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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南日报社 主办
省林业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 省交通运输厅重点参与厅局:

当前，湖南森林覆盖率达 57.52%，
远高于全国 21.63%和全世界 31.8%的
平均水平， 湖南已经是一个山清水秀
的宜居之地。 但省委省政府顺应人民
群众对“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期
待， 时刻不忘 “青山绿水掩盖下的污
染”，仍在大力推进绿色湖南和两型社
会建设， 带领全省上下以实际行动向
污染宣战。

向污染宣战， 固然需要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格局， 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 需要企业层面以及工业、交
通、建筑等重点领域的直接减排，甚至
需要政府层面在淘淘落后产能、 推进
节能减排上的“壮士断腕”。 但不能忽
视 “植树造林” 这一既不影响经济发
展、 又能实实在在消除污染且人人都
能参与的全民举措。

植树造林可以直接带来好空气。
就像水质的好坏要用 PH 值等核心指

标来评价一样， 空气的好坏也要用科
学的标准来评价。 联合国公布的清新
空气的标准为每立方厘米空气中含
1000-1500 个负氧离子。 医学研究证
明，人生活在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
子含量超过 500 个的环境下能确保健
康， 在 200 个左右时只能确保亚健康，
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只有 50 个以下负
氧离子的环境下，将会诱发心理性障碍
疾病甚至癌症。 可以说，空气中无处不
在的氧离子好比“白开水”，而决定空气
质量好坏的负氧离子才是人们需要的
“人参汤”。 而自然界形成负氧离子的载
体主要是森林、河流、瀑布和草地，其中
尤以森林为最。 科学研究表明，森林每
生长 1 立方米， 年平均可以释放氧气
1.62 吨，固碳 1.83 吨。 以每亩森林 7 立
方米的蓄积量计算， 每亩森林年放氧
11.34 吨、吸碳 12.81 吨。 所以人们常常
感到树多的地方空气好。

植树造林可以大幅过滤坏空气。就
人们谈之色变的雾霾来说，其实“雾”并
不可怕，而可怕的是“霾”。霾由有害物质
如飘尘 、 粉尘 、 微尘即人们常说的
PM2.5，再加上有毒气体如二氧化硫、氟
化氢等组成。“霾”借“雾”力，便能直接进
入并黏附在人体下呼吸道和肺叶中，诱
发呼吸道、心血管等各类疾病，成为人类
健康的杀手。森林是天然的空气过滤器，
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驱霾克星。 研究表
明：森林可以通过叶片的吸附、黏滞、固
定功能， 让微尘即 PM2.5 的浓度下降
10%-50%；每亩森林年平均可通过叶面
的黏液吸附、滞留粉尘 4.2 吨以上；森林
还可通过气孔吸收二氧化硫、氯气、氟化
氢等气态污染物和重金属，通过角质层
吸收如杀虫剂、尿素衍生物、酚、蒽等有
机污染物。 所以世界各国都把扩建绿地
作为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历史上，
成功治理大气污染的伦敦虽然人口稠

密，但人均绿化面积达 24 平方米，寸土
寸金的市中心仍旧保留大片绿地。 日本
东京也大力提倡植树种草， 甚至规定每
买一辆车就要种一棵树， 并要求绿化面
积占楼房面积的 20%以上。

森林在大自然的自我平衡、 自我
净化中扮演关键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树”。 这就告诉我们，森林，才是整个
自然生态系统中最根本的调节器。

每一个人既可以是生态的破坏
者， 也可以是生态的建设者。 治理空
气、改善环境要从我做起、从每个人做
起。 如果每人植一棵树，我国就能形成
10 多亿棵树组成的绿色屏障。也许，每
栽一棵树都能赶走一点污染， 当绿满
三湘、树满大地的那天，也就是污染消
失的时候。

