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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
愿景工程 让绿色和幸福同驻

近年来，长沙县按照幸福与经济共同增长、乡村与城市共
同繁荣、生态宜居与发展建设共同推进的“三个共同”理念，加
快“两型社会”建设。 全县总面积近 300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面
积 132.6 万亩， 森林覆盖率 42.50%， 林木绿化率 48.04%。 自
2010 年实施百条县域公路、 千里河港堤岸、 万户农家庭院的
“三大绿色愿景工程”以来，长沙县政府共投入 6000 余万元，带
动乡镇及社会投入 1.3 亿元。

长沙县先后荣获 “国家卫生县城”、“国家文明县城”、“国家
园林县城”、“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中国十佳 ‘两型’ 中小城
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殊荣，被列为“全国 18 个改革开
放典型地区”之一。 目前，长沙县正全力创建全国生态县。

浏阳市
全民行动 打造湘赣边界绿色新名片

浏阳市依据市委、市政府 “全民绿化三年行动”的决策，按
照“三绿”、“四得”、“五易”的绿化理念，多角度、多层次提升城
市绿化水平与品位。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投入 1.06 亿元，完成
植树约 526 万余株，其中城镇 46.7 万株，公路 106.4 万株，水边
29.7 万株，荒山荒地 221.0 万株，房前屋后 122.2 万株，绿化格
局不断优化，城市品位不断提升。

宁乡县
大干三年 构建省府绿色后花园

未来三年是宁乡加速生态建设、 壮大林业产业的关键时
期、黄金时期，宁乡将以县城为核心，以沩楚乌靳“四江”为纽
带，以沩山景区、花明楼景区、灰汤景区和青洋湖、南太湖、香
山冲、金洲湖等“三区四公园”为支撑，以宁沩、宁灰、宁花、灰
黄、长花灰韶“五路”为重点，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完善生态支
撑体系，力争在三年时间内，初步构建宁乡城乡大绿化生态体
系，实现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48%，林木绿化覆盖率达到 51%，
城镇绿化覆盖率达到 40%，林木蓄积达到 510 万立方米，林业
总产值达到 20 亿元，为实现宁乡新一轮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努力打造省府的绿色后花园。

望城区
山水相融 为绿色湖南添光彩

近年来， 望城通过一系列大型义务植树造林绿化活动，对
全区道路、田网、河滩、岸线、集镇、村部、小区、单位和家庭庭院
进行了全面绿化。

2009 年至今，全区共绿化美化道路、沟渠 856.6 公里，建成
绿色通道 92.8 公里 ；51.20%的单位庭院和居住区绿地率达
30%以上， 建制镇所在地绿化覆盖率达到 36.64%，83.22%的行
政村绿化覆盖率在 25%以上。 全区共造林 30780 亩，其中工程
造林 15550 亩，其他造林折合造林面积 15230 亩。 全区宜林荒
山、荒地、荒滩绿化率达 97.6%，宜林网农田 98.6%实现了林网
化，江湖水岸均基本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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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由长沙市林业局提供）

绿色消息 速递

绿色，是山的生命；山，是绿色的灵魂。

绿色，是水流淌的音符；水，是绿色的源泉。

绿色，是洲灵动的坐标；洲，是绿色的眼睛。

绿色，是城市的姿韵；城，是绿色的畅想… …

绿色星城 生态长沙
权威声音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
陈润儿： 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
城市，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是长株
潭城市“绿心”重点保护区，要
率先落实 《绿色湖南建设纲
要》，加快推进长沙“五化二率
先”战略，争创全国生态文明示
范城市， 奋力抢占新一轮发展
制高点，着力提升长沙竞争力，
切实走出一条生产发展、 生活
富裕、 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

