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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速递

典型 推介

绿色是湖南发展的最大优势和
宝贵财富。 建设绿色湖南是湖南省
委、 省政府全面践行科学发展观，加
快推进“四化两型”战略，抢占新一轮
发展制高点，提升长远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是生态文明建设在湖南的具体
实践。 建设“绿色湖南”，不仅顺应当
今世界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深化了
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还突显出了省
委、省政府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及其
自觉担当起在全国绿色发展中的重
大责任，更是彰显出湖南后发崛起的
竞争优势，筑起了中部地区的生态屏
障，突出了湖南在全国生态空间布局
中的重要地位。

发展理念决定发展方向、发展速
度、发展成果。 “绿色湖南”的靓丽名
片正以其前所未有的山青水秀，开启
着百姓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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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岳麓临江雄踞， 碧绿湘江蜿蜒
北上， 橘子洲浮碧江心， 长沙城翘首中
部。 “山、水、洲、城”，独一无二的神韵让
千年古城独领风骚。

长沙， 享有 “历史古城”、“文化名
城”、“革命圣城”等诸多美誉。 辖芙蓉区、
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
和长沙、宁乡 2 县及浏阳市，总面积 1.18
万平方公里，人口 704 万，其中市区面积
1938 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约 320 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 363 万。

2001 年以来，长沙市委、市政府根据
生态优先的原则，围绕“山、水、洲、城”构
建起复合型、多层次、多功能城市绿色生
态体系。 2006 年和 2008 年，长沙相继捧
回“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两
项桂冠，2010、2011 年， 长沙又相继荣膺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土绿化突出贡
献单位”、“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长沙， 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绿色
之城！

山:绿之魂

绿色，是山的生命；山，是绿色的灵魂。
岳麓山，雄踞长沙之西，这里，无数

参天大树与千年古寺名刹相依相伴，绿
意盈盈，令人流连忘返；山下绿树成荫，
书声朗朗，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一大批
高等学府与千年岳麓书院和谐共存，浓
厚的湖湘文化底蕴衍生出“心忧天下，敢
为人先”的长沙精神。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历年
来，长沙市委、市政府在高度重视和保护
岳麓山的同时， 对城区和周边的自然山
体加强了保护和控制。 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陈润儿强调， 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保护长沙的山丘、水体、植被，杜绝移
山、填水、毁林等愚蠢行为，实现城在山
中、房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

长沙在大规模城市建设进程中，尽
最大努力保留原有山体和原生植被：寸
土寸金的长沙城内， 依山就势建起的湖
南省森林植物园、王陵公园、南郊公园等
生态公园特色明显， 成为市民游玩休息
的好去处；层峦叠翠的长沙城郊，科学规
划、严格控制，沿环线两侧划出生态公益
林保护区，新建了仙姑岭公园、岳鞍阁公
园等公园，勾绘出“绿树城边依、青山城
外绕”的美丽景象。

在长沙城郊外围，群山环抱，风景宜
人，沩山杜鹃遍地满山红，黑麋峰翠竹玉
立绿树成荫， 大围山原始次生林莽莽苍
苍。 如今，这些地方都建起了国家级、省
级风景名胜区或森林公园。

水：绿之源

绿色，是流淌的音符；水，是绿色的
源泉。

长沙，湘江穿城北去；浏阳河、捞刀
河逶迤东来；龙王港、靳江河、圭塘河蜿
蜒城中。 年嘉湖、跃进湖、月湖、西湖、石
燕湖星罗棋布于城里城外。 斑马湖、千龙
湖等湿地环绕城市， 构成一个完整的水
网。

长沙，因山而美，因水更秀。 近年来，
长沙大力实施“蓝天、碧水、绿山”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 过去，湘江长沙段、浏阳河
两岸是低矮的棚户聚集地和杂草丛生的
荒土。 通过风光带建设，如今，江河两岸
已是绿树掩映，成为长沙市民休闲散步，

乐水怡情的好地方。 长沙的沿江沿河风
光带总长度已达到 216.8 公里。

洲：绿之眼

绿色，是灵动的坐标；洲，是绿色的
点睛之笔。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1925 年，青年
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沙》，橘子洲从此
享誉中外。

2005 年，长沙市委、市政府启动了橘
子洲提质改造工程， 先后投入 14 亿多
元，安置居民、整治岸线、疏浚河道、修复
旧址、重植生态，使橘子洲成为极富湖湘
文化特色的大型景区。 今天的橘子洲，岸
芷汀兰，郁郁青青。 人们来到这里，可以
春赏桃李，夏享清凉，秋品金橘，冬醉红
梅，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 橘子洲，已经成为了长
沙市呈现给世界的一张绚丽城市名片！