3 月 12 日第 33 个植树节来临之
际，慈利县以义务植树为主导“春季造
林战役”捷报频传，据统计，全县 31 个
乡镇和 125 家县直单位 40 万人次围
绕绿色慈利建设先后发动了 “岩溶地
区治理攻坚战”、“生态脆弱区域绿化
大会战”、“ 荒山戴绿帽歼灭战”，巩固
造林基地 15 万亩。 不仅提高了全民植
树造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也丰
富了绿色慈利和美好乡村建设的内
涵。

县“五大家”造林：
“岩溶地区治理攻坚战”

零阳镇枫垭村是典型的岩溶石漠
化地区，县绿化委把这块“硬骨头”分

给了县“五大家”领导机关负责。 3 月
12 日上午 9 点，县“五大家”200 多人
齐聚基地攻坚，县委书记邱初开、县委
副书记、县长李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群策等县领导加入了植树大军，他
们手拿锄头树苗， 挥锄挖土， 移栽树
苗，相互协作，从挖坑整地，栽植树苗，
到扶正压实，各道工序一丝不苟，整个
植树现场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
象。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攻坚战，1200 株
马尾松、香樟伫立在风中，待到来年，
“硬骨头”将绿树成荫。

县直机关造林：
“生态脆弱区域绿化大会战”

零阳镇民和村水库周边， 生态脆

弱，年年造林难见林，这里是县直单位
义务植树的主战场。 3 月 12 日前后，
县直 125 家单位 4000 多人发动了植
树大会战。 县委办、组织系统、宣传系
统、 统战系统等 12 条战线全线出击，
80 家单位采取干部职工直接投工投
劳，他们干劲十足，配合默契，有的挖
坑，有的扶苗，有的培土，有的浇水，大
家不顾鞋裤上的泥土，一起挥锄扬锹，
到处都是忙绿的身影。 40 多家单位因
工作需要，聘请了专业造林队。 县林业
局抽调“精兵强将”，对严格按照造林
规程，确保造一块、活一块、收益一块。
3 月以来， 民和村义务植树基地栽植
马尾松、枫香、樟树等树种 3.5 万株、
面积 300 亩。

乡镇造林：
“荒山戴绿帽歼灭战”

乡镇义务植树战场由各乡镇因地
制宜确定，以绿化宜林荒山为主。 3 月
以来，31 个乡镇对荒山、河堤、庭院、
街道发动造林“歼灭战”。 据统计，乡镇
新建义务植树基地 800 亩， 共计造林
40 万株、 新增绿化面积 8 万平方米。
仅广福桥镇组织 4100 人，共计栽植行
道树 4 公里，荒山植树 350 亩，栽植庭
院果树 1.5 万株， 行道树垂柳 1200 株
和桃树 400 株，栽植杉树 5 万株，马尾
松 2 万株。 零阳镇筹措资金 10 万元，
聘请了造林专业队， 林业站提供技术
指导，造林 80 亩，已全部验收合格。

“在公路、蒲海四周和水库周边进
行绿化，给今年的葡萄节锦上添花！过
些日子，我们还要动员村民，对房前屋
后、空地，适当补植树木，我们不仅要
种好葡萄这棵‘摇钱树’，更要让蒲海

绿满园， 以此拉动我村观光农业的发
展。 ”桐木镇大松坡村老支书危善朝边
植树边和我们介绍。

这只是中方县建设美丽中方的一
个缩影。 中方县建县时间虽然短，但一

直重视生态文明发
展， 坚持走绿色、低
碳发展之路。 确立了
以“构筑文化旅游高
地，建设山水园林新
城” 的发展目标，深
入实施绿色湖南发
展纲要 ， 全面推进
“健康森林、 美丽湿
地 、绿色通道 、秀美
村庄”建设。 为了进
一步提升群众幸福
的“根基”，使群众的

