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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徐州人的一天，都是从取邮件
买早点开始的。邮政投递员作为鸿雁
使者，与千家万户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
情结。

传播环境理念，宣传环保知识，倡
导环保生产生活方式，一直是环保人孜
孜不倦的追求。让全民接受环境理念
并参与其中，打通环境宣教最后一公
里，是近年来环保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引导更多的人关注环保、支持
环保、参与环保，2015 年初，江苏省徐州
邮政公司率先开展了“万里邮路环保
行”活动，让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鸿
雁使者，将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送进千
家万户。

9 月 1 日，徐州市环保局和徐州邮
政公司联合发文，共同打造这条环保邮
路，让一抹抹邮政绿携带着环保绿，通
过环保邮路直接走进百姓人家。

如今，每天清晨，2112 个邮政志愿
者和越来越多加入环保邮路的志愿者
身披环保绶带，在 66 条汽车邮路、单程
3.4 万公里的 710 个投递段道上，以及
235 个邮政营业厅中，向群众宣传环保
理念，传播环保知识。

环保邮路上的鸿雁使者

杨扣林，徐州邮政公司金山桥投递
部的主任，是一名环保志愿者。11 月 16
日清晨 6 点 30 分，投递部的工作人员先
后到岗，立即投入到投送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中。上午 8 点，杨扣林和投递员李
培培，已经在投递部辖区四段的杨山路
上了。他们的邮件袋里除了要投递的
信函和报纸杂志外，还有厚厚一沓环境
宣传资料。

“大姐，树叶不能烧啊。”“知道，上
面有规定，烧了烟大，污染空气，我不会
图省事烧树叶的。”杨扣林途中遇到一
位正在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搭讪了几
句。“我们都生活在徐州，总不能自己糟
蹋自己吧。”环卫女工的回答，让杨扣林
开心地竖出大拇指。

“大爷，这是你家的报纸，这还有环
境宣传材料，里面有教你如何在雾霾天
里保护自己的小窍门，回家好好看看，
向家人也宣传宣传……”李培培在桃园
社区碰到来取报纸的刘大爷如是说。

随着一封封信函、报纸、杂志，徐州
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精心设计制
作的各类环境宣传材料，也悄然地躺进
了百姓家的邮箱里。

“维护环境要从自身做起，我们就
是抱着这个理念主动融入环保志愿者
的队伍中来的，我们宣传了环保，也使
邮政在群众心目中提升了形象。”杨扣
林说，现在徐州市里邮政网点的 LED 屏
上都有环保知识的滚动宣传，同时还设
有环保志愿者的报名点。现在涌上这
条环保邮路上的志愿者越来越多。

当天上午，杨扣林和李培培跑了 7
个小区，走了 28 家企业。邮件送到那
儿，他们就将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送到
那儿。

“大家都过来看看，邮局的朋友来
社区给大家讲解环保知识了。”下午，
杨扣林和他的伙伴们来到辖区内的桃
园社区，社区主任佟辉招呼着赶来参
加活动的群众。佟辉说，邮政部门定
期到社区开展环境宣传活动，目前已
经成为一种常态，参与的群众人数也
是越来越多。很多群众的意识也在转
变，开始关心和支持政府部门推出的
各 项 工 作 。 有 些 群 众 已 经 能 维 护 环
境，并自觉抵制破坏环境的行为。

邮政绿叠加生态绿

杨扣林和他的环保志愿者伙伴们
每天所做的，仅仅是徐州环保邮路中
的一个缩影。

近 年 来 ，徐 州 市 委 、市 政 府 实 施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路更畅、城
更靓”五大行动计划，争创全国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美丽宜居新徐州。可以
说，环保事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民生
期盼，未来更会成为全民行动。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绘
出了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
宏伟蓝图。同年，新《环境保护法》正
式实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等
配套规章制度也相继发布实施，环保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已经成
为新常态。

“ 绿 色 ，长 久 以 来 一 路 伴 随 着 邮
政。邮政绿已深入人心，且与生态绿
有着自然的契合。”徐州邮政管理局办
公室副主任朱树强说，作为大型国企，
徐州邮政公司有责任和渠道，也有优
势参与并做好环保事业。

