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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水护城将“绿”绕
———张家界市林业发展纪实

柏 润

大自然在武陵山脉腹

地作了一幅画，为藏起她的

美，就像群山的日出，撒了

一层雾。

被后人寻得，散去画卷

尘雾，仙境徐徐铺开。 只见

三千奇峰耸立入云，八百秀

水环城绕郭；绿意逐渐变得

绵密，变得浓烈，向城市蔓

延；五彩馥郁的植被，如织

往来的人潮……随卷轴的

延伸喜人眼目。

张家界 1988 年建市 ，

而立之年意气风发，年轻的

城市，用妙笔绘就其快速成

长的巨幅卷轴。

1993 年消灭了宜林荒

山 ，1997 年基本实现全面

绿化，2017 年，张家界获评

“国家森林城市”。通过不懈

的努力，张家界走出一条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传奇之

路。

近年来，张家界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认真实施“对标提质、

旅游强市” 战略和“11567”
总体思路， 坚持保护优先、

创新引领，以“森林调优、湿

地提质、城乡添绿、产业增

效、管服做精”为目标，创造

性开展林业工作， 精彩纷

呈，亮点频现。

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

批世界地质公园、世界“张

家界地貌”命名地、中国第

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中国首

批 5A 级风景名胜区、全国

文明风景名胜区……揽下

一张又一张烫金名片的张

家界，为实践“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

念， 迈出了更为坚定的步

伐。

7月 9日，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张家界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流连于“以
峰称奇、以谷显幽、以林见秀”的“湖南会客
厅”前，对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啧啧称赞。

林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 72.98%，绿
色，是张家界的底色。

咬定“绿”字不放松，将底色描绘得更
扎实。 2003 年，张家界市委作出了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的重要决策。 2014 年，张家界
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全面部署、精准发
力。 实施城区绿化攻坚、绿色通道、水岸绿 化、生态恢复、森林

资源保护、 宜林荒山绿
化、 镇村绿化、 林业产业提
质、森林文化建设等“九大工程”。同时形
成了党委政府总揽、林业部门牵头抓总、各
级各部门具体落实、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创
森”工作格局。

2017 年“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功，张
家界生态建设热潮迭起。

张家界创森投入之大，前所未有，总额
达 18.44亿元，为重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

来到张家界，即便是秋天，所到之处，
山地、通道、水岸、村镇，仍见片片绿意。 近
年来，该市共完成荒山造林 31 万亩；山地
绿化工程打造色彩景观带（园）面积达 4500
多亩；矿区复绿达 53 处，复绿面积 952 亩；
全市共建设绿色通道 3200 余公里； 洪家
关、龙尾坝、双峰、石堰坪等一大批生态环
境优美的森林村镇涌现；湿地保护以澧水、
溇水流域为重点展开，一条绿绸带，别在水
岸边，绵延 1200 公里，水生态环境修复可
观。

“市城区与景区反差较大”的情况也得
到改观。 城区绿化增速提质，全市新增城区
绿地 951.54万平方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 41.84%、人均公园绿地达 11.54 平方米，
实现了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途经永定区，看到银杏、毛黄栌等丰富
的森林景观， 城市与森林的界限在这里消
失，市民的生活幸福感瞬间提升。

碧绿之水映蓝天，生态之城入画来。 如
今， 张家界森林覆盖率从 40.80%增加到
70.99%，全省 14 个市州排名第一，其中武
陵源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85.32%， 在全省各
区县中排名第一。

“增绿”描底色 青山绿水入画来

30 多年来，张家界良好的生态环境，铸就
了蜚声国内外的绿色旅游品牌。

绿色村镇洪家关乡，每年吸引游客 120 万
人次。 从高处极目眺望，洪家关 400 亩绿色生
态园苍翠葱茏，洗眼净心，来此小尝农家菜、体
验森林人家的生活，恐怕早已忘记闹市。 如今，
该市 20 个镇 40 村绿化示范点，建起生态优美
的森林村镇，成为游客又一大度假选择。

善于创新的张家界“护绿”人，还通过开展
丰富有新意的创森宣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氛围。 醉美武陵源千人摄影采风、千人自
行车穿越森林挑战赛、武陵山片区森林旅游扶
贫研讨会、 武陵盆景博览会等活动；“创森”万
人大签名、万名中小学生“创森”有奖征文；万
（株）盆花木进机关、万册创森知识进家庭；万
条宣传标语上 LED 屏滚动播出、 万条信息上
微信推送等活动。 城区立柱广告牌、 桥梁、道
路、公园、绿地随处可见宣传标牌。

