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每一条公路绿色飘洒，每一条河流森
林环抱，每一座村庄绿荫掩映，每一处社区花
团拥簇……”。 娄星区实施见缝植树、逢荒披绿
的“全覆盖”战略，倾力打造“绿色高地”。

该区以“绿色娄星、幸福家园”为主题，着力
建设成长株潭的“后花园”。 近年来，先后绿化了
65条城区主次干道，新建了珠山公园、仙女寨公
园等 8 座主题休闲公园， 新增公园绿地面积
360 多公顷，城区绿地率达 34.9%，绿化覆盖率
达 39.8%，人均公园面积达 9.7平方米。

全面实施绿化四年行动以来， 全区投入
2200 多万元实施“联村建绿”和宜林荒山、公
路、铁路、河道绿化。 社会融入资金 6800 多万
元，合力营造优质高效型和生态观光型林业。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乡村绿化，每个村、
居委会都派驻工作队。 苗木由政府免费提供，
工作队负责分发和组织种植。 实行“谁种植谁
所有”，大大激发了群众积极性。 各乡镇村积极
开展“我的家园我绿化”和“绿色村庄”创建活
动。 石井镇蛟龙村建成了“香泉湾桂花王国”，
群众自发建成了 5000 亩的花卉苗木基地；石
江村今年植树日自发种植了 3000 多株桂花、
橘树、桃树等苗木，美丽的石江村锦上添花。 全
区自发采购种植的村达 152 个， 苗木 11 万多
株。 全区今年组织 10万人次参加植树造林，工
程造林 1.3 万亩， 绿化高速公路和县乡公路
134公里，河道 38公里。 全区 36 所学校、医院
实现了全面绿化。 （彭启毛 颜志宏）

娄星区
城乡共绿 村镇同美

冷水江市全面落实《绿色湖南建设纲要》，
深入开展绿化四年行动，以“一转三化”战略为
平台，以矿区防污抗污为重点，积极开展植树造
林， 全力推进城乡绿化。 三年来共植树造林
36300亩。

冷水江市素有“世界锑都”之称，是全省典
型的工矿城市。 全市 1/3 的国土面积受采矿沉
陷区影响， 水土流失达 1500 公顷， 植被退化
3300 公顷，石漠化面积达 8 万余亩。 一些矿区
植物生存困难，有的地方甚至寸草不生。生态环
境的恶化，严重威胁着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影
响资江和洞庭水域的生态安全。

为了改善矿区生态环境， 该市高度重视矿区
绿化。主要领导多次调研，听取汇报，精心部署，安
排专项经费，制订治理方案。为解决锡矿山地区造
林技术难题， 市林业部门与省林科院合作建立了
全国第一个防污抗污林试验基地。 7年的合作，他

们破解了树种选择难题。 其成果通过了国家林业
局专家组的评估论证。 市林业部门还积极开展测
土配方工作，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对全市矿区造
林进行详细规划、技术指导和质量管理。

几年来， 该市全面部署矿山影响区域综合
治理工作， 把矿区绿化作为生态建设的着力点
和义务植树的主战场，公路、河流、景区、农村
“三边” 绿化工作全面展开。 2011 年完成造林
7300亩。 2012年，该市对矿山治理工作全面规
划， 广泛动员， 大力投入， 共完成造林面积
19000亩。 去冬今春，该市共建立市级义务植树
基地 4 个，乡镇义务植树点 20 多处，一座座光
秃秃的荒山重披绿装。

为巩固发展成果，该市采取“谁破坏谁恢复、
谁受益谁出资”和“认建认养”一系列措施，三年
内全面完成矿区造林绿化任务，世界锑都将会成
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家园。 （潘和平）

冷水江市
科学治污，锑都披绿

涟源市
绿色长廊 精打细造

“穿衣戴帽精心抚，剪叶留枝巧意裁。 生态文
明心上摆，娄新高速绿中怀”。“美丽涟源”的号角
强劲，植树造林热情高涨，绿色长廊倾心打造。 至
目前，全面完成境内娄新高速和国道 207绿色通
道工程建设任务， 绿化通道里程 300余公里，栽
植桂花等绿化大苗 100万余株。

建好绿色长廊。 该市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
推进、乡镇为主、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工作机
制，构建了自上而下的领导网络。 书记、市长联名
签发了绿色通道建设督办令， 责令按时保质完成
工作任务； 主要领导亲自指挥， 多次召开调度会
议，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市级领导挂点驻村；
确保绿化进度和质量。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采购
大苗，免费发放。市直单位和乡镇办事处积极筹措
资金，确保绿色通道建设顺利开展。