说起徐州环保邮路的起源，朱树
强告诉记者，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徐
州邮政发挥行业资源优势，依托覆盖
城乡的邮政营业厅、村邮站、便民服务
店以及单程 3.4 万公里的邮路，在今年
初，与徐州市守望家园生态文明建设
基金会合作，共同开展“环保邮路万里
行”活动。活动的目的既是徐州邮政
响应政府号召的具体举措，也是推进
文明创建、提升邮政形象、促进企业发
展的重要途径。

2015 年 1 月 27 日，与守望家园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基 金 会 的 合 作 签 约 仪 式
上，徐州市委、市文明办、邮政管理局
等与会领导肯定了创建环保邮路这一
探索，表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志
愿公益活动”。

作为创建环保邮路主力，徐州邮
政公司率先将邮政营业员和投递员纳
入环保志愿者队伍，同时还对社会公
开招募环保志愿者，并对环保邮路志
愿者的注册、培训、管理、支撑、评价、
奖励等机制进行完善。

今年，徐州邮政结合 6·5 环境日宣
传的契机，又与徐州市环保局开展合
作，在徐州市环保局的指导下，推进环
保邮路的创建工作。

公众参与更接地气

为切实推进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

保护，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组织动员全
民参与环境保护公共事务。徐州市环保
局与徐州邮政公司携手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环保邮路万里行”活动。

“邮路网络覆盖全市城乡、企业、社
区、机关、学校，这就是全民参与环保、平
台共建共享的重要支撑。”徐州市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曹晓煜说，在万里
邮路上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文
化，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公众依法、有序、
自愿、便利地参与环境保护，也让环境宣
教工作接上了地气。

朱树强说，目前环保邮路依托全市
邮政的 710 条邮路，235 个邮政营业厅，
1182 个苏邮惠民便民店、1370 个村邮站，
推行“一路五随”工作法，要求每个参与
其中的志愿者秉持“环保知识随机传播、
环保新法随时送达、环境违法行为随手
拍摄、环境问题随即通联和环保志愿者
随缘招募”的行动理念开展活动。

截至今年 10 月，环保邮路已经发展
到 7 个县（市）、区邮政局，又成立了 10 个
投递员、营业员等志愿者分队，共招募环
保志愿者 2112 名。在徐州市区金山桥递

送部建成一处环保邮路志愿者之家，开
设 3 处环保大讲堂，散发环保知识传单
15329 份，投放废旧电池回收箱 50 个。
环保邮路已被评为徐州市志愿行动创
新案例，并被徐州市文明办推荐申报

“文明江苏”志愿服务行动创新案例。
“创建环保邮路是弘扬了环保主旋

律的创新探索，是推动全民环保的务实
举措。”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主任王玉华说，以环保邮路万里行为载
体平台，全面指导和推进徐州市环境保
护公众参与工作，不断提升环保的普法
惠民力度，对缓解当前环境保护工作面
临的复杂形势，构建新型的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模式，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生态
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明年，我们将根据各区县（市）街
道的环境现状，编制有针对性的环境宣
导资料，通过‘环保邮路’送到公众手
中。”曹晓煜说，目前宣教中心正在紧锣
密鼓筹备“一地一品牌”宣传事宜。当
下，环境宣教通过环保邮路已经触及千
家万户，明年还将加大社会公众与环境
宣教进行广泛有效的互动。

近日，在宁夏电视台演播大厅，随
着现场导演“各工种准备，五、四、三、
二、一，开始！”“法治环境·美丽宁夏”电
视知识大赛决赛正式打响。

为 更 好 地 宣 传 贯 彻 新《环 境 保 护
法》，营造人人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凝聚建设美丽宁夏的广泛共
识，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环保、广电、
司法和团委等 5 部门联合举办了这场主
题为“法治环保·美丽宁夏”环保法电视
知识大赛。

自治区环保厅队力压群雄

进入决赛的 6 支代表队共 18 位选
手，个个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他们是
从全区 36 支代表队中通过初赛、复赛