长沙市委副书记 、 市长
张剑飞： 长沙是一座驰誉中外
的历史古城、文化名城、革命圣
城，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
良传统。 长沙更是一座具有山
水洲城这样得天独厚资源的美
丽城市， 这是我们祖先和大自
然赋予的宝贵财富。 近几年来，
长沙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全面
加强环境保护， 实施了湘江风
光带绿化提质、“一江六河”两
岸绿化、 橘子洲提质改造和岳
麓山周边及“两山一湖”治理、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一大批工
程， 长沙的山更绿了， 水更清
了，天更蓝了。

长沙市副市长黎石秋： 全
市要乘着“中国·长沙首届自然
生态博览会暨中国（望城）第四
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节”的
东风，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绿色湖南建设纲要》，加速
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 着力实
施“绿色城区、绿色集镇、绿色
村庄、绿色庭院、绿色通道、绿
色屏障、绿色产业和绿色文化”
等八大建设工程， 全面展示长
沙自然生态环境之美， 让全市
人民享受更多的绿色发展成
果。

绿色湖南·长沙篇

橘子洲路

绿色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南省林业厅 湖南日报社 主办
湖南林之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景然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金茂·梅溪湖 协办

岳麓书院书声朗朗， 千年回荡，岳
麓青山忠魂成虹，巍峨大气。 在湘江岸
边有这样一方热土，长沙星自古应照之
地———星城长沙。 作为“两型”社会建设
的核心绿心部分，长沙正引领着长株潭
城市群，在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的康庄大道上飞快前行。 走
进长沙，一个个绿色增长的建设场景,一
幅幅绿色发展的巨型效果图, 述说着星
城的蜕变。 长沙，蕴涵着向上生长的绿
色力量， 在三湘大地上创造着奇迹；长
沙，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启着崭新
的绿色生活。

2006 年，长沙市成功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2008 年至 2011 年这短短 5 年
时间，长沙市又相继捧回了“国家园林
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国
土绿化突出贡献单位 ”、“全国文明城
市”的桂冠。

放眼全国，一座城市在绿色建设上
摘取一块国家级奖牌已属不易，长沙短
短几年连摘五块沉甸甸的“绿色”奖牌，
频频夺牌的背后有何奥秘呢？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绿色”奖牌的
背后，是长沙市委、市政府精心规划、精
细建设、全民参与、社会共创的结果，真
可谓是：“星城绿化气象新，天时人事日
相催”。

绿色规划篇
2007 年 12 月， 国务院批准长株潭

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长沙首次跻身于
国家级改革试验区的平台。 “先行先试”
的长沙毅然走上了“生态先行”的发展
大道。 长沙市林业局局长周庆年介绍
说：“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城乡统筹绿

化就会落空。”建设未动，规划先行。敢
为人先的长沙人树立 “生态优先”理
念，科学构筑城乡绿色体系。 《长沙市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长沙生态市建
设规划》、《长沙市绿线保护规划》、《长
沙城市林业生态圈专项规划》 ……随
着一批高起点编制的专项规划出台，
《关于贯彻<绿色湖南建设纲要>精神
推进长沙城乡绿化一体化的意见》的
深度谋划， 长沙决心下一盘城乡绿化
的大棋。

“显山”、“露水”、“透绿”，放大“山
水洲城”特色！ 长沙两型城市建设“不
挖山、不填水、不砍树”，按照“沿江建
设，跨江发展”的城市空间构架和城乡
一体化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积极
打造“两轴、两圈、四带、五廊、五楔、八

园”的城市开放空间体系，从宏观上构
建起复合型、多层次、多功能的城乡绿
色生态体系。

绿色建设篇
按照 “森林进城 、园林下乡 ”的要

求，坚持“城区园林化、城镇森林化、村
庄田园化、庭院花园化、道路林荫化、江
河林网化”的建设思路，全面推进以绿
色城区 、绿色集镇 、绿色村庄 、绿色庭
院、绿色通道、绿色屏障为重点的绿化
工程建设。