为精心打造绿色长廊， 全市举办 3期业务培
训班，邀请高级工程师授课，使造林人员掌握了整
地、打穴和栽植技术；抽调 20名工程师，由总工程
师带队，深入各乡镇、办事处指导造林绿化。 所栽
植的苗木半径不少于 4cm、高度不少于 2m，土球
保证 30cm。全市投入 15万元购置了根部防腐灵、
愈合膏、生根粉、地膜，发放到各乡镇办。

为确保进度和质量， 该市成立了专门的督
查组，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督查，发现问题及时通
报，限期整改。 为加大管护力度，市政府印发了
《关于绿色通道林木管理的通告》。 乡镇与村签
订了管护责任状，各村制订乡规民约，配备专职
管护员，每天开展护林巡查。对于工作不认真负
责，造林成活率低的，予以问责处理。

（陈政玺 肖赞尧 吴交军）

孟公镇井家村路旁一排排的红叶石楠，嫩
红的叶子争相吐艳。屋前的桂花，迎风摇曳。2月
28日，目睹这一美景的省林业厅党组副书记、副
厅长胡长清高度评价：新化虽然是一个贫困县，
但绿化行动快，工作实，效果好。 像这样的村庄，
新化仅一年时间就高标准建设了 44 个，栽植苗
木 25.6万株。全年完成造林 22.35万亩，极大地
改善了生态。

去冬今春以来，新化县念好“三字经”，造林绿
化工作迅速推进，形成了以荒山绿化为依托、道路
绿化为骨架、社区绿化为点缀的一体化格局。

“早”字当先，高速推进。 绿化四年行动刚启
动， 林业部门就制订了联村建绿与绿色通道建
设一系列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文本。 县委、政府
召开了千人动员大会，全面部署各项工作，及时
调整财政预算，专项资金按时拨付到位。 乡镇积
极行动，仅上梅镇就筹资 100 万，专项用于城镇
绿化。 县主要领导多次主持召开调度会，研究调
处土地租用、工农矛盾等问题。

“实”字当头，高效推进。 全县通过广告、标

语、短信等多种形式宣传。 县、乡干部进村入户发
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造林绿化。 规划设计
突出村貌特色，选用乡土树种，适地适树，追求绿
化、美化、效益化的完美结合。 既做到集中连片成
规模，又凸显地域优势特色。 同时鼓励发展庭院
经济，引导发展油茶、柑橘、杨梅等经济林，做到
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绿化四年行动
全面纳入责任单位绩效考核范围，实行各级各部
门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层层签订了责任状，落实
责任主体。“四旁” 绿化和联村建绿任务层层分
解，已完成“三边”绿化苗木栽植 25.6万株。

“严”字当前，高质推进。 每一个绿化工程，在
土地整理、苗木配置、种植栽培等方面从严要求。
全天候跟踪指导与督促。 重大绿化造林工程实行
大户造林和专业合作社造林，确保造林质量。 新栽
植的苗木，实行属地管理，专人管护，责任落实到
山头、细化到地块，对管护不到位的给予通报批评
并追究相关责任。 督查坚持常态化，长效化。 凡工
作不力、验收不合格的，启动问责程序，严格责任
倒查，实行“一票否决”。 （康朝健）

“抓绿化就是抓环境、就是抓发展”，“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提升园区吸引力、竞争力”。 娄底
经济技术开发区上下掀起了二次创业高潮，也
奏响了建设绿色开发区的新乐章。

科学规划绘蓝图。 根据“工业立园、科技富
园、生态美园”的发展战略，先后科学编制了区
内绿化建设总体规划、 新农村示范片发展规划
和实施办法，创造性地提出了“点轴结合，共构
网络；山水结合，互相渗透；绿脉纵横，回归自
然；以绿造景，交相辉映”生态建设基本原则，按
“一带三廊，三园六点”的规划布局描绘出了一
幅具有园区特色的宏伟蓝图。

十年树木果满枝。该区坚持宜绿则绿，见缝插
绿，精心施工，精细管理，将一片片不毛之地，建设
成一个个有特色、有品位的园林精品，成为了对外
形象的亮丽名片。 该区投入绿化资金 1.5亿元，高

标准完成城区主干道、园区道路、休闲公园、绿色
小区、乡村公路绿化任务。景色怡人的涟水风光带
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一个天蓝地绿、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的幸福园区镶嵌在湘中大地。

“梧桐引得凤凰来”。 亮丽的绿色名片吸引了
一大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生态效益好的项
目。10年来，共引进项目 198个，开工建设工业项
目 110个，建成投产 85个，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232亿元。 三一重工、五江集团、沃尔玛等大型
企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了娄底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引擎。 全区经济总量达到 180亿元，规
模工业总产值年均增幅达 40%以上，财政收入以
三年翻一番的速度跨越式增长。 2012年，该区成
功跻身国家级开发区的行列， 真正成为湘中地区
最具活力的投资洼地、 创业福地和居家胜地。

