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 5 年， 正是新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加
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湖南林业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 国家林业局的大力支持和湖南省林
业厅党组的锐意开拓下，以新的理念、新的举措
和新的成就，获得了多个全国第一，赢得了世人
的瞩目，开启了绿色湖南建设的新篇章。

新形势 新观念

在过去的 5 年里， 随着人民群众对生态需
求的不断增长，国家对生态建设的越来越重视，
林业正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湖南林业肩负着省委、 省政府赋予的牵头建设
绿色湖南的重要使命， 承担着国家林业局委托
的多项林业改革试点重要任务， 担当着推进林
区人民尽早脱贫致富和城区人民享受清新空气
的重要责任。然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部分务
林人缺乏清醒的认识。有的畏惧任务太重，有的
抱怨条件太差， 有的躺在已有成绩簿上沾沾自
喜，有的拘泥于原有的条条框框墨守成规。精神
懈怠、怨天尤人、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隐忧与
各省林业部门之间在项目、资金、地位等方面激
烈竞争的态势形成了强烈反差。 尤其是 2008 年
一场历史罕见的冰灾， 使全省林业遭受了突如
其来的重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湖南林业如何担起
重任、不负众望；如何抢占制高点、寻找新项目；
如何解放思想、增强责任感；如何恢复森林、重
整河山， 就成了湖南省林业厅党组需认真思考
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人是最宝贵的
资源，是决定因素。”2008 年，湖南省林业厅党组
鲜明地提出“以开放的姿态承前启后、以开拓的
精神固本强基、以开明的作风和衷共济”的“三
开”理念，让全省林业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产
生了强烈的共鸣，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随后，厅党
组又总结出了一系列的“三字经”，提出了“对反
腐倡廉工作从低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从中层次
看，是管理问题；从高层次看，是政权问题 ”的
“三看”思想，着力培养一支思想纯洁、作风纯正
的队伍；提出了“在转变机关作风上要求干部工
作生活中是秀才，为老百姓办事时是奴才，事业
需要时是人才”的“三才”标准，形象地确立了干
部职工的素质要求， 以提高林业发展的服务水
平；提出了“牢牢守住道德的底线，始终把握政
策的红线，绝不触碰法律的高压线”的“三线”准
则，全面规范林业工作行为，树立林业行业良好
形象。

2012 年，面对绿色湖南建设的重任，湖南省
林业厅在全省林业系统开展了增强 “历史使命
感、工作责任感、集体荣誉感”的教育活动，进一
步加强了全省林业干部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
工作作风、能力素质建设，树立起“争当建设绿
色湖南主力军，争做践行科学发展排头兵”的行
业新风。

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思想观念的改
变，让三湘林人造就了勤勉务实、积极上进、勇
于担当的精神风貌， 使湖南林业在从容自信中
阔步前行，捷报频传。

新思路 新举措

湖南林业在消灭宜林荒山、 实现全面绿化
后，似乎进入到一个风平浪静的安稳期。为寻找
突破口，使湖南林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湖南省
林业厅党组一班人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审
时度势，科学决策，提出了“1234”的工作思路，
即围绕建设绿色湖南一个主题， 突出森林经营
和城乡绿化两个重点，完善生态、产业、文化三
大体系，强化设施、政策、科技和人才四个基础，
让湖南林业又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

争取多方支持 提振发展信心
林业作为一个传统的弱势部门， 要实现大

发展，必须先有位，才能更有为。由此，湖南省林
业厅党组以低调的姿态， 真诚的意愿， 全面出
击，争取多方支持，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一是争取省委、省政府等领导机关的支持，
让林业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湖
南省委、省政府每年专题听取省林业厅的汇报，
对全省林业工作作出指示，进行部署，并出台了
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省委、省政府、省人大、
省政协“四大家”领导经常下基层考察指导林业
工作或参加林业的相关活动。 省委书记和省长
还担任多个林业项目的顾问和领导小组组长。
省政府相继把采伐指标“入村到户”和林权证发
放纳入全省为民所办的 8 件实事之一， 并出台
了《“湘林杯”林业建设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每
年对各市州政府的林业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
奖。尤其是将“绿色湖南”建设摆在“四个湖南”
建设之首，更是给林业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
注入了不竭动力。

