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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保护利用重点任务出炉

聊城将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记者 陶春燕

“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
保护和利用工作面临着新形
势、新要求和新挑战，编制“十
四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
划，对土地、森林、矿产、湿地
等各类自然资源要素进行系
统规划，对提升自然资源保护
和利用水平，助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聊
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结合
聊城市实际，组织编制了《聊
城市“十四五”自然资源保护
和利用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7月14日，聊城市人民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二级调研员梁利
美介绍了《规划》的相关情况。

《规划》提出了“十四五”

时期的主要目标。即达到：国
土空间格局得到优化、耕地保
护能力不断提升、森林生态系
统持续向好、资源要素实现高
效利用、土地综合整治全面加
强、自然资源治理体系进一步
完善。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
期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重点
任务：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新格局。围绕“不断完善规划
编制体系与规划编制”，提出
加快编制审批“三级三类”国
土空间规划、做好详细规划管
理、完成主城区总体城市设
计。围绕“深入实施国土空间
格局优化战略”，提出构建“一
核、五星、多点”的城市空间结
构、提升中心城区空间品质、
打造“三区两带”农业农村发

展布局、优化全市交通格局。
围绕“深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提
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完善沿黄生态防护林体
系、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围绕“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提出科学编制和实施
村庄规划。围绕“落实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要求”，提出严格
用途管制运行，不断提升用途
管制能力。

提升“4种能力”。“提升资
源要素保障能力”，夯实自然
资源要素保障基础，强化自然
资源总量控制，深入推进土地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推进
矿产资源绿色发展。“提升生
态修复能力”，构建“一城四
区”生态系统保护新格局，科

学开展国土绿化，加强自然保
护地建设，发展碳汇林业，推
动林业改革发展，持续做好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提升自然
资源大保护能力”，严守耕地
保护红线，严格森林资源保
护，严格湿地保护修复，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基础
支撑能力”，完善自然资源调
查监测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基
础测绘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自
然资源数字赋能，完善自然资
源执法机制和法治体系，坚守
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底线，
提升地质勘查服务保障水平。

深化自然资源领域3项改
革。主要包括：深化自然资源
产权制度改革、完善自然资源
产权交易和收益管理、扎实推
进责任规划师制度等内容。

记者 陶春燕

“十四五”时期，是聊城市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
键时期，也是林业发展和森林
防火工作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按照有关要求，聊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组织编
制了《聊城市“十四五”森林草
地火灾防治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7月14日，在聊城市
人民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赵朝庆介绍了

《规划》有关情况。

赵朝庆介绍，从全国森林
防火区域划分情况看，聊城市
未被列入森林火灾高危区、森
林火灾高风险区。但近年来，
随着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增
多，全市高森林火险天气日明
显增加，森林防火区内人为火
源增多，管理难度加大，森林
防火形势愈发严峻。科学、精
准地编制森林防火规划，加强
森林防火体系建设、提高森林
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实现森林
火灾预防、指挥、扑救措施的
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综
合化已成为聊城市森林防火

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
《规划》的范围包括聊城市

有森林防火任务的8个县(冠县、
东阿县、茌平区、高唐县、阳谷
县、莘县、东昌府区、临清市)行
政辖区，涵盖国家级和地方级自
然保护地等禁止开发区域。本规
划重点实施预警监测系统、通信
和信息指挥系统、森林消防队
伍能力、森林防火应急道路、森
林防火宣传教育系统等5大建
设任务，建立健全森林防火长
效机制，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
控能力，实现森林防火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规划》提出的目标为建
设较为完善的森林火灾预防、
扑救、保障三大体系，预警响
应规范化、火源管理法治化、
火灾扑救科学化、队伍建设专
业化、装备建设机械化、基础
工作信息化建设取得突破性
进展，人力灭火和机械化灭
火、风力灭火和以水灭火、传
统防火和科学防火有机结合，
森林防火长效机制基本形成，
森林火灾防控能力显著提高，
实现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森林火灾受害
率稳定控制在0 . 9‰以内。

聊城森林防火区域涉及全市8个县
“十四五”期间，力推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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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围绕“河
湖秀美大水城，宜居宜业新聊
城”的新定位、新蓝图，聊城市
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全面
建立林长制，积极开展自然保
护地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森林和湿地资源保护修复得
到加强，林业产业取得长足发
展，科技创新和支撑能力进一
步提高，林业各项事业取得积
极进展，为“十四五”时期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7月14日，聊
城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市林业发展中心主任郭喜
军介绍了《聊城市林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到2025年，聊城市林业发