“捉对厮杀”产生的。比赛中，他们沉着
冷静、干练专业、自信洒脱……现场气
氛高潮迭起。

“发现有污染环境行为的，公民可
以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举报。”主持人
话音刚落，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选手迅
速作答：“正确。”她回答干脆利索，声音
坚定明亮，甚至压过了主持人，逼得主
持人瞬间提高了音调，加快了语速，引
得现场观众一阵掌声。

这是当晚“法治环境·美丽宁夏”电
视知识大赛决赛直播现场的一幕。女
选手叫马岚，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
代表队的 2 号选手，她和另外两名同事
黄瑞、石璐组成一支娘子军，代表宁夏
回族自治区环保厅角逐环保法电视知
识大赛。

此次大赛的内容涵盖了 20 多部现
行环境法律法规，包括生态文明基础知
识和环保常识。大赛主办方创新赛制，

打破以往智力竞赛类活动无一例外设
置必答、抢答、风险答题 3 个环节的“背
书式”模式，采取“计时答题”、“风险共
担”、“巅峰对决”等较为新颖的方式进
行，使竞赛活动集知识性与观赏性为一
体 ，增 强 活 动 吸 引 力 ，扩 大 公 众 参 与
度。这也是宁夏电视台首次对智力竞
赛类活动进行现场直播。

本次环保电视知识大赛，由马岚、
黄瑞、石璐 3 名同志组成的宁夏回族自
治区环保厅代表队因平时业务过硬，加
之认真筹备、沉着应战、同心协力、奋勇
争先，最终不负众望，历时 4 天 8 场激烈
角逐，决赛阶段，从全区 36 支代表队中
脱颖而出，摘得本次大赛的桂冠。这支
娘子军精神饱满，自信乐观，思维敏捷，
回答问题条理清晰、精确全面，被现场
主持人叹为环境法律法规的百科全书。

学法普法更应熟练用法

此次大旨在学法普法，传播环境法
治理念，释放环境法治信号，展示环保
队伍新形象。不仅是对全区各级环境
监察执法队伍业务素质的一次检验，更
是对公众环境法治意识的一次再普及
和提高。

对于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

参加比赛的这支娘子军来说，也是实践
中学习，在学习中普法，对于个人提升
环境法律法规知识水平和引导公众学
习普及环保知识意义非凡。

“读本上的法律条款，很难引起大
家兴趣，很多条款只有执法人员亲历办
案，才能让人了然于胸，才能熟练应用，
才能举一反三。”来自环境执法一线的
监察员黄瑞表示，法条与实践结合是她
一贯提高业务能力的秘籍。

她向媒体讲述了她和同事现场执
法时，多次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难题的难
忘经历。她说：“帮助企业搞好环保工
作，既是服务企业发展，又是对其依法
实施监管，更是转变工作作风的一种途
径，这也是环保法的基本内涵。”她认
为，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服务与管理相
结合才是环境执法的真谛。正是因为
系统掌握现行环境法律法规，加之平时
一线执法的历练，黄瑞在决赛的“巅峰
对决”环节，对主持人给出的问题都能
做出精准的回答，几乎是零失误。

来自自治区环监局综合处的马岚，
热爱工作，开朗大方，乐观自信，曾代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出战全区公民
科学素质知识竞赛，并荣获三等奖。虽
然她日常工作琐碎繁杂，有时候忙起来

甚至一上午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但就
是这样一位每天忙得团团转的女监察
员，在得知要举办环保法电视知识大赛
的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希望把自己在
日常工作中学到的一些环境法律法规
知识，通过竞赛舞台传播给公众。她
说：“无论何时，我都始终记着自己是一
位环保人，需要更多地掌握环境法律法
规知识，无论何地，我都始终牢记自己
是一位环境宣传员和教育者，不断地引
导身边的人了解环保知识，遵守环境法
律法规。”