二是争取多渠道的资金支持， 让林业成为
湖南绿色崛起的“引擎器”。2008 年以来，通过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以及国际社会的
争资引项工作， 湖南争取省外各项资金近 400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下达林业无偿资金 244.27
亿元、贴息贷款 138 亿元，引进外资 14 亿元，为
湖南林业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三是争取国字号机构落户湖南， 让林业成
为一支实力强劲的“战斗队”。 在国家大力精简
机构和裁减人员的形势下， 湖南先后争取国家
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国家油茶研究开发中心、
国家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林木种苗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
办公室、武警森林部队、森林消防航空护林站等
7 个“国字号”单位落户湖南，大大提升了湖南
林业发展的实力， 并使湖南建设生态文明的范
围从省内扩展到省外。

深化林业改革 激活生产要素
因受传统计划经济的深刻影响， 林业的发

展存在许多桎梏。由此，省林业厅党组把改革当

作一把“利刃”，从旧的体制机制上动刀子，有效
地激活了山林的潜能、调动了林农的积极性，促
进了林业的快速发展。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
一场重大变革。 自 2008 年 11 月全面推进林改以
来，全省林业部门坚持高位推动，强化组织保障；
坚持依靠群众，强化工作基础；坚持质量第一，强
化考核验收；坚持部门协作，强化合力形成；坚持
督促检查，强化工作进程；坚持统筹兼顾，强化机
制创新，累计完成集体林地确权 1195.52 万公顷，
林权发证 1191.72 万公顷， 调处山林权属纠纷
40.27 万公顷， 确权率、 发证率、 调处率分别达
99.8%、99.7%和 95.2%，建立起了“产权归属明晰、
经营主体落实、责任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
转顺畅规范、监督服务到位”的现代林业产权制
度，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全省
还大力开展了林地林木流转、 森林保险和林权
抵押贷款等配套改革， 先后建立了 107 个林权
交易机构和 109 个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 ，
633.3 万公顷森林纳入保险。 通过林木林地的流
转，使存量资产变为现金，盘活了林业市场，增
加了林农的收益。同时，争取到中央财政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 2.75 亿元， 将全省 122 个县市区的
1902 个基层林业站和 344 个木材检查站的行政
事业经费全部纳入了财政预算，彻底结束了“收
费养人”的历史，解决了近 2 万名基层林业干部
职工的后顾之忧。

改革的难点在于利益的调整。一直以来，林
木采伐指标由林业部门实行封闭分配和管理，
导致大量指标通过不合法途径流入到木材贩子
手中，造成木材压级压价现象，严重损害了林农
利益。 为此，自 2009 年开始，省林业厅党组从根
除行业腐败和调动林农造林积极性出发， 痛下
决心，对采伐指标实行“阳光分配”，并规定只允
许有林权证的群众申请采伐指标， 一旦发现无
林权证人员有了采伐指标，就层层追究，严肃处
理。此项举动被媒体和群众誉为是林业部门“从
自己身上动刀子”的改革，真正将惠林阳光普照
到了每位林农的心中。与此同时，通过大幅度降
低育林基金征收标准、清理整治乱收费，每年给
林农减负让利 8 亿多元。

2012 年， 湖南作为全国国有林场改革试点
省， 先后出台了国有林场改革的实施意见和政
策措施，拉开了林业新一轮改革的序幕。 目前，
全省国有林场 54000 名职工纳入养老保险 ，
51755 户危旧房实施了改造， 首个省属国有林
场———青羊湖国有林场挂牌成立。

强化科技支撑 推动科学发展
加强科技支撑，是加快林业建设、转变发展方

式、推进产业升级、实现绿色增长的强大动力和有
效途径。一直以来，湖南省林业厅党组高度重视科
技工作，全力推进林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成果转化
能力、服务林农能力，促进林业科学发展。

