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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闵丹

岗位送上门 生态涵养区居民叫好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黄羊滩治沙纪实
□本报记者 赵思远

花田草海、 瓜果压枝、 亭台
水榭、 色彩斑斓。 乘坐黄羊山文
化园的摩天轮俯瞰黄羊滩， 满眼
绿意葱茏。 7月6日， 记者来到距
北京直线距离138公里的张家口
市宣化区黄羊滩， 看到了 “沙漠
变绿洲” 的奇迹。 据黄羊滩林场
场长李澍贵介绍， 黄羊滩总面积
14.3万亩， 直至上世纪末， 流动
沙丘和半固定沙地占70%， 有林
面积不足4万亩， 森林覆被率仅
为28%。 是什么样的举措， 让这
片荒地焕发生机呢？

坚定信念
黄羊滩林场成治沙样板

58岁的当地村民史建青回忆
道： “原来这里草木不生， 天总
是黄的， 风裹着沙子直往人嘴里
灌。” 据记者向黄羊滩林场考证，
黄羊滩曾是唐代沙陀国李晋王的
放马场， 由于后来过度垦殖、 樵
采、 放牧， 导致肥沃表土流失，
植被衰退， 加上地理位置特殊，
气候干旱， 风蚀严重， 土地大面
积沙化， 并成为洋河、 官厅水库
淤积以及北京扬沙、 浮尘天气的
主要沙源。 据测算， 在2000年以
前， 黄羊滩每年被大风刮走的表
土达2.57万吨， 夏秋泥沙入库量
达65万吨。

“侧柏5800亩， 榆树3100亩，
山杏2600亩， 建4座井房， 建3个
单池容量为250立方米和1000立
方米的蓄水池……” 李澍贵告诉
记者， 2000年启动了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 在黄羊滩实施人工造
林、 封山育林等。 同时创新沙化
治理模式， 在短期内取得前所未
有的治沙成果。

黄羊滩林场乘胜追击， 依托
中信集团公司 、 宣化县人民政
府、 北京绿化基金会三方的密切
合作， 坚决执行植树种草和基础
设施建设任务， 十几年来， 先后
承担并完成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近10万亩， 中信黄羊滩治沙绿
色工程2万亩。 据介绍， 目前黄

羊滩森林覆被率已提高到74%，
林草覆盖率超过90%。

“绿富结合”
治沙工程走生态道路

宣化洋河南镇许家堡村村民
秦永梅回忆说：“刮大风时大人从
外面回来， 洗个头盆底沉下一层
沙子。 ”2009年9月，宣化县人民政
府与中信集团公司合作组建了
“中信黄羊滩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致力于治沙绿化工程抚育管
护和工程区综合经济开发， 力求
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三赢”。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工
程区内， 林种设计上要求合理布
局， 树种的选择上坚持沙生优质
与多样化多色彩相兼顾。 整个工
程安排上坚持以乔木为框架，以
灌草覆盖， 实现高密度立体化治
理。 同时，县政府安排飞播牧草，
形成人工优良牧草2万多亩，为发
展养殖业奠定基础。另外，先后建
起宝马养驯基地、 淡水渔养殖场
等，养殖美国七彩山鸡、西非珍珠
鸡等特禽近4000只， 南非波尔山
羊和塞北绵羊500多只，淡水鱼养
殖面积达12亩， 增加了2000亩经
济林的物种多样化。 站在林场一
处高地远望， 一道道林带和茂密
丛生的灌草相得益彰，牛羊成群，
俨然一片绿色的海洋。

文化旅游
沙地上建起采摘园

在宣化区洋河南镇黄羊滩金
坤采摘园， 一间阳光温室里， 不
同品种的果树竞相生长。 采摘园
的主人肖飞从2010年开始建设温
室 ， 目前已建起60多个阳光温
室 ， 设施栽培面积达300多亩 。
采摘园里既栽培本地传统优势树
种， 又栽种了本地没有的果树品
种， 实现了南果北移。

肖飞回忆， 以前黄羊滩上都
是沙地， 并不适合果树生长， 当
初大家也是冒着风险， 在沙地中
挖沟， 将沙土移走， 然后再换上
适宜果树生长的土壤， 配备了输
水管道。 最近几年， 还增加了喷
灌、 滴灌等节水设施。 如今， 他
的一个大棚每年生产1000公斤水
果， 主要面向本地游客及外地自
驾游客采摘， 一年可接待游客2
万至3万人 。 采摘园还与北京 、
张家口的超市进行对接， 今后还
考虑通过电商平台推销水果。

政府在政策上还鼓励大家建
设采摘园， 同时也吸引了更多打
工者 ，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
业。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村民
按照 “农业+旅游” 的思路， 发
展起观光农业、 林果采摘， 走上
脱贫致富之路。