（曾伍媛）

娄底经开区
两型园区 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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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绿化蓬勃发展中的娄底市

绿色明珠耀三湘
辜载生 李卫东 成华光

走进湖南第一个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娄底，到处是绿荫如盖、芳草如
茵，碧水蓝天，鸟语花香……从城市
到乡村，从机关到厂矿，处处生机勃
勃、春意盎然，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
谐之美。

近年来， 娄底市城乡绿化蓬勃
发展，硕果累累，先后获得全国十佳
宜居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等殊荣。 城市品位逐年提
高，综合竞争力不断攀升。

为了加快绿色娄底建设， 娄底
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出台了《绿化娄底四年行动计划》一
系列文件， 实施森林生态保护与建
设等工程， 强力推进城乡绿化，以
“三边一区”（城边、 路边、 水边、景
区）为绿化重点，宜造则造，宜封则
封，封造并举，实施绿化全覆盖，创
建国家森林城。

国藩故里、湘军摇篮的双峰县，到处是桃红
柳绿，鸟语花香，呈现在眼前的是天蓝水净，地
绿山青。 近年来，双峰县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
着力打造“天然氧吧”。

双峰是全省重点林区县。 他们坚持“路边
樟、河边柳、门前花、坡上茶、山中林”的植树播
绿模式，大力实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封山育
林、 天然林保护和湿地保护等工程， 全县形成
“五山一水四分田”的格局。2012年，该县作出了
建设“绿色双峰”的重大决策，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统筹安排、市场运作，实现了防护林、商品
林、经济林建设齐头并进，绿色通道、荒山造林、
联村建绿重点突破， 全县城乡绿化工作跃上了
新的台阶。

良好的生态是最宝贵的财富。 该县在积极
开展绿化四年行动的同时， 把森林资源保护放

到突出位置。 严格执行限额采伐制度， 林木采
伐量不突破年度采伐限额红线； 建立林业、规
划、 国土、 城建等部门信息沟通及工作协调机
制， 严把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关。 严厉打击乱
砍滥伐林木、 乱占滥用林地等破坏森林资源的
违法犯罪行为。

强化管理，落实责任。 建立健全防火责任体
系，林业部门划定重点防火区域，确定森林防火
重点期，明确具体防火措施。 严控火源管理，强
化用火审批，加大巡察力度，做到了早发现、早
扑灭。 全县共建立 30 支专业灭火队伍，森林火
灾预防和扑救能力不断提高， 森林火灾受害率
低于 1‰。 同时，全面完善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责
任体系，加强对林业有害生物的预警监测检疫，
有效地防范重大森林病虫害发生。

(王建国 谢文胜）

双峰县
国藩故里 天然氧吧

绿色通道谱新篇
娄底市地处湘中，交通便利。 娄新高速公

路贯通五县市区，是娄底市交通大动脉，也是
展示对外形象的重要窗口。 市委常委会议专题
研究，将娄新高速绿色通道建设作为绿色娄底
建设的重大项目，列为书记、市长工程，举全市
之力，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严要求管理。
市委书记全面部署，亲自督查；市长统筹安排，
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身体力行，靠前指挥。 市绿
委及其办公室统一规划，全面督查；林业部门
精心设计，技术指导；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
府办等 11 个牵头部门和 180 多个单位认真组
织，主动参与。 各县市区争先恐后，倾力而为。
新化县、冷水江市率先完成，捷足先登；涟源市
迎难而上，精打细造；娄星区、双峰县保质保
量，稳步推进。 娄新高速公路开通仅两个月，公
路两侧路边 20 米宽绿化带建设全面完成，栽
植香樟、杜英等绿化大苗 18.9 万株。 绿化沿线
山地 3120 亩， 娄新高速公路已初步成为一条
百公里绿色长廊。

由于书记、市长工程的示范效应，全市绿化
河道 148 公里，国道和省道 287 公里，县乡公路
1070 公里， 铁路 54 公里。 初步建成层次多样

化、结构合理化、功能齐全化、集景观效果和生
态效益于一体的绿色网络，一条条公路、铁路、
河流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联村建绿暖人心
统筹城乡绿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

村，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市委、市政
府把联村建绿工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重要内容来抓。 全市党政机关示范带头，开展声
势浩大的“联村建绿、共建绿色家园”活动。 采取
“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联动”方式，持续推
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全面建
设“村在林中、屋在树中、人在景中”的绿色村
庄，实现山头绿起来、林农富起来、“三边”亮起
来、生态美起来。