科研机构不断完善。 先后争取到国家林业
局油茶研究开发中心、 科技部国家油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油茶种质资源库、国家林业局
洞庭湖湿地生态定位研究站、 亚欧水资源研究
与利用中心等国家和省级科研平台落户湖南，
以此为依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油茶、碳汇等领
域的前沿技术研究；完善了林业科技研究院所、
推广站和科技服务网络， 加强了林业工程技术
人员的培训， 为林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5 年来，先后实施科研
项目 423 项，取得科技成果 95 项，获得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品种 190 多项（个）、专
利 9 项、 植物新品种权 7 个， 培养油茶良种 97
个。 其中，“油茶雄性不育杂交新品种选育及高
效栽培技术和示范”、“南方蓖麻新品种选育及
其油脂利用技术” 两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科技推广不断延伸。 开展林业科技进村入
户行动，建立村级图书阅览室，推广引进林木良
种，营造示范林，绿色科技的种子如星火燎原般
在三湘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呈现出一片
繁盛景象；实施出国培训项目和引智交流项目，
建造引进国外智力成果的示范推广基地和各类
科普基地， 使三湘林业不断吸收着最新的科技
成果，逐步转化为甜美的绿色果实。

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 建成了省、市、县、乡
（镇）四级专网，实现与 14 个市州、125 个县级林
业单位和 2061 个林业基层单位网络对接。 在不
断完善升级全省林业视频会议、 林业基础地理
数据库管理、森林公安和森林防火、营造林管理
等信息系统之外， 又先后启用了全省育林基金
信息管理系统和林木测土配方信息系统。 尤其
是集合信息技术、测绘技术、生物技术，历时 2
年建成的 “湖南省林地测土配方信息系统”，为
林农科学造林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持。 林农只要
在网上一点， 就能迅速查询自家山头地块的立
地条件、最适宜栽种的树种以及相关的栽种、管
护、施肥、防虫治病技术。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对此作了 3 分钟的报道，凤凰卫视等媒体称
湖南林业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山头地块。 全省
建成了 40 多个林业专题应用系统，覆盖日常办
公、资源管理、行政审批、信息发布多个领域，建
立了依法行政的办事平台、 政务公开的互动平
台、 科技兴林的咨询平台和现代林业的宣传平
台。 林业信息化不仅大大提升了湖南林业现代
化水平，而且推动了湖南林业管理理念、机制的
变革，促进了机关作风转变和党风廉政建设。湖
南因此成为全国林业信息化的旗帜和省直机关
信息化建设的先进典型。

健全林业法制 强化资源保护
5 年来， 湖南林业坚持以法兴林的指导思

想，建立起了以国家相关法律为龙头，地方性法
规和政府规章相配套的林业法规体系， 使湖南
森林资源保护和各项林业管理活动基本实现了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008 年以来，《湖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

疫条例》、《湖南省林产品质量安全条例》、《湖南
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湖
南省植物园条例》相继颁布。 特别是《湖南省林
产品质量安全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保障林产
品质量安全的地方性法规， 更为湖南林产品生
产走上产业化、组织化、标准化道路奠定了坚实
的法律基础。

法之利器不是悬于高堂之上的装饰， 而是
推进事业发展的有力武器。 全省林业部门切实
加强林业行政执法， 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相继开展了
“绿盾行动”、“雷霆行动”、“火案行动”和“保护
候鸟”等 10 余次严打专项行动，对乱砍滥伐、乱
征滥占、乱采滥挖、乱捕滥猎等破坏森林资源的
“四乱”行为做到了“露头就打”。 据统计，5 年
间，全省共查处各类林业案件 16 万余起，打击
处理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13 万余人次，有效地
维护了林区的生产经营秩序， 促进了森林资源
的保护和增长。

新成就 新希望

纵观过去的 5 年， 湖南林业抚平了冰灾造
成的创伤，将林改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把科技
兴林的论文写在大地上， 让绿色发展的理念成
为时代的主旋律，展现出生态、产业与文化并驾
齐驱、绿意盎然的景象。

生态建设， 勾勒出一幅优美和谐
的山水画

湖南省林业厅着力以洞庭湖为中心， 以武
陵-雪峰、南岭、罗霄-幕阜山脉为构架，以湘、
资、沅、澧水系为脉络，构建“一湖三山四水”生
态安全屏障，推进“四化两型”建设，打造中部崛
起的宝贵生存空间、宜居空间和发展空间。开展
绿色通道建设，实施森林进城战略，推动各种绿
色创建活动，构建出布局合理、结构优良、功能
健全的城乡生态体系。

