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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部门绿化增活力。省财政提高了生态公益
林补偿标准，统筹资金支持洞庭湖区水环境综
合治理和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校园绿化美化
纳入教育建设规划，生态文明教育示范校创建
活动在三湘大地全面开展。省属高校校园平均
绿地率 40.71%，校园绿化覆盖率 48.2%。 省新
闻出版广电系统努力营造绿化氛围， 湖南电
台、湖南卫视、经视、都市频道都开辟专栏，及
时报道国土绿化动态。 团省委联合省林业厅、
省绿委办开展了“保护母亲河青少年植树行
动”，筹资 1500 多万元，组织 86.9 万名青少年
植树 346 万棵。 全省工会系统 1.2 万余人次参
加义务植树，庭院绿化纳入“职工之家”建设内
容。省妇联将绿化指标纳入全省妇女和儿童发
展规划，组织实施了“三八绿色工程示范基地”
建设。 省军区出动 5 万多人次植树 16 万株，
建设绿色营区。 武警湖南总队推进营区“武化
绿化正规化”， 出动兵力 2000 余人次参加义
务植树，组建专业队伍参加山火扑救。 黄花国
际机场实施 T2 航站楼苗木补栽及改造工程，
绿化维护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

2016 年，全省各地、各部门在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强省的目
标，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
文明理念，坚持全省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搞
绿化的基本方针，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力开
展造林绿化， 国土绿化事业发展取得了新成
效。

一、全民义务植树深入推进
山水相依的湖南森林

领导率先垂范。 3 月 12 日，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在《湖南日报》发表《以绿色化为引
领 推进义务植树向纵深发展》 署名文章。 3
月 18 日，23 位省级领导到宁乡县夏铎铺镇
参加植树活动。 各市州和县市区党委或政府
“一把手”普遍参加了植树。 永州、娄底市委书
记、 市长农历正月初八即率干部群众义务植
树，郴州、湘潭市主要领导植树节期间发表署
名文章倡议大力植树造林。
活动组织有序。各级绿化委员会对义务植
树活动进行了部署。各市州和县市区绿化委员
会向社会公布了义务植树基地。长沙市设立义
务植树基地 105 个。 岳阳市新建义务植树基
地 151 个，接待 286 万余人次参加活动。 湘潭
市和醴陵等县市对义务植树基地实行工程管
理。植树节当天，长沙、邵阳、岳阳、常德、株洲、
衡阳、张家界、永州等市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植
树活动。
社会各界参与。各地党员林、婚庆林、车友
林、业主林等主题林营造蔚然成风。 长沙市开
展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弘扬雷锋精神，我
为城市添绿”等活动。怀化市开展了第二届“缅
怀树”活动。 武冈市举办了“依法履行义务植
树，携手共建绿色家园”万人签名活动。永兴县
开展了“万名干部职工义务植树”。 各市州、县
市区绿化委员会组织的大型义务植树活动达
426 场。
植树形式多样。 在坚持适龄公民参加植
树劳动的基本尽责形式前提下， 林木绿地认
养、古树名木保护等成为新潮。 常德市出台了
《林木绿地认养认建管理暂行办法》。 湘潭市
数千家庭踊跃参与九华湖公园树木认建认养
活动。 双峰县“众筹桃花岛”活动引来群众积
极募捐。
据统计，2016 年全省义务植树 1.2 亿株。

二、重点区域生态建设取得成效
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改善。实施石漠化
治理、退耕还林、长江、珠江防护林、血防造林、
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造林、“裸露山地”造林
绿化等重点项目，采取人工造林、封山育林、森
林抚育等经营措施， 完成营造林 82.47 万公
顷。 建成 304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新增村庄绿
地 5.79 万公顷。 建设绿肥生产示范片 871 个
5.85 万公顷， 秋冬种绿肥面积达到 65.5 万公
顷，同比增幅 20.1%。 实施国家水土保持建设、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完成封
禁治理 2.27 万公顷， 营造水保林 6330.99 公
顷，经果林 2442.92 公顷，种草 2.74 公顷，洞
庭湖堤防绿化 128.9 公里。 到年底，全省森林
覆盖率达 59.64%，活立木蓄积量达 5.26 亿立
方米。
城市绿荫行动全面开展。县级以上城市林
荫路、林荫广场和停车场、立体绿化、公园游
园、山体水系修复、居住区和单位庭院绿化建
设全面展开。 海绵城市、花境花海等设计理念
融入城市建设。草花等地被植物广泛应用于园
林。 目前，全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9.59 平方
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7.91%，建成区绿地
率达 33.65%。
绿色通道形成网络。国省道、旅游公路、重
要农村公路、公路沿线城市出入口、公路交会
点 景观 林 建设 形成 网 络。 G106 线 汝城 段 、
S322 线资兴至桂阳段、长沙 S207 线由“行道
树”向立体、景观和园林绿化跨越，成为“畅、
安、舒、美”示范线路。 G107、G322 通过交通运
输部文明示范创建项目验收。 目前，全省已通
车高速公路绿化率达到 100%，普通干线公路
绿化率达到 90.72%， 农村公路绿化率达到
83.44%。
“矿山复绿”取得突破。 制订了南方有色

