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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省各地、各部
门（系统）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引领，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深化生
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惠民，
坚持全省动员、全民动手、全

社会参与国土绿化，有力促进
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
展。全省完成营造林 106.58

万 公 顷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59.90%，森林蓄积量达5.95亿
立方米，三湘大地更绿更美。

长株潭地区株易路口高速交会处的绿化景观。 (本版图片均由省林业局提供)

桃源县黄石水库一带的绿水青山美景桃源县黄石水库一带的绿水青山美景。。

全民义务植树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深入开展

2019年 3月 12日，省委书记杜家毫、省
长许达哲在《湖南日报》发表《让绿色成为湖
南最靓丽的名片》署名文章，号召全社会植
树造林。3月 19日，杜家毫、许达哲等 20多
位在家省领导到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开展

“保护生态绿心、共建美丽家园”义务植树活
动；3 月 14 日，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带领政协
委员到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开展“助力长株
潭绿心地区生态屏障建设，政协在行动”植
树护绿活动。省绿化委员会发布了“3·12植
树节”宣传 H5 和《“献爱心 护绿心”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倡议书》。全省各市州、县市区
党政军“一把手”带头参与义务植树，全省义
务植树蓬勃开展。长沙市开放了 10 个市
级、158个县（乡）级植树基地，开展了十大主
题义务植树活动；湘潭市、岳阳市市委书记、
市长植树节当日分别发表署名文章，号召全
市上下栽树植绿；邵阳市建设了 225个义务
植树基地，开展林木绿地认建认养；娄底市
连续七年把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定为全民义
务植树日，市县联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绿委联合文明办、总工会等 7家单位开展
了幸福家庭植树活动；郴州市审计、安监、军
分区等部门，永州市电大、公路、教育、妇联
等部门，怀化市纪委、卫生、团委、民主党派
等部门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植树活动。广大
群众踊跃参与义务植树，纷纷营造“雷锋
林”“巾帼林”“共青林”“兴业林”“亲子林”

“爱心林”，与此同时，捐资造林、林木绿地认
建认养、古树名木保护等尽责形式不断丰
富。

大力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在
韶山风景名胜区、岳阳市森林生态博览园、
常德市河洑国有林场启动建设了 3 个全国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韶山风景名
胜区被授予首批国家“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基地称号。全国绿化委员会在韶山举办
了以“绿色义务·红色传承”为主题的 2019
年全民义务植树宣传活动。湖南全民义务
植树网开通，上线“我在主席家乡养棵树”项
目，全省义务植树初步形成了“实体参与”和

“网络参与”一体两翼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据统计，2019 年全省参加义务植树

2500万余人次，植树1.2亿余株。

造林绿化扎实推进造林绿化扎实推进

2019年，全省完成人工造林 17.63万公
顷、封山育林 16.04 万公顷、退化林修复
21.47 万公顷、森林抚育 51.44 万公顷。其
中，长江（珠江）流域重点防护林工程完成造
林3.4万公顷，新增退耕还林0.12万公顷，治
理岩溶土地8.93万公顷，完成国家储备林和
外资项目营造林 1.86 万公顷，完成 92 个样
地草原资源调查监测。根据《湖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廊道建设的意

见》，联合省发改委编制发布了《湖南省省
级生态廊道建设总体规划（2019-2023
年）》，积极开展长江岸线湖南段、长株潭绿
心地区、南山国家公园等省级生态廊道试
点。推进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修复，开展
违规违建项目整治，完成“裸露山地”造林
274.55公顷。常德、岳阳、益阳三市清理杨
树 0.83 万公顷，修复迹地 0.82 万公顷。在

“四水”流域完成退耕还林还湿 500.47 公
顷、保护小微湿地 104.6 公顷，全省修复湿
地面积0.13万公顷。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巩固提高国
土绿化成果，开展“绿卫 2019”森林草原执
法、森林督查、涉林采石采砂取土问题清理
等系列专项行动。组织全省自然保护地本
底调查、规划编制，深入推进张家界市保护
地整合优化试点。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完成
政府认定公布古树名木 239143 棵，建成全
省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及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并认定古树名木主题公园 10个。有效防
治林业有害生物 19.88 万公顷，全省林业有
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3.27‰。加强森林防
火，全年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开展野生
动植物执法行动、野生动物致害保险补偿试
点。新增1.4万名生态护林员。