5 年来，全省完成造林 100 多万公顷，年均
完成 20 多万公顷； 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从 200
万公顷增加到 500 万公顷； 年均森林火灾受害
率控制在 1‰以内，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
在 4‰目标以内 ， 使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7.34%，远远超过全世界 31.8%和全国 20.36%的

平均水平；在每年向社会提供 2000 万立方米森
林资源消耗、弥补 2008 年冰灾造成的巨大损失
的基础上，森林蓄积量增加到 4.29 亿立方米；森
林储碳、放氧、蓄水、固土、保肥等主要生态效益
价值达到 8778.57 亿元。

湿地作为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全省
面积达到了 393 万多公顷， 占全国湿地总面积
的 10%， 居全国第二位， 其中国际重要湿地 3
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10 处，国家湿地公园
24 处，省级重要湿地 18 处。 5 年来，一系列的湿
地保护恢复工程， 使全省湿地退化趋势基本得
到遏制，湿地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关键区域湿
地生态功能稳步恢复。 全省年平均流入洞庭湖
的泥沙量已从 5 年前的 1.67 亿吨减少到 0.383
亿吨，减少了 77%，使鱼米飘香的洞庭湖区，再
现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壮丽景观。

产业发展， 演奏出一部绿色增长
的交响曲

5 年来， 湖南林业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总
产值已从 630 亿元增长到 1800 亿元， 跃升为
全省 8 个产值过千亿元的产业之一，为绿色增
长弹奏出一个个有力的音符 。 大力发展油茶
产业， 续写中国油茶从低谷走向繁荣的精彩，
以一滴油缓解粮油安全困境；夯实南竹基地建
设，加速竹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产业集群，以一
根翠竹撑起一方经济；以浏阳河花卉苗木走廊
为依托，建成中南地区最大绿化苗木生产基地
和交易中心，以一盆花卉成就一方产业 ；大力
扩张新兴产业， 推动家具产业朝着产业化、品
牌化、集约化方向迈进，以一套家具提振一方
信心；依托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 ，
大力开展生态旅游 ， 以一片景观带来一片繁
荣；积极开展生物质能源的科研与应用，以新
能源抢占发展先机，提升竞争力。 重点林区地
方财政和林农收入来自林业的比重稳定提高，
有的地方达到 70％以上。

一产业稳步推进。2008 年，国务院副总理回
良玉亲临湖南考察油茶产业， 并在全国油茶产
业发展现场会作了重要讲话， 对湖南寄予殷切
期望。 自此，全省依托自身的优势，掀起了油茶
发展的新高潮，新造高产油茶林 9.36 万公顷，高
标准低改抚育油茶林 17.69 万公顷，使全省油茶

面积达到 129 万公顷、 茶油产量达到 15.31 万
吨、总产值达到 160 亿元，均居全国第一，并涌
现出了一批知名企业及茶油品牌， 为国家粮油
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被列入“省长工程”的南
竹产业得到迅猛发展，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财源
工程、富民工程、氧吧工程。 全省毛竹总面积达
到 87.5 万公顷、19.51 亿株， 位居全国第二位。
2012 年，全省竹产业总产值达 136 亿元。全省初
步形成了以浏阳河花卉苗木走廊为代表的花木
生产基地。 2012 年， 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 6.59
万公顷，销售额达 43.56 亿元。

二产业加速发展。全省基本形成了林纸、林
板、家具、林化、林药、林食等 6 大支柱产业，林
工企业发展到 2 万余家， 产品达 15 大类 1500
余种，拥有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 273 家，省级
以上林业名牌产品 213 个。 全省已建立 6 个省
级、30 多个市县级林业产业园区，吸引了 200 多
家优秀企业入园发展， 其中入驻省级林业产业
园的企业 40 余个。 家具产业作为湖南新型工业
化重点扶持的项目， 先后举办了两届家具博览
会，共招商引进家具项目 30 多个，资金 30 多亿
元， 吸引 145 家省内外企业投资湖南家具。 目
前，全省家具企业达 1200 多家，木竹家具年总
产值超过 150 亿元。