对环保事业的挚爱，是石璐参加比
赛的原始 动 力 。 就 在 大 赛 的 前 夜 ，不
满 一 周 岁 的女儿高烧不退，她用浸湿
的毛巾帮助女儿擦拭降温后，就迅速拿
起放在床头的相关环境法律法规学习
读本温习。在第一轮“计时答题”环节
中，她得到了 65 分的全场最高分，助宁
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代表队先拔头筹，
也为最终夺冠取得开门红。

比赛已为过去，荣誉已被定格。赛
事结束后，专心致志投入工作中的 3 位
选手均表示，她们要更全面详尽的掌
握、更广泛的传播环保知识法规，把环
境法律法规应用于实践当作新的工作
目标和动力。

宁夏举办环保法电视知识大赛，参赛人员刻苦专研提升素质

环保厅代表队过关斩将赢得桂冠

◆崔万杰

徐州环保与邮政联手开展环境教育，鼓励公众参与环保

环保种子撒向辽阔沃土
◆韩东良

本报记者蒋朝晖 实习生赵鸣晗
昆明报道 10 月中旬以来，以“保护山
川河流，关爱高原湖泊”为主题的“关
爱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志愿服务活动
在洱海、滇池、泸沽湖、阳宗海等地集
中展开。云南省各地政府积极支持，
企事业单位、学生、市民等踊跃参与，
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次活动在大理洱海之滨举行
的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志愿者
们在洱海湖畔捡拾垃圾、清扫地面、
打捞沟渠淤泥并清除杂草。

在昆明阳宗海湖畔，昆明市文明
办、阳宗海管委会相关领导为阳宗海志
愿服务队授旗，并发放《保护山川河流
关爱高原湖泊阳宗海》等宣传资料。

针对少数居民和游客在泸沽湖周
边乱扔垃圾的行为，丽江供电局等单位
的青年志愿者在向当地居民、游客发
放资料宣传环保知识的同时，和大家
一起拾捡沿湖街道、湖岸生活垃圾。

在此次活动中，奥运体操冠军郭
伟阳带领志愿者向游客发放倡议书，
倡导游客参与保护滇池活动，还有多
名 听 障 志 愿 者 用 手 语 发 出 环 保 倡
议。同时，不少学校社团也组织学生
到滇池海埂大坝开展保护滇池宣传
活动，劝导游客在喂食红嘴鸥时不要
乱扔垃圾。

据统计，截至目前，仅滇池流域
就有上万名学生、市民报名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威海报道
山东省威海市环保局环翠分局近日
查处两起网友反映的环境问题，并及
时与网友沟通反馈，获网友好评。

据了解，网友在环翠分局官方微
博上反映的两个问题分别是污水入
海、建筑工地夜间施工扰民问题。接
到反映后，环翠分局立即派出监察人
员分别进行查处。

经检查，网友反映的污水入海是

雨水冲刷老海港处一排洪沟，导致排
洪口海边周围形成一半圆环形混浊
现象，老海港周边企业污水已入管
网，不存在污水偷排入海现象。

对于建筑工地夜间施工扰民问
题，环翠分局对项目建设方——威海
强丰建筑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了调查
询问笔录，并对其进行了教育宣传，
强调如再违反，将依据法律规定进行
处罚。

云南志愿者关爱高原湖泊
捡拾垃圾，打捞沟渠淤泥，清除杂草

威海环翠区快速处理网上投诉
污染企业主接受询问

今年 6·5环境日，环保邮路志愿者在桃园社区开展活动。 徐州邮政公司供图

图为穿梭于环保邮路上的鸿雁使者。 徐州邮政公司供图

上接六版

9.重点城镇群
重点城镇群指我国主要城镇、工

矿集中分布区域，主要包括：哈尔滨
城镇群、长吉城镇群、辽中南城镇群、
太原城镇群、鲁中城镇群、青岛城镇
群、中原城镇群、武汉城镇群、昌九城
镇群、长株潭城镇群、海峡西岸城镇
群、海南北部城镇群、重庆城镇群、成
都城镇群、北部湾城镇群、滇中城镇
群、关中城镇群、兰州城镇群、乌昌石
城镇群。全国共有重点城镇群生态
功能区 28 个，面积共计 11.0 万平方
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2％。