新建油茶示范基地 18 个、竹木特色产
业园 7个、森林体验养生国家重点建设基地
4 个、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4 家，完成新
造、低改油茶林 12.13 万公顷。国家林草局
与省政府协议共建“中国油茶科创谷”，选派
林业科技特派员 652 名，推广实用技术 216
项，提供咨询服务 10 万余人次。组团参加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湖南展区展园分别荣
获组委会特等奖、金奖，获得展品奖项 270
个，其中特等奖 25 个、金奖 57 个，兰花奖项
获奖数在 48 个国际参赛单位中名列第二。
省政府新闻办在湘西州吉首市召开了湖南
省退耕还林 20周年建设成就现场新闻发布
会。举办了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大围山
国际杜鹃花节等生态节会。开展了2019年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献爱心、护绿
心”、古树名木保护等系列宣传活动。编纂
出版了《湖南古树名木》。开发了湖南森林
旅游与康养智慧 APP 和微信公众号。省植
物园实现“省市共建 免费开放”。

湘潭市、宁远县等 6个县（区）和湖南省
森林植物园等 4个单位被授予“全国绿化模
范单位（市、县市区、单位）”荣誉称号，隆祖
安等32位同志荣获“全国绿化奖章”。

森林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森林城市建设如火如荼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由市州向县市
区延伸，国家森林城市群、省级森林城市建
设深入开展。湘潭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
市”。怀化市、宁远县、新邵县、韶山市、湘潭
县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长株潭国
家森林城市群建设总体规划》通过国家评
审。株洲、郴州、永州 3 个国家森林城市已

通过国家森林城市动态监测。东安、江华、
中方、祁阳、临武、绥宁 6县省级森林城市建
设总体规划通过省级评审。全省已建成国
家森林城市 9 个，3 个市、4 个县（市）正在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36 个县（市、区）开展了省
级森林城市创建。

森林乡村建设步伐加快森林乡村建设步伐加快

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印发<湖南省乡村绿化美化行动计划>
的通知》，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助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在 21个行政村开展森林乡村建
设示范，全省 211个行政村被认定为国家森
林乡村。长沙市创建美丽宜居示范村庄 9
个、最美庭院 210 户。衡阳市组织 178 个市
直单位联系 147 个村开展建绿。株洲市建
设绿色村庄150个。邵阳市开展了168个秀
美村庄、160个扶贫村村部驻地绿化。岳阳
市绿化提质长江岸线 43个村庄。常德市建
成市级秀美村庄示范村 30 个，秀美村庄示
范户 1100户。益阳市完成 506个村的绿化
建设任务。怀化市督导 200 个秀美村庄建
设。娄底市 882 家单位与 218 个村联村建
绿。

部门绿化亮点纷呈部门绿化亮点纷呈

经省政府同意，调整全省绿化委员会组
成单位和人员，副省长陈文浩同志担任省绿
化委员会主任，省绿化委员会成员单位增至
26个。

省军区组织驻湘部队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动员官兵、职工参加驻地造林绿化，对省
军区大院 8 处绿化景观进行提质。省发改
委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5.1 亿元，实施了石
漠化综合治理、长江珠江防护林建设、重要
湿地保护与修复等三大林业生态工程。省
教育厅推进“两型校园”建设，开展国土绿化
和森林资源保护教育，全省教育系统全年共
完成植树 46.7 万株，新建草坪 104.2 公顷。
省科技厅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选派了一批科技特派员到基层开展生态环