生产、生活环境更美，该县决定用三年
时间，在 22 个乡镇驻地和 143 个行政
村进行绿化美化建设， 使每个乡镇驻
地和行政村绿化覆盖率达到 30%和
25%以上。今年重点完成中方、牌楼、桐
木、 泸阳、 炉亭坳等 5 个乡镇驻地绿
化，乌溪、陈家湾、板山场、大松坡等 4
个村庄作为“秀美村庄”的试点，在城
边、路边、水边、村边、房边造林增绿，
造林树种主要以樟树、杨树、杨梅、桂
花等本地乡土树种为主， 适当栽种银
杏、水杉、池杉、石楠等珍贵苗木。

该县还将加强森林资源经营，加
大湿地保护， 加快通道绿化， 力争在
2014 年完成营造林 5.5 万亩以上，完
成溆怀、怀通高速公路 38.5 公里的走
廊绿化提质 。 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48%以上， 森林蓄积量增长 300 万

立方米以上。
同时还将全面落实县级政府保护

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突出抓好森
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
物资源、湿地资源、生态公益林保护、康
龙自然保护区和帽子坡森林公园筹建
工作等 。 使全县林地保有量稳定在
154.1 万亩以上， 湿地保护率提高 10%
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1‰以下，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4‰以下。

此外， 还将着力引导发展林下经
济。 在已发展苗木花卉产业基地 5000
亩的基础上，继续扩大速生丰产林和苗
木良种基地规模;落实好工业原料林、油
茶种植补贴，实施好毛竹低改，发展壮
大油茶、毛竹和林业养殖产业，力争使
今年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 10 亿元以
上。 （谢东黎 聂虎）

草经冬而不枯， 花非春而绽
放； 青山青翠欲滴， 碧水碧波荡
漾。

绿意在山野中萌发， 激情在
山林中涌动， 莽莽山林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活力。在资兴，无论是行
走在街道市区， 还是徜徉于乡村
小道，绿色是永远的主色调。

资兴，这座因山而美、因水而
闻名的县级市，是湖南省的重点林
区和重要林业基地。 全市林地面
积 320 万亩， 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77.7%。曾获“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单
位、全国封山育林先进单位、全国
森林防火先进单位、全省森林资源
林政管理先进单位、全省林业十强
县（市）”等多项荣誉。 2013 年，被
评为了“最中国生态名城”，是湖南
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造林就是造福。 为保护好这
方青山绿水， 近几年来， 资兴市
委、市政府以“生态立市”为发展
战略， 始终把林业摆在重要位置
来抓， 作出了关于改进林业工作
加强生态建设的决定， 实施了油
茶、南竹等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为
加快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步
伐 ，从 2012-2014 年 ，在全市范
围内全面打响了一场三年城乡绿
化攻坚战，开展城区、景区、园区、
通道、水系、村镇、山头和矿山等
绿化工程， 三年投入 20 多亿元，
栽植苗木约 3700 万株，完成人工
造 林 14.76 万 亩 、 通 道 绿 化
384.99 公里、水系绿化 219.57 公
里，新增城区绿化面积约 30 万平
方米， 新建乡村公共绿地 3 万多
平方米，全市上下“绿意盎然”。走
进资兴,一年四季花团锦簇，绿意
葱茏。 驱车行驶，处处绿树林立，

“车在林中走，人在绿中行”，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同时， 从 2013-2017 年，持
续开展为期 5 年的封山育林 （禁
伐）工作 ，划定了 “禁伐区 、限伐
区、开发区 ”三大区域 ，推行 “禁
伐、禁荒、禁火、禁牧、禁猎”五大
禁令。严格执行森林防火“四个一
律”工作要求，积极推广施行生态
无烟造林。大力减少森林采伐，森
林采伐量从 2010 年的 20 多万立
方米减少到了 10 万立方米以内。

与此同时， 不断创新和完善
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模式，坚持
“保护”与“激励”并举，全市公益林
面积达到了 124.52 万亩， 占林地
的 38.9%，形成了国家、省、市（县）
不同事权等级的公益林保护建设
体系。 同时，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
1500 万元用于生态公益林的保护
与建设，把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亩
每年 20 元。全市以防护功能为主，
集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环境
保护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景
观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林业生态安
全体系进一步加强。