展的主要目标是：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持续提升，森林覆
盖率完成省分解任务，森林蓄
积量达到1000万立方米；湿地
生态系统稳定性逐步提高，全
市湿地保护率保持在60%以
上；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林
业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全
市经济林面积稳定在50万亩，
产量保持在60万吨以上，林木
种苗花卉育苗面积稳定在8万

亩，实现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
155亿元；基础保障能力日臻
完善，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
制在2 . 3‰以下，森林火灾受
害率控制在0 . 09‰以下，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明显提高。

郭喜军介绍，“十四五”期
间，将重点做好七个方面的工
作。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坚持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
之路。开展森林资源保护修复。
坚持用严格的制度、高效的手

段保护发展森林和野生动植物
资源。加强湿地保护与修复。在
全市范围内建立边界清晰、管
理明确、事权清晰的湿地管理
体系，建立健全湿地用途管控
机制。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
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级管
理、分区管控，把具有代表性的
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纳入保护地
管理体系，实行严格保护，初步
建成具有聊城特色的自然保护
地管理体系。同时，继续深化林
业改革，做优做强林业产业，提
高支撑保障现代化水平等。

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聊城市林业发展正在稳步前行

到2025年，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55亿元

7月14日，
聊城市人民政
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三大新
规 划 进 行 解
读。。

为加快提升医疗运行效率及医疗
质量服务水平，7月13日，聊城市人民
医院东昌府院区临床医疗、医技科主
任例会在行政楼六楼多功能厅召开。
医院执行院长王运华、常务执行副院
长张春燕、执行副院长侯岩芳、副院长
田洪广、院长助理张宁出席会议，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全体临床、医技科
室主任与副主任参加会议。张春燕副
院长主持。

会上，血液科和脊柱关节骨科分
别进行了科室管理及学科建设工作汇
报。医务科、质控科、药剂科、经济运营
管理部就本部门及各临床科室指标完
成情况、督导存在的问题及绩效考核
指标等进行了分析汇报，就如何化解
问题和困难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古楼院区对居家养老工作进行了详细
汇报。

张春燕副院长结合各科室汇报进
行重点点评，并指出了工作改进方向，
要求各位科主任要通过此次汇报会摸
好底、把好脉、定好位，以需求为导向，
抓重点、抓细节、抓落实，制定好下一
步工作计划，加快提升医疗运行效率
及医疗质量服务水平。

王运华院长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了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确目标，找准科
室定位及发展方向；二是强化担当，充
分发挥科主任的带动作用；三是发挥
主观能动性，依靠宣传打造科室口碑。
随后，王院长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
安排部署，他指出，各临床科室要继续
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政策，充分利用
总院派驻专家的技术优势，发挥好

“传、帮、带”作用，按照总院“一院多
区”的总体部署和院区发展规划，推进

“质量管理、学科建设、科研突破、品牌
推广”四大重点，围绕“参三”管理目
标，严抓医疗质量与安全，加强学科建
设与智慧医院建设，提高运营管理能
力，持续推动医院健康、快速、高质量
发展。 (夏晋瑾 王景壮)

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院区：

推动医院

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

近日，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街道
全面落实禁种铲毒工作措施，有效打
击毒品原植物的种植，彻底铲除毒品
隐患，巩固扩大零种植，确保零产量的
工作目标，东昌府区新区街道综治中
心组织网格员，开展禁种铲毒踏查“大
扫除”行动。

同时，网格员们还向群众分发禁
毒宣传资料，结合禁毒法律法规告知
种植毒品的危害性，提醒群众若有发
现毒品原植物种植情况的，应当积极
向公安机关举报，坚决不放过一名非
法种植者，动员大家一起参与到禁种
铲毒工作中来。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

禁毒保平安

学生放假了，但安全工作“不放
假”。7月12日，风貌街小学组织门卫、
后勤及相关人员进行假期安全专题培
训、消防演练、防汛演练、隐患排查等
系列活动，详细部署了假期安全工作，
确保防患于未然。 (李焕霞)

风貌街小学部署

暑假安全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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