境保护、林业科技服务，安排专项支持洞庭
湖生态保护、油茶产业研发升级。省司法厅
督促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做好所辖
监所绿化工作，加快全省古树名木保护立法
进程。省财政厅加大对全民义务植树、造林
绿化、林业防灾减灾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
度，为我省参展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
绿化博览会等提供资金保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国家和省级绿化评比表
彰工作，激励全社会积极投身国土绿化事
业。省自然资源厅开展第三次国土调查，对
山水林田湖草相关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和统
一确权登记，牵头开展湘江流域和洞庭湖
10.13 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组织矿山企业复绿243.07公顷，启动长江经
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结合乡村绿化
美化行动开展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试点。省
生态环境厅实施河湖与湿地保护恢复、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铁
山水库、东江水库、水府庙水库实施了一批
水源涵养和湿地保护项目，依托水生植物开
展大通湖水环境治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指导各地开展城市绿荫行动、城市绿化周
活动，强化了园林绿化工程监管和城市公园
游园、道路绿地运营监管，对 31个城市开展
了园林绿化等级评定，积极推进园林城市

（县城）创建。省交通运输厅制定了《湖南省
普通干线公路生态廊道建设工作方案》《湖
南省农村公路绿化技术实施手册》，完成全
省 24 万公里公路日常绿化养护和高速公
路、国省道及农村新改建道路 2.5 万公里绿
化提质，全省普通公路绿化率达79.7%，已通
车高速公路绿化率达100%。省水利厅积极
组织全系统开展义务植树，结合河湖“清四
乱”、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工程推进绿化，水土流失防治区林草植被恢
复率达 90%以上，重点工程营造水保林、经
济林和花灌木 5190 公顷，水利管理站点绿
化全面升级。省农业农村厅实施“千村美
丽、万村整治”工程，建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 70个，实施了一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在
105 个县市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进行林
网标准化建设，实施农业“绿盾”行动保护农

业野生植物资源。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生态
环境保护列为 A 级旅游景区评定一票否决
内容和国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遴选重要
指标，引导旅游景区开展生态保护和绿化美
化。省国资委督促监管企业做好绿化工作，
推进监管企业绿化美化。省广电局指导湖
南卫视、湖南电台、湖南都市频道等省直广
电媒体开展国土绿化宣传，全年播发相关报
道 200 余篇。省统计局指导开展森林资源
调查数据统计工作，积极发挥统计工作在评
价、推进国土绿化中的重要作用。省机关事
务局组织开展公共机构绿化美化，我省公共
机构绿地率达到了 36%，绿化率达到 98%。
省总工会发动全省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国土
绿化，组织了绿化工修剪、湘竹雕刻等技能
比武，开展了插花等技能培训，选派人员参
加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插花比赛并获得优
异成绩。共青团湖南省委组织开展“保护母
亲河——2019 年度青少年植树”等系列主
题活动，发动各级青年志愿者 15余万人次，
会同省林业局、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等单位推
进“解放军青年林”项目建设。省妇联引导
各级妇联组织开展国土绿化宣传教育，在全
省开展“美家美妇”行动，发动广大妇女、家
庭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和城乡环境卫生整洁
行动。省气象局认真开展灾害天气预测，联
合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及时发布森林火险预
报预警信息。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督促金融机构加强绿色信贷投放，全省各金
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 2735.2 亿元，自然保
护、生态修复及灾害防控项目贷款较上年增
加 155.5 亿元。广铁集团开展铁路绿化提
质，栽植乔、灌木近 7万株，开展黔张常等新
建铁路绿化建设，组织清理铁路沿线危树
39.7万株，实施铁路沿线护坡植被养护。

国土绿化任重道远国土绿化任重道远

虽然我省国土绿化取得丰硕成果，但也
要看到，全省提高国土绿化水平的任务依然
艰巨，石漠化治理、矿区和重金属污染地复
绿、难利用地“硬骨头”绿化攻坚任务繁重，
森林质量不高、城乡绿化发展不均衡、资金
投入不够等问题亟待解决。2020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认真贯
彻新修订的《森林法》等法律法规，以维护全
省森林生态安全为主攻方向，以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为主要目标，开展新一轮国土绿
化，扎实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林业重点工程
建设和草原生态修复，推进城乡添绿、身边
增绿，在进一步扩充绿量的同时，更加注重
国土绿化质量提升和效能提高，助力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为建设生态强
省和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湖南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