省政府明确《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通
知》继续沿用。汨罗市人大通过《古树名木及大
树保护管理办法》。在全国树王寻找活动中，怀
化杨溪云树、安化梓叶槭、八大公山亮叶水青
冈入选“中国最美树王”；东安银杏入选“中国
十大最美银杏”。
加强森林经营。开展了森林经营标准化示
范基地建设。 首个林业碳汇项目在湘西龙山
县、泸溪县启动，开发碳汇林 26.47 万公顷。 建
成国家木材战略储备林 22.33 万公顷。 油茶总
面积达 140.87 万公顷，总产值突破 300 亿元。
花卉面积达 7.67 万公顷， 综合产值超 200 亿
元。 楠竹面积 109 万公顷， 综合产值 206 亿
元。 林下经济年产值达 484 亿元， 同比增长
20%。 家具产业实现总产值 270 亿元。 省林业
厅建成全国首家森林康养中心，启动青羊湖国
际森林康 养基 地 建设 。 森林 旅 游接 待游 客
4309 万人次，综合产值 416 亿元。

五、国土绿化机制日益完善
活力机制不断生成。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
确提出建设生态强省的目标，提出了国土绿化

新要求。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 省人大调
研修订《湖南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省政府批
准印发实施《湖南省“十三五”林业发展规划》。
集体林权制度和国有林场改革持续推进。采伐
管理改革取得突破，楠竹、非乔木经济林、非林
地林木不再限伐。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颁布了
全省第一 部县 域 生态 环境 综 合保 护自 治 法
规——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 各涉绿部门都向社会公布了行政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及涉企收费项目。
信息化水平提升。“互联网 + 义务植树”、
林业测土配方、行政审批、林权查询、防火监测
等信息化应用系统进一步完善。公益林区划调
整、征占用林地审核、补偿资金管理等自动识
别管理控制机制已经建立。
2016 年， 国土绿化虽然取得了显著成
绩 ， 但仍 然 存在 一些 突 出问 题。 全 省 还有
133.3 万多公顷石漠化地和 13.3 万多公顷重
金属污染地需要治理，23.3 万多公顷坡耕地
需要退耕还林，森林、湿地、农田、城市生态系
统功能亟需改善， 造林绿化和生态保护任务
依然艰巨。

四、生态资源管护得到加强

资兴市青腰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 图片由国土资源厅提供 )

金属矿区废弃地植被生态修复技术规程等 3
项标准。 实施了冷水江锡矿山矿区、常宁市盐
湖矿区等 12 个“矿山复绿”示范工程项目，植
树 17.19 万株，复绿面积 107.09 公 顷；矿 山
企业投入 4.49 亿元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综合
防治工作，植树 13.37 万株，复绿面积 160.29
公顷。

三、全社会搞绿化形成气势
绿色创建结硕果。常德市、郴州市荣获“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称号。常德市荣获“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郴州市、常德市稳步推进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创建。 桑植县等 9 个县(市、区)获全
国绿化模范县(市、区)称号。 平江等 2 个县获
批国家园林县城。 益阳市和韶山市等 1 市 13
县(市)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县城）。 省林业
种苗中心等 11 家单位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称号。永州市林业局等 9 家单位获得全国绿化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45 个单位获得全省绿化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完成了重点生态功能
区、生态敏感区红线落图；核定了自然文化遗
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地质公园、长株潭生态绿心等禁止开发
区边界，部分红线落图。资兴、宜章、汝城、桂东
等县市开展了生态红线制度试点。
加大森林资源保护。 天然林保护项目启
动，保护范围 122.2 万公顷。 省级以上生态公
益林面积达 498.93 万公顷。 启动森林禁伐减
伐三年行动，生态公益林和交通要道沿线森林
禁 伐 面 积 532.42 万 公 顷 ， 占 林 地 面 积 的
41.0%；63 个生态重点县市区实行减伐。 森林
火灾受害率为 0.025‰，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
积 3.1‰，均控制在国家规定范围内。
强化自然保护区建设和湿地、野生动植物
保护。 全省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3 个，总
面积为 62.55 万公顷；省级自然保护区 31 个，
总面积为 67.38 万公顷。“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试点取得进展。 新建 9 处国家湿地公园、2 处
省级湿地公园，新增湿地面积 1.65 万公顷，国
家湿地公园达 69 处，数量居全国第一，湿地保
护率达到 74.13%。 出台了《湖南省湿地公园管
理办法》， 在湘江流域 8 市开展了退耕还湿试
点建设，实施了一批湿地修复项目，开展了湿
地生态补偿试点。国家林业局南方野生动植物
保护馆落户湖南。
推进古树名木保护。纳入国家古树名木普
查试点省， 建立 20 万株古树名木资料档案。

