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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每每年年有有220000万万人人义义务务植植树树
银杏、水杉、紫薇、白提松等最适合在烟台种植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王翔

今年3月12日是我国第37个植
树节。从烟台市林业局了解到，植
树节当天，各市级部门负责人将
率先栽种5000株树苗，为今年的
义务植树活动拉开序幕。据了解，
此次栽种的树种有银杏、水杉、紫
薇、白提松等，这些树种比较适合
烟台的气候和土质。

市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本
次植树节，各市级部门负责人将栽
种5000株树苗，种类包括银杏、水
杉、紫薇、白提松等。烟台作为沿海
城市，有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特点，
因此，在植树时，也得选择适合当
地气候特征的树种。目前看来，在
烟台栽种面积较大的树种有银杏、
水杉、紫薇、白提松、五角枫、黑松、
蜀桧、龙柏、白蜡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植
树造林越来越重视。”工作人员
说，有研究表明，一公顷的森林每
年可吸收二氧化碳20-40吨，释放
氧气15-20吨。

每年植树节，很多市民、企事
业单位也纷纷植树造林。烟台每
年的义务植树人数在200万左右，
植树600万株。2014年全市共完成
造林25 . 8万亩，占省下达计划的
117%，其中森林城市美丽烟台绿
化工程完成14 . 4万亩，占年度计划
的144%。

《烟台市绿化委员会关于做
好2015年造林绿化工作的意见》
中指出，今年是全市实施新一轮
三年大造林工程的第二年，也是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攻坚之年。
为确保完成2015年的造林绿化任
务，进一步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进程，计划完成造林绿化19万
亩，其中森林城市美丽烟台建设
工程10万亩。

本报首期植树活动报名名额已满
首期活动时间：14日上午9点，地点：芝罘区南尧

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李
静 实习生 张宁 通讯员
王翔 李秀娜) 在植树节到来
之际，烟台市民的植树热情很
高，本报与烟台市林业局联合
启动的第五届公益植树活动报
名火爆。不过，因为场地和树苗
数量有限，目前首期义务植树
活动报名名额已满，想要植树

的读者可参加下一期活动。下
一期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我们将于近期在报纸上予以公
布。

首期植树活动的时间定于3

月14日上午9点，具体植树地点
位于芝罘区南尧，富顺苑小区西
区，上尧花园小区南侧。参加植
树的读者可于14日上午8点30分

在南尧天坛处集合。
我们将为大家准备树苗，活

动当天将有林业部门工作人员
为大家现场指导。

此外，由于本次活动报名人
数多，我们已有的工具数量有
限，欢迎参与的读者自备铁掀和
水桶。

为了提高树木的成活率，我

们号召读者认领树苗，除了当天
植树以外，日后也可以管理。我
们将为愿意认领树苗的读者发
放认领卡，读者可在卡片上做好
标记，方便定期进行浇水、除草
等日常管理。

参加首期植树活动的读者
如有其他疑问，可拨打热线电话
15275567096、18363829613咨询。

抢占标准制高点，“烟台制造”可不少

烟烟台台6666家家企企业业制制修修订订116699项项国国标标
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 在企业
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流企
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创品牌，三
流企业卖产品。据烟台质监部门
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共计66个
企业参与制修订了国家标准169

项、行业标准32项、山东省地方
标准71项，烟台市地方标准42项。

全市8家企事业单位分别参
与了国家标准委钟表、粮油、毛
纺、轮胎、酿酒、有色金属、染

料、化学、橡胶等10个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
的相关工作，其中1家单位承担
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1家
企业还作为欧盟 ITMA协会会
员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
订的相关工作，有力提升了“烟
台制造”在行业内的话语权和竞
争力。

烟台标准开始迈进国际化。
烟台北极星国有控股有限公司
先后完成了1项国际标准、10项

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企业负责人在全国钟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 1

人、委员3人。
北极星参加起草的国际标

准 I S O 1 3 0 7 4《 指 针 式 石 英
钟——— 机心与指针的配合尺寸》
是我国主导的第一个时钟国际
标准，已于2012年7月15日正式
发布。这个国际标准的发布是我
国首次实质性主导时钟国际标
准化工作结出的硕果，填补了

ISO/TC114钟表技术委员会时
钟国际标准的空白，也为中国钟
表争取了国际上的话语权。

市质监部门一工作人员介
绍，很多企业在业界遥遥领先，
与标准工作密不可分。以玲珑轮
胎为例，多年来之所以能够在行
业内遥遥领先，在于牢牢把握了
轮胎行业的话语权。玲珑轮胎先
后主持、参与轮胎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67项，其中GB/T 1192-
2008《农业轮胎技术条件》等22