此外，还有森林城市标识系统、森林科普
基地的建成，植树节、野生动植物日、湿地日等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在丰富森林文化传播内容
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大市民和游人对生态文化
的认知认同，激发了人们爱护森林、亲近自然、
和谐共处的自觉意识。

人心播绿， 是生态环保永不褪色的方式。
相关数据显示，该市市民对森林城市创建的支
持率达 100%，满意度达 99.94%。

有声有色的绿色文化传播，同时提炼出一
批高质量的文化 IP。

创立于 1991 年的“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
森林保护节”连续举办了 18 届，已成为我国唯

一以宣传森林保护为主旨的公益性知名节庆品
牌。森林文化艺术作品异彩纷呈，协助拍摄了以
张家界林场变迁和发展为主题的《梦萦张家界》
电影，以天门山森林公园为演出实景的《天门狐
仙·新刘海砍樵》剧目，获文化部旅游演艺类唯
一金奖。

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旅游品牌传播海内
外，先后引得 210 个单位以及印尼前总统梅加
瓦蒂、 奥运冠军唐九红、 乐茂盛等名人在内的
196名个人捐资认养了张家界古树名木。

守住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把绿色资源
转化为绿色经济。据统计，2018年，张家界森林
旅游产值达 560 亿元， 来张旅游达 8652 万人
次，位居中国同类旅游城市前列，成为全国森林
旅游的示范窗口。 其中，境外游客 562万人次，
覆盖 117个国家和地区。

预计到 2020 年， 将实现游客接待总量 1
亿人次以上，其中境外游客 1000 万人次以上，
旅游总收入 1000 亿元以上， 基本建成国内外
知名旅游胜地。

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毫不吝啬” 地拿出
地来拓绿地、建公园，折射的是为政者优环境、
哺民生的战略眼光。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
张家界， 不仅市民点赞， 来过张家界的人都对
“绿水青山”赞誉有加。 正如张家界市委书记虢
正贵所说：“要牢固树立‘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
发展生态化’理念，打造一个让创业者向往、投
资者留恋、居住者舒心的精品城区。群众享受了
青山、碧水、蓝天、绿地，才能发自内心地感受幸
福。 ”

“壮绿”巧润色 生态旅游铸品牌

张家界林业改革深入推
进，林改吹绿万重山。

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
为重点，张家界全面完成集体
林地面积 1022.46 万亩，发放
林权证 40余万户，完成林权登
记宗数 130多万宗。

科学明晰林地所有， 承包
权和经营权。 实行“三权”分置激

活广大群众造林、 护林的积极性，
丰富了森林资源。 同时，深入推进国

有林场改革，13 个国有林场全部定性为
公益性事业单位，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实现
了林场分类经营， 共区划生态公益林 55.95
万亩，占经营总面积的 82.4%，林场发展正加
快转向转型。

林业产业的提质转型，为张家界培育了一

批龙头企业。 据了解，依托张家界林业资源优
势、生态优势和旅游优势，形成了以花卉苗木
产业、“三木”药材、森林康养、森林旅游、林下
经济产业为代表的产业体系， 建成“三木”药
材、甲葛、蓝莓、茅岩莓、猕猴桃、油茶、乡土珍
稀苗木特色经济林基地达 72万亩。

26家省市林产龙头企业脱颖而出，产值过
亿元的达 4家。全市林业产业总产值从 3.17亿
元增至 300多亿元，增长 100 余倍。 林产龙头
企业拥有专利 46 项， 共获得国家驰名商标 1
项、省著名商标 5 项，国家、省名牌产品 9 种。
张家界久瑞生物科技的五倍子系列产品在国
内独占鳌头，产品远销欧洲。

林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劲， 成绩斐然。 2016
年，张家界被授予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同年，湖
南省林业产业十强区县，张家界永定区和武陵源
区因森林旅游火热位列其中。

“护绿”不褪色 林业发展势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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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之城 朱利 摄

八大公山古树 鲁承虎 摄

人与森林 彭立平 摄

绿色宝峰湖 张雪琴 摄

美丽乡村桃花开 向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