城区：以绿化美化为重点，长沙大
力实施“拓城、通路、治污、治水、增绿、
添景”工程，近五年，市区新增公共绿地
850 万平方米。 建城区以长沙主城区以
及所辖县（市）区政府所在地的城镇为
重点，加快街景绿化、社区绿化、垂直绿
化、立体绿化和彩色绿化，推动公共绿
地和单位绿化建设。 结合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和整治复绿，加快社区公园和公
共绿地建设。 长沙 89 条城市主干道绿
地率达 25%；75 条城市次干道绿地率达
16%，社区绿化覆盖率达 35%，机关、学
校、 医院、 部队营区等单位绿地率达
41%。从 2009 年 6 月长沙城区首个社区
公园———树木岭公园建成开放以来，短
短三年，长沙各类街头游园、社区公园
达 300 多个，这意味着在长沙 242 平方
公里的建成区内，不到 1 平方公里就有
一块公共绿地和公园。 对新城规划区内
林地实行保留征收，开发建设禁止乱挖
山填水。

集镇：突出公共绿地、农民集中居
住区绿地建设和街道绿化、 休闲广场
（公园）绿化，加强集镇周边山林和生态
防护林建设，近郊集镇绿化覆盖率达到
42.08%。 长沙县板仓小镇、浏阳市大瑶

镇、岳麓区莲
花 镇 等 十 多
个 镇 已 成 为
集镇绿化的典
范。

村庄：着力
抓好乡村集中公

共绿地和村旁 、路
旁 、水 旁 、宅 旁 “四

旁”绿化以及农田林网
建设， 全市 65%的村庄建

有集中公共绿地或村庄公园。
如今，像望城区光明村、宁乡县关山

村、 浏阳市沙龙村等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 绿色村庄示范村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农舍错落有致，农田林网相互交融，
村外林木环绕、村内绿化成景，风光怡
然，美不胜收。

庭院：注重美化、靓化，引导农民充
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坪隙地，科学栽种
树木、果林、花草、蔬菜，倡导全市农户
推行庭院绿化、美化、林果化。 长沙县跳
马乡、浏阳永安镇，家家栽花木，户户搞
园林，农民群众既鼓了腰包，又美化了
家园。

江河通道：突出公路、铁路、河流两
岸披绿，全市国道、省道和县道绿化率
达到 83.14%，京广、石长铁路两厢绿化
率达 98%，湘江长沙段、浏阳河等 7 条
河流两岸绿化率达 98%。 湘府路、金星
大道、开元东路、长浏高速、机场高速等
两旁绿化实现了车移景异，已然成为一
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生态屏障：以城市林业生态圈建设
为重点，近五年，全市共完成环城林带、
江河风光带等林带建设 139.89 公里，建
立国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7 个、湿地公园
3 个，县级自然保护小区达到 16 个。 在
远郊大力实施以退耕还林、 生态公益
林、 长防林为主的林业重点生态工程，
加快人工造林、封山育林。 近五年，全市
共完成人工营造林 41 万亩， 封山育林
300 万亩。 目前，全市 9 个区县（市）有 8
个通过了国家生态示范区验收。

绿色管护篇
认真落实 《森林法》、《长沙市城市

绿化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了城
区以园林、城管，农村以护林员队伍为
主体的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防止了乱砍
滥伐林木、乱占用林地和乱推山填水。

在城区，要求单位、门店对临街树
木和绿地实行包植造、包养护、包管理；
在公园广场、街头游园、风景名胜区等
公共场所设置一批永久性的公益性广
告牌、警示牌、保护栅栏，保护了城市绿
化成果。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生态圈内现已
登记挂牌保护 100 年以上的古树名木
1137 株， 各类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生
物多样性明显。

加大森林防火宣传教育、野外火源
监控和纵失火犯罪打击力度，突出岳麓
山风景名胜（保护）区、森林公园、自然
保护区的森林防火综合治理，加强松材
线虫、松梢螟、竹蝗等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严防了重大林业灾害的发生。

整合林业 、 园林行政执法职责 ，
2011 年 7 月，长沙市将市园林和岳麓山
风景名胜区综合执法支队从市园林局
剥离出来，移交市林业局管理，组建市
林业和园林综合执法支队，林业行政执
法职能得到加强。