三产业势头强劲。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
然保护区、“森林人家” 等成为人们旅游的目的
地、休闲的好去处。 2011 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
客 2461 万人次， 实现生态旅游综合收入 137.6
亿元。

文化建设，书写出一篇华丽动人的
抒情诗

“绿色的江，绿色的河，绿色的风荡起绿色
的波……”当这首由邓三龙厅长作词，著名曲作
家刘青作曲， 著名歌唱家张也演唱的 《绿色恋
歌》响起时，那优美动听的旋律，不仅抒发着三
湘林人的绿色情怀， 也传递着湖湘大地生态文
化的底蕴与繁荣。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湖湘大地不断涌现出感人的生态文学作品。 刚
刚完成外景拍摄的电影《梦萦张家界》，通过一
个林场发展变化的故事， 反映了林业人甘于清
平、脚踏实地、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摇钱树—
油茶》、《林海淌金》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脍炙
人口；郴州市选送的《林改春风进万家》和夏本
安撰写的长诗《森林礼赞》，分别获得全国“林改
改变生活”摄影大赛和“国际森林年全国征文大
赛”一等奖；吴鹤鸣、刘真茂、余锦柱等林业先进
人物更成为大家传颂的鲜活典型。 《林业与生
态》 杂志和湖南林业信息网正成为生态文化作
品的展示平台和传播生态文化的重要阵地。

洞庭湖观鸟节、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湖
南世界名花生态文化节等极具创意的节庆品
牌，已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樱花节、白
鹭节、杜鹃花节、桃花节、油茶节、竹文化节等具
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 极大地丰富了湖湘人
民的文化生活；湖南林业徽标、“绿色社区”、“绿
色村庄”创建和林业十件大事、十大杰出青年评
选活动， 彰显出生态文化的无穷魅力。 特别是
2011 年举行的 “绿色恋歌—湖南省林业系统纪
念建党 90 周年文艺晚会”， 由林业人演绎林业
的事，酣畅淋漓，荡气回肠，赢得国家林业局陈
述贤纪检组长“非常感人、非常震撼、非常精彩、
非常圆满”的高度评价。 在第 31 届“爱鸟周”启
动仪式上，百名厨师拒烹野生鸟类签名活动，引
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

“在全国有影响、在全省有地位、在全社会
有口碑”，湖南林业 5 年的成就赢得了充分的肯
定， 也赢得了诸多的荣誉： 全国退耕还林示范
省、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进单位、全国林业
信息化建设示范省、中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
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 全省反腐倡廉建设
先进单位、 机关效能建设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工作先进单位， 并连续 2 年在省直机关及中央
在湘有关单位绩效评估中排名位居前列， 营造
林质量连续 5 年位居全国第一位……

光荣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在党的十八
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湖南省委、
省政府作出“建设绿色湖南”决定的新形势下，
湖南林业充满着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希望。 三
湘林人一定会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 担当起时
代赋予的重任，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中心，以民生
改善为重点，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开拓创新，
真抓实干， 为绿色湖南、 美丽中国托起新的希
望。

2008 年以来的 5 年，是湖南林业
开拓创新的 5 年，锐意进取的 5 年，成
绩辉煌的 5 年。一串串增长的数字，记
录着湖南林业前进的足迹； 一个个慎
重的决策， 推动着绿色发展的不断跨
越；一项项工程的实施，让湖湘大地变
得更加秀美……这一切， 是三湘林人
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的结果，是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亲切关怀的结果，也
凝聚了湖南省林业厅党组对于生态建
设责无旁贷的担当、 对于产业兴林义
无反顾的坚持、 对于幸福民生矢志不
渝的追寻。这种信念与坚守，必将成为
湖南绿色崛起的有力见证。 本刊记者 杨跃伟 唐文美

开开开启启启绿绿绿色色色湖湖湖南南南建建建设设设新新新篇篇篇章章章
———湖南林业五年回眸

林权证托起林农心中的希望

省委、省政府召开绿色湖南建设动员会

湖南森华木业有限公司高密度纤维板砂光
锯切车间。

莽莽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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