咬定青山不放松， 绿色生态
惠民生！ 一幅幅美妙的画面，一组
组惊人的数据，凸显的是一个城市
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通过一系列
的政策举措 ， 全市森林资源自
2008 年冰灾首次降低后， 实现了
持续稳健的“双增长”，森林蓄积量
从 2009 年的 848 万立方米增加
到 2013 年的 1184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从 69.23%上升到 71.78%。
随着森林覆盖率的上升，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城市品位不断提
升，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
数。 （黄志文 宋靖芳）

新化古称梅山 ，
涵资水之韵， 叠梯田
之美，藏龙宫之奇，纳
熊峰之秀，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近年来，新
化县委、 县政府严格
按照“绿色湖南建设”
和 “绿化娄底四年行
动计划” 要求， 引领
140 万梅山人，以工程
造林、义务植树、联村
建绿和部门绿化为重
点，着力推进“三边一
区”绿化，积极实施绿
化 “全覆盖 ”，扎实开
展 绿 色 生 态 家 园 建
设。 去冬今春，全县投
入造林绿化资金 9500
余万元， 栽植各类苗
木 1475 万株，完成造
林绿化面积 20.52 万
亩。

人 工 造 林 出 实
效。 以曹家镇万亩油
茶基地和维山乡千亩
毛竹丰产林基地为中
心， 高标准完成山地
人工造林 4.59 万亩 ，
其中林业重点工程造
林 1.73 万亩， 面上造
林 2.86 万亩 , 均为计
划任务的 100%。 完成封山育林 8
万亩 ， 其中林业重点工程封育
1.16 万亩，面上封山育林 6.84 万
亩，完成率 100%。 完成补植补造
5.04 万亩， 其中重点工程补植补
造 3.33 万亩，面上补植补造 1.71
万亩，完成率 100%。 各级领导办
点示范 60 余处， 示范面积 8000
余亩。 全县义务植树参与人数达
76.5 万，植树 397.5 万株，适龄公
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 98.1%。

秀美村庄添锦绣。 以“三边”
绿化为重点， 开展了包括新农村
建设在内的 66 个村的联村建绿
工作。 88 家县直单位驻点包干
上梅、石冲口、科头三个乡镇，连

片 15 个村联村建绿，
“三边 ” 绿化效果明
显， 荒山绿化基本完
成。 曹家镇连片 11 村
“三边绿化 ”整体推

进，绿化苗木档次高，
规格大； 娄底市委书
记龚武生挂点扶贫的
娘家村，“三边” 栽植
八月桂 4000 余株，村
民自发成立油茶专业
合作社， 整合土地资
源，栽植油茶 1000 余
亩。 各乡镇各包干负
责 1-2 个村的造林绿
化，以点带面，效果明
显。 洋溪镇白地村“三
边” 绿化与河道整治
同步进行，村在林中、
人在景中的美好景象
基本形成； 吉庆镇大
门坳村工作力度大 ，
苗木栽植质量高 ，绿
化率达 98%以上。 在
“秀美村庄” 建设中，
全县参与的机关事业
单位达 167 家， 投入
造 林 绿 化 资 金 1500
余万元， 栽植各类苗
木 71.5 万株。

绿色通道谱新篇。
高标准完成娄新高速新化段线路
外绿化带建设 15 公里，启动了紫
鹊界 “百里画廊”50 公里景区公
路绿化，落实了资水 45 公里河道
绿化，沿线村庄、山地绿化统一推
进，完成造林 3000 余亩。 在三大
工程的示范效应下，县内省道、县
道与乡村公路绿化同步推进。 共
完成绿色通道建设里程 625 公
里，其中高速公路 15 公里，省道
60 公里， 县乡公路 467 公里，铁
路 28 公里，河道 55 公里，景观效
果与生态效益交相辉映的绿色网
络基本形成。