2005 年启动了城市林业生态圈重
点保护区域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 ，从
2011 年起，市级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面
积由 16 万亩扩大到 50 万亩，补偿标准
由每年每亩 20 元提高到 30 元。 2007 年
湿地正式纳入城市绿化建设和保护范
围。 城市绿化建设用地采取政府征用、
租用集体土地、 规划控制
建设单位代征并留足绿化
用地等方式， 解决了城市
绿化与城市建设用地
之间的矛盾。

大力实施林木采

伐指标入村到户工程，严格执行限额采
伐政策，近三年，全市节约采伐指标 160
万立方米。

针对集体林权主体改革后，林业千
家万户分散经营的新情况，创造性开展
了林业经济发展方式和林业管理方式
转变工作，加快推进林权流转、林权抵
押贷款、森林资源保险、农民林业专业
合作组织建设等林权配套改革。 截止目
前，全市共流转林地 136.96 万亩，流转
金额 5.85 亿元；完成林权抵押贷款森林
面积 24.3 万亩 ， 贷款金额 1.57 亿元 ；
213.66 万亩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全部
参保，商品林参保逐步推进，累计投入
经费 314.85 万元；建立各类林业专业合
作组织 410 家，参入农户 3.37 万户。

绿色产业篇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双赢的新型林

产业， 全力抓好以百万亩优质油茶、百
万亩高效南竹、浏阳河百里花木走廊建
设为主的“三百产业”发展，继续加大对
油茶、南竹和花卉苗木等优势产业的鼓
励和扶持。 近四年来，通过新造和低改，
全市油茶林面积达到 88 万亩， 茶油年
产值达到 16.2 亿元； 南竹面积达到 85
万亩， 南竹采伐年产值达到 1.72 亿元；
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到 30 万亩， 年产
值超过 20 亿元， 从事花木生产人员在
20 万人以上，面积和产值均超过全省的
50%。 2011 年全市油茶、南竹、花卉苗木
产业分别为林农增收 4.7 亿元 、2.5 亿
元、3 亿元。

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突出抓好
实木楼梯、仿古家具、竹木地板等精深
林产加工业， 培育了一批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品牌产品和知
名企业，全市“省级林产工业龙头企业”
增加到 35 家， 林产加工业年产值达到
36.08 亿元。

充分发挥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技
术、信息、市场优势，大力发展以林禽、
林畜、林药、林蔬、林粮、林苗、林菌、林
蜂模式为主的林下经济，全市林下经济
发展总面积达到 125 万亩 ， 产值达到
11.3 亿元。 积极开发“森林人家”、“森林
氧吧”、“森林会所” 等特色森林旅游产
品，打造了绿色经济新的增长点。 仅以
浏阳高坪镇为例， 该镇森林覆盖率达
70%，全镇 80%的山林为生态公益林，利
用区位和森林资源优势， 该镇将双江、
杨潭两村纳入浏阳市杨潭度假休闲区，
建立休闲农庄近 60 家，推出摘农家果、
沐森林浴等系列体验项目，每年吸引游
客近 10 万人次，实现产值 3000 万元。

绿色文化篇
大力实施森林生态文化工程，借助

每年的“湿地保护日”、“爱鸟周”、“野生
动植物保护月” 等森林资源保护活动，
向公众广泛宣传森林科普知识。 加强天
际岭国家森林公园、大围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麓谷公园
等生态文化载体建设，充分挖掘其美学
价值、认知价值和教育价值，帮助人们
更好地了解森林生态文明。 积极开展
“青年林”、“同心林”、“升学林” 等多种
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每年的 3.12 义务
植树节，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长沙警备区等五大家领导带头植绿，干
部群众积极响应，市民义务植树尽责率
达 95%。 大力倡导市民认建、认养树木，
市级领导带头到岳麓山认养古树名木，
岳麓区咸嘉新村、 天心区天一康
园等小区市民认养树木蔚
然成风 ，爱绿 、护绿 、
兴绿正成为星城
市民群众的一种
自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