项国家标准、HG/T2177-20 1 1

《轮胎外观质量》4项行业标准已
发布实施，另有41项已上报审批
或正在制、修订过程中。

除了北极星钟表、玲珑轮
胎，丛林集团的标准化工作在业
界也很有影响。丛林集团先后主
持参与起草了《轨道车辆结构用
铝合金挤压型材》等 4 0余项国
家、行业标准，获得科技成果20

余项，授权专利600余项，在行业
内也稳居重要位置。

全市已建立

各类纪念林十处

每年的植树节期间，本报
与烟台市林业局都会举办多
场义务植树活动，号召市民参
与义务植树。从近几年市民报
名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人愿
意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报名情
况火爆，很多次活动出现名额
已满，仍有市民想要报名参与
的情况。

烟台市林业局的工作人
员极少，除了义务植树活动以
外，每到植树季节、各种庆典
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社会各
界也积极开展各种主题义务
植树活动，企业林、共青林、三
八林、红领巾林、老年林、同心
林、结婚纪念林、友谊林、希望
林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绿染城
乡，全民生态意识不断增强。

例如，烟台港务局捐助12

万元，于同三高速公路福山收
费站南侧山体营造“烟台港务
局纪念林”。此外，上海通用东

岳汽车、中国银行烟台支行、
烟台万华集团、佳世客等企
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共投
资1000万元，建立了一批以企
业命名的纪念林，全市已建立
各类纪念林10处。近10年来，市
区义务植树8000万人次，植树
2 . 1亿株。

市区建成

义务植树基地2 . 5万亩

据了解，烟台1998年对义
务植树实行基地化管理以来，
义务植树基地建设取得了很
大成绩。市区共规划和建成义
务植树基地20多处，总面积2 . 5

万亩，植树500万株，提高了烟
台的总体绿化水平。

烟台市林业局于1999年开
始收取代植金，1999年-2008年
共收取代植金368 . 4万元，主要
用于芝罘区北岛老爷山山体、
同三高速公路和绕城高速公
路福山段两侧山体、观海路后
七夼西侧山体、烟威高速牟平
海防林、小黄山、福山区高疃
镇东厅村等义务植树基地绿
化工程。共造林2780亩，栽植黑
松、侧柏、火炬树等苗木约54 . 6

万株。截至目前，烟台绿化覆
盖率已达43 . 1%。

全民义务植树不仅使许
多城市及周边贫痞的荒山、废
弃的荒地披上了绿装，彻底改

变了面貌，还建成了多处城郊
森林公园和生态休闲基地，给
城市居民创造了森林游憩、生
态旅游、回归大自然的便利场
所。

连续责任制

包栽包活包管理

“对义务植树实行基地化
管理，是提高公民尽责率和造
林成活率的有效措施。”工作
人员说，多年来，烟台各地从
城区及近郊绿化入手，建立了
义务植树基地，通过签订绿化
责任状的形式，将义务植树任
务落实到各基层单位，并推行
了“包栽、包活、包管理，一定
几年不变”的连续责任制。

此外，林业部门深入开展
营造纪念林、栽植文明树、绿
地认养认建、以树代坟、营建
绿色文明园等多种形式的活
动。教育系统把植树与育人紧
密结合，通过组织中小学生就
近参加绿化劳动和宣传活动
对学生做环境教育。

在烟台栽种面积较大的树种：银杏、水杉、紫薇、白提
松、五角枫、黑松、蜀桧、龙柏、白蜡

烟台每年的义务植树人数：200万 植树：600万株

2014年全市共完成造林：25 . 8万亩

2015年任务：计划完成造林绿化19万亩

30多年来烟台绿化覆盖率：43 . 1%
全市已建立各类纪念林：10处

烟台植树那些事儿

目目前前烟烟台台绿绿化化覆覆盖盖率率4433 .. 11%%
栽每一棵树都要“包栽、包活、包管理”

多种一棵树 少点雾霾天
植树节特别报道②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王翔

从烟台市林业局了解到，近几十年来，烟台全民义
务植树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烟台的绿化覆盖率已达
43 . 1%。近10年来，市区义务植树8000万人次，植树2 . 1
亿株，是烟台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成效最
显著的生态建设，也是烟台市区造林绿化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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