绿满郴州
——
—郴州市国土绿化工作纪实
近年来，郴州市委、市政府立足“山、水、
林、城”的区位自然优势，围绕建设“林中之
城、休闲之都”，先后组织实施了林业灾后恢
复重建、主要交通干线绿化、绿城攻坚、三年
城乡绿化攻坚、森林景观提质等一系列国土
绿化工程，大力开展绿色创建，取得明显成
效，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等荣誉称号。 目
前，林地保有量 138.4 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
的 71%，森林覆盖率达 67.71%；城市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 42.4%，绿地率 40.2%，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 11.08 平方米，形成“青山环绕、
蓝脉绿网、十字绿轴、多园均布”的国土绿化
新格局。
一是 以三 大“绿 化 攻坚 ”为抓 手 ，全 面 增
绿。2009 年以来，开展
“生态景观建设攻坚”，
对冰灾损毁的城区周边山头实施生态景观
建设。 连续开展七期“绿城攻坚”活动及二期
“绿荫行动”，推进街道广场、山头边坡、河岸
湖畔、公园绿地、小区庭院绿化。 启动“三年
城乡绿化攻坚”，大力实施城市绿化、通道绿
化、水系绿化、村镇绿化以及荒山荒地绿化
等“五大工程”。 2011-2016 年，全市共完成
人工造林 16.5 万公顷，实现了全市城乡全面
绿化目标。
二是以公园游园建设为重点， 重点建
绿 。 2009 年来共新建和提质改造公园游园

64 个，公园绿地增加 190 公顷，城市附属绿
地增加 124 公顷，城区所有临街的单位围墙
全部拆除，与城市街道实现绿色共享，市城
区 基 本 实 现 了 “开 窗 见 绿 、 出 门 进 园 ”、
300-500 米服务半径见游园的绿化标准。

三是以蓝脉绿网提质为手段， 及时补
绿。 着力打造主要交通干线及重要节点绿化

精品工程，对裸露边坡用立体绿化“造绿造
景”，有效提升了主次干道生态景观品质。 新
城区建成长达 60 公里的城际景观大道——
—
郴州大道，老城区逐步形成了“一路一花、一
街一树”的绿化街景。
四是以村庄庭院绿化为依托， 见缝插
绿。 按照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大力推进
“四

旁”以及村口、庭院、公共活动空间等绿化美
化建设，形成四季有绿、特色鲜明、层次丰富
的村庄绿化景观，在全市掀起了“绿化城市、
美化家园”的热潮。
五是 以绿 色人 文 为 主 旋 律 ， 爱 绿 护 绿 。

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类媒体、 平台全方位、多
角度、多形式地宣传国土绿化工作，形成了
浓厚的全民植绿、爱绿、护绿氛围。 另一方
面，通过举办莽山杜鹃花节、东江湖生态旅
游节、茶文化节、郁金香花节、樱花节、油菜
花节等生态科普活动， 让老百姓参与其中，
切身感受国土绿化成果。 全市建立了中华
林、碳汇林、同心林等义务植树品牌基地，各
级领导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各级机关干
部、市民积极参与义务植树、捐资认植和养
绿护绿，带动了义务植树大发展，全民义务
植树尽责率逐年提高。
六是以“森林 + ”为平台，产业兴绿。 注重
绿色 GDP 的稳步增长，大力发展“森林 +”
林业新业态，做大做强油茶、花卉苗木、林
下经济、 森林康养 等 传统 与新 兴 产业 ，将
国土绿化丰硕成果转化为利民惠民的生
态红利。

链接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高速公路绿化——
—厦蓉高速与京珠高速交会处

郴州城郊绿化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由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森林覆盖率仅有
8%左右，处处荒山秃岭，城市绿化也基本上
是空白，缺林少绿，生态脆弱。 新中国成立以
后，党和国家重视发展绿化事业，上世纪五
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
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伟大号召，引导
全国人民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绿化美化
家园。
1981 年，四川发生了罕见的水灾，当时
邓小平同志提出是否可以建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
棵树，比如种 3 棵或 5 棵树，要包种包活，多
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 国

家在苗木方面给予支持。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
倡议，1981 年 12 月 13 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
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根据《决议》精神，
1982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
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进
一步具体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男十一岁至六十岁， 女十一岁至五十五岁，
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
务。 各单位要将人数据实统计上报当地绿化
委员会，作为分配具体任务的依据”。 要求各
省（区、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实施细则。 从此，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在全
国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