各级绿委统一组织， 责任单位负责包村，村
民或村组出地，机关干部出钱出力，林业部门规
划指导，市县绿委督查协调，在驻点村开展造林
绿化活动，全面完成山地绿化及村边、屋边、路边

绿化任务，实行包栽包活包成林。目前，全市参与
联村建绿机关单位达 700 家， 联村建绿重点村
（场、园）145个，注入资金 4022万元，栽植桂花、
香樟等大苗 91.8万株。全市 2000多村庄热情高
涨，随影而行，涌现出了一大批好典型。 中阳村、
万乐村、梧团村、金星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
赞不绝口。特别是油溪桥村、长冲坪村自发组织，
成效显著。

工程造林铺锦绣
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大力推进退耕还林、长

防林工程、封山育林、湿地保护与植被修复、水府
庙两型社会生态示范建设、 森林矿区建设工程、
石灰岩和矿山植被修复等林业重点工程造林，生
态屏障功能日益凸显。 目前，全市已完成工程造
林 16.8 万亩，退耕还林 1 万亩，油茶新造 2.4 万
亩，封山育林 18.5万亩，低效林改造 5 万亩。 先
后建成国家森林公园 2 座、湿地公园 1 座，省级
森林公园 4座；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 22处，面积

已达 22 万亩，生态综合治理面积 250 万亩。 森
林资源面积逐年增加，已达 483.5 万亩，林木覆
盖率 48.2%，林木蓄积量 1213万立方米。

城区绿化不断加快，公共绿地建设、街道
绿化、小区绿化和单位庭园绿化、部门绿化齐
头并举，亮点频出。 恬静优美的孙水公园、清新
幽静的珠山公园、风光旖旎的涟水公园、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娄星广场等一批规模大、品位高
的公园和广场相继建成； 街道绿化一街一品、
色彩丰富、层次分明；小区庭院绿化别具特色，
有鲜花簇拥的校园、绿草成茵的军营、鸟语花
香的小区……。 城市景观特色独具，城市风貌
清新自然。

全民参与聚合力
多年来，娄底市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推

动、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城乡绿化工作机制。
为广泛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提高尽责
率，2012年 3月，市委、市政府提议，市人大决定

每年正月初八为全市的全民义务植树日。 今年
的第一个植树日，市委书记龚武生、市长易鹏飞
率四套班子成员来到城郊仙女寨植物园， 与机
关干部、驻娄官兵和当地群众顶着寒风，踏着泥
泞，冒着细雨，一起挥锄动锹、挖坑铲土、培土踏
实，种下一棵棵香樟、杨梅、红叶石楠，为绿色娄
底增绿添彩。

领导率先垂范，社会纷纷响应。 各县市区、
各乡镇积极行动，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纷纷加
入到绿化家园行动中， 开展了一场场轰轰烈烈
的绿化大会战。植树日当天，全市机关 14.5万人
参加植树劳动，栽植苗木 169.2万株。据统计，全
市义务植树 1003 万株，新建义务植树基地 141
处，面积 2.31万亩。“捐栽一棵树，共植一片绿”
等一系列活动， 社会各界捐树捐资达 800 多万
元，园林式单位、绿色社区、绿色村庄创建绿潮
澎湃，兴绿、护绿、爱绿蔚然成风，汇聚成了生态
建设的强大合力。

我们坚信，一座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林城
相依、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新城会永葆一
池春水，辉映三湘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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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娄底
美丽中国号角吹，青春娄底抖神威。

* 四年行动添活力，* 三载辛劳露翠微。
心旷神怡花怒放，山青水秀鸟低回。
少年勃发凌云志，笑看松高白鹤飞。

注： 四年行动指全市绿化四年行动计划；
三载辛劳指全市 2010—2012 年中心城区市直
机关集中植树活动。

娄底绿韵
绿染天涯梦境临，风光旖旎正逢春。
花肥柳瘦人勤早，燕舞莺歌图画新。
今日家园添秀丽，他年城廓洒林荫。
山欢水笑轻移步，景色撩人风弄琴。

夜色娄底
月色空灵咏绿城，风平浪静映霓虹。
条条大道飘新貌，栋栋高楼展俏容。
火树银花禅妙语，波光云影恋柔声。
淡妆浓抹英姿靓，五彩缤纷耀夜空！

（作者单位系娄底市绿化委员会）

放歌娄底(诗三首)
辜载生

晨曦 刘新山 摄

石马公园美如画 刘新山 摄

新化县
念“三字经”推“一体化”

水府湿地 刘九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