7月8日 ， 北京市人力社保
局、 密云区人力社保局联合在密
云区职业学校体育馆举办 “2017
年密云生态涵养区低收入群体专
场招聘会”， 京东、 天福号等100
家用人单位携5863余岗位现场招
聘密云生态涵养区居民。

据了解， 本次招聘会主要是
为了满足密云生态涵养区居民转
岗就业和农村居民转移就业的需
求。从各用人单位的招聘职位看，
大多对学历层次要求较低、 年龄
要求较宽、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同
时， 各用人单位大部分会为本次
招聘的转岗就业居民和转移就业
农村居民提供较完善的保障。

作为北京地域面积最大的
区，密云的第一责任是“保水”，全
区超 56%的人口为农业户籍人

口。 在劳动年龄内农业户籍人口
中，超64%在一、二产业就业。 随
着城市功能疏解、 禁限产业目录
扩容，密云区就业问题开始凸显。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在
现场表示 ， 为此与相关部门联
手， 进一步完善惠农政策， 拓宽
就业渠道， 健全增收机制， 精准
帮扶低收入村和低收入农户， 努
力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密云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根据市区两级政策， 用
人单位招用进行了失业登记或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登记的本市城
乡 “4050” 人员、 残疾人员、 低
保人员、 初次进京随军家属、 登
记失业一年以上人员、 “零就业
家庭 ” 劳动力 、 “纯农就业家
庭” 劳动力的密云本地居民， 可

享受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每人每年在1.6万至2.1万元之间。
据了解， 2016年度市区两级促进
就业资金投入合计约2.97亿元 ，
预计2017年度市区两级促进就业
资金投入将达到4亿元。

据统计，截至6月15日，全市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共召开针对农
村劳动力专场招聘会93场， 参会
单位3393家，提供就业岗位82057
个，达成就业意向22291人次。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还
表示，下一步，本市将进一步优化
人力资源配置，打出政策组合拳，
帮助劳动者在“高精尖”经济结构
中实现充分稳定就业。同时，在城
市功能定位调整中， 围绕重点项
目和区域实施“一地一策”，努力
实现城乡居民充分稳定就业。

重点项目和区域就业将实施 “一地一策”

从不毛之地到生态绿洲

7月6日， 首发养护公司启动一级防汛备勤预案， 1300余名员工将
责任落实到每个人， 对管辖范围内的边坡、 桥梁、 涵洞等构筑物以及
道路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疏通。 在所管养的高速路面上， 15处
21.6公里、 总面积82万平方米凹槽路段中， 2511座桥梁、 929座涵洞
平安畅通， 未发生任何积水， 京承、 京藏、 京昆等高速公路山区路段
未发生一起落石事件， 实现全路网畅通无阻。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首发养护确保全路网畅通无阻

□本报记者 马超

7月6日至7日， 由香港中国
企业协会、 北控集团联合主办，
京泰集团承办的 “I See I Know
香港青年认知祖国———北京线”
活动在京举办。 在北控雁栖湖国
际会都举行的启动仪式上， 来自
香港中资企业的30名青年员工及
北控、 京泰部分青年职工代表参
加了活动。

参访团成员深度参观了雁栖
湖国际会都、 北控系内重点企业
北京燃气集团、 北京燕京啤酒集
团， 游览了北京古文化街， 在探
访中华传统文化、 认知首都代表
性大型国企生产运营情况的同

时， 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中国企业
带来的巨大发展变化。

来自香港同仁堂国药有限公
司的庞亚景表示： “此次活动时
逢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 意义
深远。” 全程的参访考察与交流
互动令她收获颇丰， 尤其是在参
观雁栖湖国际会都的环节中， 讲
解员专业细致讲解了宏伟建筑建
造背后的故事， 以及其建筑风格
与建造工程所体现出的 “大国风
度” 与 “中国速度”， 令她及同
伴们赞叹不已。 来自北控、 京泰
的青年职工代表还积极与香港团
员展开了交流互动。

画脸谱、剪纸、捏糖人面人，
这些老北京手艺瞬间让来自台湾
的40余名小朋友和大孩子们 “路
转粉”。 7月6日， 在东城区建国
门街道苏州社区的四合院里，来
自宝岛台湾各县市的师生围 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 人身边 ，
亲自动手体验非遗技艺。

建国门街道第六届彩虹文化
节非遗展示与互动活动暨京台青
年交流活动， 由建国门街道和北
京交通大学共同主办， 作为第18
届京台青年交流周系列活动之
一， 邀请来京交流的台湾师生到
苏州社区居民家中做客， 并邀请
师 生 共 同 参 与 非 遗 体 验 和 联
欢活动。

据悉， 来京交流的台湾师生
将在北京度过十多天的难忘时
光， 非遗体验活动将成为北京之
行的一大亮点。 第六届彩虹文化
节首次将两岸民间交流和非遗互
动展示融为一体， 通过中华传统
文化传承和普通家庭做客加强两
岸交流、 增进血脉联系。

京港青年职工北控交流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台湾师生体验非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