在长沙湘江段， 从南至北还有巴溪
洲、傅家洲、回龙洲、月亮岛等 10 多个大
小绿洲，像一张张绿色的请柬，热情地邀
约着各方的宾客。

城：绿之韵

如果说，“山、水、洲”是大自然的恩
赐；那么，城市绿化则是勤劳的长沙人用
双手创造出来奉献给社会的礼物。

近 6 年多来，长沙大力实施“拓城 、
通路、治污、治水、增绿、添景”六大城市
建设工程，城市建设累计投入 1000 亿元

以上，用于城乡绿化美化净化、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的资金超过 150 亿元， 市区新
增绿地 800 多万平方米。

地处岳麓山下的西湖渔场， 一块已
经公开拍卖准备作为房地产开发的 600
亩水面和土地， 也被长沙市政府花巨资
回购，建设碧波荡漾的西湖文化公园。 如
今， 长沙已经建成开放的社区公园达 57
个， 基本实现了居民出门 300 米见绿的
目标。

早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 长沙就实
现了城市景区公园全部免费开放；如今，
长沙又建成开放了洋湖湿地公园、 园林
生态园、月湖公园、滨江公园、麓谷公园
等一批特色公园。

人在林中走，车在林中行。 漫步长沙
街头，处处绿树成荫、满目葱茏。 芙蓉南
路、机场高速、岳麓大道等道路绿化率甚
至达到 40%以上。 初步形成了以乡土树
种为主， 乔灌花草立体构筑的道路绿化
网。

房在绿中，人在景中。 长沙城内，以
烈士公园、 天心公园等数十个大型公园
为主体，以数百个区级公园、小区游园为
依托，构成了半城绿树半城楼的景象。 全
市园林式和花园式单位达 724 家。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如今，环城林带、绿色通道等林带建设共
150 公里，新增绿地 2400 公顷。

近年来 ， 市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
90%，成活率达 95%。

替河山妆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
在 《绿色湖南建设纲要》 的引领下，以
“山、水、洲、城”为核心，山水相依、林路
相联、洲水相映，一幅幅秀美的城市生态
画卷扑面而来，绿色长沙将会更加精彩！

魅力 � � � 绿色

郴州古称“林邑”，意为林中之城，是湖
南省四大重点林区之一。 由于 2008 年初的
特大冰灾，该市森林资源遭受重创，森林覆
盖率由冰灾前的 64.28%下降为 57.8%，林木
蓄积量由 4876 万立方米下降为 2796 万立
方米，“林邑”之城名不符实。 为加快恢复森
林生态，郴州市预计从 2012 年到 2014 年，3
年时间完成造林 130 万亩， 实现全市城乡
全面绿化目标。

今年是 “三年城乡绿化攻坚” 的第一
年， 截至 6 月 12 日， 该市共计完成造林
70.02 万亩， 超额完成省、 市下达任务，其
中，完成省厅下达计划的 157.6%，市计划的
140%。

“干部使用要与城乡绿化
业绩挂钩”

造林绿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郴州市
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造林绿化工作，特
别是 2008 年冰灾后，造林绿化更是成为该
市上下共同的心声、一致的行动。 各县市区
始终坚持把造林绿化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 去年 10 月份全面启动三年城乡绿化攻
坚以来，市及各县市区都成立了由党委、人
大、政协主要领导任顾问、政府主要领导任
组长的高规格领导小组， 并从相关部门抽

调精干力量组成工作班子， 统一指挥调度
城乡绿化攻坚工作， 全市上下掀起了冬春
造林高潮。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在汝
城县主持召开了千人誓师动员大会， 并多
次调度、部署推进三年城乡绿化攻坚工作。
从 3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不到三个月的时
间， 郴州市市委书记向力力及各市领导共
计 12 次批示、调研、调度林业工作，其次数
之多、密度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闻所
未闻。 市长瞿海亲自带队赴长沙、北京协调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调研武广高铁沿
线造林绿化工作。 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多
次带队调研、 调度督查三年城乡绿化攻坚
工作。 书记向力力更是提出“乡镇主要领导
的提拔要市林业局局长签字才能进行组织
考核，这一条要写进文件中去”， 市长瞿海
提出 “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抓林业工
作”。 省林业厅春季造林督查组对郴州的城
乡绿化高度肯定， 并给予高度评价：“郴州
城乡绿化工作的领导重视程度之高、 造林
力度之大、资金投入之多全省仅有、全国少
有，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

全民参与为“三绿”

造林绿化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郴州
动员了全社会力量参与。 该市造林绿化工
作多次被中国绿色时报、经济日报、湖南日
报以及湖南卫视等媒体专题报道； 各级宣
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将造林绿化纳入公益性
宣传范围，营造出“植绿、爱绿、护绿”的良
好氛围。 并采取派出市委督办员组成 4 个
督查组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集中督导
的方式，分赴 11 县市区进行检查督导。 各
县市区也纷纷派出督查组， 深入现场指导