（新化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奉小平）

省林业厅厅长 邓三龙

用植树造林向污染宣战

阳春三月，春意正浓。 在一个阳光
明媚的日子里， 我们一行走进了湘鄂
边陲的澧阳平原。 正值油菜花盛开的
季节， 成片的油菜花把大地打扮得金
黄一片。 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沁人心
腑，令人陶醉。 葡萄园里的葡萄树已身
着绿装，一排排，一行行，正列队欢迎
这春天的到来。 极目远眺，郁郁葱葱、
满目秀色的群山连绵起伏； 清清的澧
水河像一条银色的飘带蜿蜒流淌；蓝
天白云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目之
所及，尽显勃勃生机和无限魅力。 这里
就是有着 “鱼米之乡”、“九澧门户”之
美誉的———常德澧县。

澧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澧水下游，
洞庭湖西岸，水陆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
越。 全县国土总面积 311.25 万亩，林业
用地面积 99.5万亩，人口 95万。

多年来，澧县县委、县政府在经济
发展的同时，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
和保护， 把开展全县城乡绿化和发展

现代林业作为改善民生的大事来抓。
特别是近 3 年来，通过实施“生态家园
建设、打造绿色澧州”以来，生态建设
成效凸显。 老百姓都说：“现在的澧县
是：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人民生活
更美好了”。

为进一步加快澧县林业生态的建
设步伐， 澧县林业局除继续加大对森
林资源的保护力度外， 重点还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造林绿化步伐加快

近 3 年来， 以工程造林为带动，全
县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13.5 万亩，其中林
业血防项目造林 5.34 万亩，工程质量在
全省名列前茅。 同时，大力实施“十百千
万” 工程， 今年完成高标准路渠绿化
437.5 公里，庭院绿化植树 280 万株，为
推动“秀美村庄”建设，全县今年投入
100 万元，完成了 20 个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村绿化苗木栽植任务。

产业规模逐步壮大

大力发展高效林业经济， 建立林
业产业基地， 逐步实现了林业产业的
跨越式发展。 花卉苗木产业发展迅猛。
以树大园林、 湘楚世界等龙头企业为
引领， 成立了惠民花卉专业合作社等
18 家花卉专业合作社， 带动大户 140
户，将花卉苗木产业与“珍贵树种进万
家”活动相结合，形成了千家万户种花
木的良好局面。2013 年，全县新扩花木
种植面积 1.1 万亩， 总面积达到 3 万
亩。南竹产业稳步推进。以城头山农林
开发有限公司为龙头，采取“公司＋农
户”的模式，年均新造南竹 1.2 万亩，楠
竹总面积达到 6 万亩。 林下经济发展
初具规模。 以湖南春秋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林下养殖蓬勃发
展， 全县林下种养殖面积达到 10 万
亩，年产值过亿元。 2013 年，林业总产
值达 9.32 亿元，同比增长 35%。

林业改革成效凸显

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减轻税
费、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
体制改革于 2009 年在全县 32 个乡镇
全面铺开， 并取得了阶段性效果。 在
2011 年，澧县林业局被省政府授予“全
省林权制度改革先进单位”称号。 随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 调动
了社会力量发展林业的积极性， 森林
经营主体呈现出了多元化态势， 社会
资金投入林业发展资金年均过亿元。
目前，全县已崛起了树大园林、湘楚世
界、城头山农林开发等 10 多个资产逾
千万元的林业民营企业， 成为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户通
过经营林地，发展林业生态经济，收入
大幅增加。 而作为回报，全县人民得到
的是更加清新的空气、 更加洁净的水
源、更加优美的生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林业发展方
向，澧县林业局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
将以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总抓
手，紧跟“拼搏创新业、建设新澧州”部
署，加快“绿色澧州”进程，努力实现生
态民生林业健康发展。

澧县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澧县林业生态建设走笔

加快发展现代林业 努力实现生态强县

义务植树“春季造林战役”捷报频频慈利县

为美丽中方建设筑牢“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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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
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

衡东洣水湿地似青山绕玉带 颜红玉 摄

中方县

秀美村庄春意浓

慈利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张忠民 柴勇 卓仁渊

杨朋 文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