该类型区的主要生态问题：城镇
无序扩张，城镇环境污染严重，环保
设施严重滞后，城镇生态功能低下，
人居环境恶化。

该类型区的生态保护主要方向：
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为基础，规划城市
发展规模、产业方向；建设生态城市，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加快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城镇
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从长计议，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科学规划。

五、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

根据各生态功能区对保障国家
与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性，以水源涵
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保持、防风
固沙和洪水调蓄 5类主导生态调节功
能为基础，确定 63个重要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区（简称重要生态功能区）。

水源涵养重要区包括：大兴安岭
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
长白山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要区、辽河源水源涵养重要区、
京津冀北部水源涵养重要区、太行山
区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重要区、大别
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
区、天目山－怀玉山区水源涵养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罗霄山脉水源
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闽南
山地水源涵养重要区、南岭山地水源
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云开
大山水源涵养重要区、西江上游水源
涵养与土壤保持重要区、大娄山区水
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川
西北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要区、甘南山地水源涵养重要区、三
江源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要区、祁连山水源涵养重要区、天山
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
阿尔泰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要区、帕米尔－喀喇昆仑山地
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包括：小
兴安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三江
平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松
嫩平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洪水调蓄
重要区、辽河三角洲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要区、黄河三角洲湿地生物多
样保护重要区、苏北滨海湿地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要区、浙闽山地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水源涵养重要区、武夷山-
戴云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秦
岭－大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
涵养重要区、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水源涵养重要区、大瑶山地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要区、海南中部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重要区、滇南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无量山-哀牢

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滇西山地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滇西北高原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重要区、岷
山-邛崃山-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
源涵养重要区、藏东南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要区、珠穆朗玛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水源涵养重要区、藏西北羌塘高原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要区、阿尔金山南麓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要区、西鄂尔多斯—贺兰
山—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防风固沙
重要区、准噶尔盆地东部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防风固沙重要区、准噶尔盆地西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防风固沙重要区、
东南沿海红树林保护重要区。

土壤保持重要区包括：黄土高原
土壤保持重要区、鲁中山区土壤保持
重要区、三峡库区土壤保持重要区、
西南喀斯特土壤保持重要区、川滇干
热河谷土壤保持重要区。

防风固沙重要区包括：科尔沁沙
地防风固沙重要区、呼伦贝尔草原防
风固沙重要区、浑善达克沙地防风固
沙重要区、阴山北部防风固沙重要
区、鄂尔多斯高原防风固沙重要区、
黑河中下游防风固沙重要区、塔里木
河流域防风固沙重要区。

洪水调蓄重要区包括：江汉平原
湖泊湿地洪水调蓄重要区、洞庭湖洪
水调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鄱
阳湖洪水调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要区、皖江湿地洪水调蓄重要区、淮
河中游湿地洪水调蓄重要区、洪泽湖
洪水调蓄重要区。

六、生态功能区划的实施

（1）生态功能区划是构建国家和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各级政府
在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定重大经
济技术政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生态保
护与建设规划等专项规划时，要依据
生态功能区划，优化国土开发格局，
划定生态空间。

（2）对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有重
大意义的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
护、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等
重要生态功能区，应建立生态功能保
护区。对重要生态功能区，要加大国
家和地方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
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鼓励以
重要生态功能区为依托，实施区域之
间的横向生态补偿。

（3）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
与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应与生态功能
区的功能定位保持一致。对生态退
化严重、人类活动干扰较大的重要生
态功能区实施重大生态保护与恢复
工程，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提
高生态系统质量，增强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持续降低重要生态功能区的
人口压力，减少当地居民对自然生态
系统的经济依赖。

（4）在重要生态功能区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对生态功能及其保护状况定
期组织评估和考核，开展生态资产与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并公布结果。

（5）加强生态保护的宣传教育。
积极宣传生态功能区划的科学意义
和重要性，普及生态教育；注重对党
政干部、新闻工作者和企业管理人员
的培训；完善信访、举报和听证制度，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间团体参与
资源开发保护监督，支持鼓励公众和
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功能区的管理。

相关图、表、附件请查阅中国环境网（www.cenew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