冬春造林生产，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为严格
责任落实，郴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郴州
市城区山头绿化责任制》。 同时，严格依法
查处在新造幼林地内非法取土、 炸石、葬
坟、冶炼、乱占林地、畜禽破坏及引发森林
火灾等损绿毁绿案件。

三年投入超 100 亿

植树造林，不能只喊口号、发文件，关键
是要拿出真金白银，解决“有钱办事”的问
题。 实行政府投入、企业投入、社会投入并
重，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
投入机制，确保全市三年城乡绿化总投入达
到 100 亿元以上。 明确各级财政投入，要求
市级财政部门每年预算安排 5000 万元，并
筹集一亿元以上资金用于城乡绿化；县市区
财政每年预算安排 1000-3000 万元，并筹集
3000-5000 万元以上资金用于城乡绿化。 财
政投入之大，前所未有。

四管齐下建“绿”城

坚持把“三边”造林作为重中之重，按
照“树典型、建亮点、抓示范、造精品”的要
求，高标准、高质量打造绿化工程。 一是启
动实施“森林景观建设工程”，全面恢复城
市周边受损林地。 在郴州中心城区启动了
10 万亩城区森林景观建设工程，种植各类
绿化大苗 300 多万株， 采用绿叶树和彩叶
树搭配 ，投入资金上亿元 ，短短两年多时
间就实现全面绿化，并达到“多林种、多树
种、多色彩”的森林景观效果。 二是大力开
展 “绿城攻坚” 活动， 努力建设 “森林郴
州”。 全市“绿城攻坚”，在市城区道路、游
园小区和周边山头种植 50 万棵大规格苗
木，打造 “一山一景 ”、“一山一花 ”的生态
美景。 三是着力开展“身边增绿”活动，扎
实推进单位园区绿化。 拆危建绿、拆围现
绿、见缝插绿 、规划建绿 ，大力推进 “扩绿
增绿”、“推窗见绿”、“行车有绿”等增绿行
动。 四是积极推进通道绿化，形成通道森
林景观。 以武广高铁、 京珠高速、 京广铁
路、107 国道、郴州大道两侧造林绿化为重
点，全面提升绿化质量。 (李果)

绿色攻坚进行时

邵阳“三级学习”宣传《纲要》

近日，由湖南省林科院承办的中美碳联盟（USCCC）
第九届年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美国 Toledo 大学、美国海
洋生物实验室、 美国 New Hampshire 大学和中国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 10 位专家教授，报告了
各自在全球气候变化下受干扰生态系统过程机制及变
化趋势等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下一步研究设想。 此次
年会交流的系列研究成果将为“绿色湖南”建设提供重要
的智力支持。

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
京林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农业大学
以及江西、湖北、湖南 3 省林科院等中美碳联盟成员单位
的专家教授 40 多人参加本次会议，并现场考察了中国林
科院与湖南省林科院联合共建的洞庭湖区杨树人工林
碳水通量监测站。 （黄勇 黄忠良 梁军生）

自《绿色湖南建设纲要》正式颁布以来，邵阳市林业
局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了党委会议，仔细学习纲要内
容，对照纲要梳理林业部门的工作，并对相关工作进行
布置；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纲要》，要求各科室、全体
干部职工深入领会绿色湖南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
性，立足本职工作，扎实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组织各级林
业部门学习，各级林业部门集中时间、集中人员进行学
习，把《纲要》宣传到基层，形成全民创绿的热潮，用听报
告、听讲座、集体讨论、写心得等多种形式，提高学习和
宣传效果。 （刘巍 李建秋）

娄底“五围绕、五抓好”建绿
近日，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易鹏飞陪同省林业厅

厅长邓三龙考察娄底林业工作时， 就如何做好林业工
作作了“五个围绕、五个抓好”的重要指示：“一要围绕
资源保护，抓好监管和执法；二要围绕生态环境，抓好
绿化美化；三要围绕产业发展，抓好项目建设；四要围
绕可持续发展，抓好改革创新；五要围绕提高林业工作
水平，抓好队伍建设。 ”

为此，娄底市林业局党组率各级林业系统召开专题
会议，认真学习和研究“五围绕、五抓好”的重要指示，并
在此基础上制定下发了贯彻实施方案。 （曾庆凯）

省林科院承办中美碳联盟第九届年会

为“绿色湖南”引智“借脑”———“森林郴州”的建设之路

周庆年

秀丽的东江。 珠帘瀑布。 本版图片均由省林业厅提供

北湖公园。

年嘉湖畔。

鸟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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