
融通于“六大保护”的每个领域，实现保护、治罪与
治理并重，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法律艳阳天。

本报讯（通讯员 周凯 记者 贺秋
平） 万物勃发春光好，植树添绿正当
时。3月10日，共青团宜川县委在壶口镇
组织开展了连翘种植活动。

活动当天，来自各乡镇、丹州街道团

委、学校团组织、陕西交控宜富分公司宜
川管理所团支部、城市燃气宜川分公司
团支部的40余名共青团员和青年志愿者
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挥锹铲土、扶
苗填坑、踩实浇水，各个环节井然有序，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1000余株连翘幼苗
扎根在母亲河畔，一片勃勃生机。

记者了解到，连翘园将交由当地村
集体管护，希望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的同时，能带动更多群众发展林下经

济，拓宽增收渠道。宜川团县委也将继
续引导广大青年践行生态环保理念，争
做绿色发展实践者，为宜川县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
力量。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姬宇 张雅琦）
3月 12日，东苑社区在新洲花园小区开展了“种一棵
小树，换一方净土”主题活动，用绿色扮靓家园，美化
环境。

活动现场，大家有的运送树苗，有的培土栽植，有
的浇水灌溉……热热闹闹但有条不紊。有的居民还
带着小朋友主动加入进来，从小培养他们爱绿护绿的
环保意识，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义务植树 扮靓家园

小树安了家 小区添生机

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网
新华社记者 丁静 高健钧

进行时
JinXingShi

创 建
ChuangJian

● 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废水变成宝 流向新“岗位”
通讯员 何清

荒草地变身“口袋公园”
记者 李江峰

千余株连翘幼苗扎根母亲河畔

志愿服务 蔚然成风
市场沟社区开展学雷锋系列活动

● 社区志愿者与曹治海老人话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