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步绿城乡

淄博是组群式老工业城市，结构性污

染突出，必须根据组群式城市的结构特点，

同步绿化城镇与乡村、山区和平原

淄博位于山东中部，煤炭、铁矿石、铝
矾土储量丰富。经过长期开采，如今矿产
资源日益枯竭。2011 年 11 月，淄博主要
矿区淄川区被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
政部认定为第三批国家资源枯竭城市。

矿产枯竭了，留下来的是百孔千疮的
矿坑和污染了的环境。多年来，与矿藏采
掘相配套的石化、电力、建陶、钢铁、焦化、
水泥、耐火材料等产业，大量地消耗着燃
煤，夜以继日地排放着污染物。全市有各
类工业企业近万家，年耗煤量约为 4500万
吨，占山东全省的九分之一，主要污染物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分列全省第一位、
第二位。淄博中心城区周边狭小区域内，
分布着各类工业集中区 20 个，有火电、钢
铁、焦化等重污染企业近百家，形成辐射
20公里的重污染区。

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一个直
接后果是：淄博人不愿住淄博，不敢住淄

博。他们纷纷远离家乡，去环境较好的外
地买房置业。

“大力植树造林，建设绿色淄博、生态
淄博、美丽淄博，从根本上扭转淄博生态形
势，是我们林业部门责无旁贷的神圣使
命。”淄博市林业局局长于秀栋说。

为从根本上扭转淄博生态形势，自
2012 年起，淄博市作出一系列关于生态建
设的决策部署，提出了创建森林城市、强化
生态文明、加快内涵发展的总体目标。

目标已经确定，余下的就是执行。于
秀栋认为，淄博是组群式老工业城市，结构
性污染突出，必须根据组群式城市的结构
特点，同步绿化城镇与乡村、山区和平原，
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城市森林化

淄博在城市骨干河道、城市出入口、重

要十字路口等节点，都进行了以拆迁、建

绿、造景为主的综合整治

在淄博城内，有一条猪龙河。67 岁的
傅光厚老人从小就住在河边，目睹了这条
河的变迁。他小时候，河水清澈见底，小鱼
很多，后来河水变黑，大老远就能闻到臭

味。如今，猪龙河得到整治，河水重新变清
了，河两岸种满树。

猪龙河重新变清，是淄博市在城镇绿
化中，突出抓好重要节点的绿化建设，着力
打造“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特色景观，实
现城市内环境彻底改观的一个缩影。市林
业局副局长程荣臣说，最近几年，在城市骨
干河道、城市出入口、重要十字路口等节
点，他们都进行了以拆迁、建绿、造景为主
的综合整治。对猪龙河、孝妇河、淄河、沂
河、太公湖实施了管网改造、河道清淤以及
园林景观建设，昔日的臭水河、臭水湖如今
都建成功能现代、优美宜居的景观河。

除了节点绿化，还有骨干绿化，也就
是林荫大道建设。淄博市林业局以城市骨
干道路为重点，大力推行“行道树双多排
种植模式”，建成了金晶大道、人民路、
柳泉路、中润大道等一批林荫大道。同
时，高标准建设了张店昌国路、临淄辛河
路等园林景观路，完成了淄博新区路网绿
化，新增绿量充足、色彩多样、层次丰富
的高品质道路绿地 50 万平方米，道路林
木绿化率达到 90%，基本构筑起了纵横
交织的城市绿网。

河道、道路绿化抓得好，公园绿地建设
更不能忽略。近年来，淄博市新建了桓台
红莲湖、高青千乘湖、市体育中心等 7 处各
具特色的大型公园以及 59 处便民游园。
最近几年，淄博住建和林业部门对街道、公
园游园、休闲游憩绿地、单位庭院、居住区、
城乡接合部、城市出入口和城郊大型绿地，
都做了重点提升。这个城市已建成城市公
园 41 个、街头绿地游园 176 处，还有绿化
广场 235 个。每 500 米服务半径内，淄博
配套了公园、广场和街头游园绿地，通过

“见缝插绿、拆墙透绿、屋顶植绿、垂直挂
绿、拆硬铺绿”，有效提高城市绿量。

乡村园林化

按照“城市森林化、乡村园林化”的建

设理念，淄博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着力做

好绿色延伸文章

在乡村绿化上，淄博市以矿坑、荒山、道
路等生态脆弱区域为重点，组织实施生态修
复工程，着力提升大环境绿化水平。

于秀栋说，按照“城市森林化、乡村园
林化”的建设理念，林业部门坚持“适地适
树、因地植景、因景植绿”的原则，以大工程
带动大发展，着力做好绿色延伸文章，逐步
构筑起城区、近郊、远山相呼应的城市森林
系统，实施森林围城、荒山绿化、骨干道路
绿化等 8大工程。

所谓森林围城，就是结合城市生态建
设，以发展城郊片林、环城林带等生态绿地
为着力点，最大限度地扩大城市周边绿量，
着力构建多树种、多层次、多效益的城市森
林景观。这项工程规划范围总面积 1046
平方公里，涉及张店、淄川、周村、临淄等 6
个区县。自 2010年以来，淄博完成了大外
环绿化、区域内山体绿化、经济林旅游观光
示范园建设、花卉苗木产业基地建设等重
点项目建设，围城造林 7.8万亩。

所谓荒山绿化，指的是 76 项荒山造林
工程。近年来，淄博市规划实施了长防林
建设工程、四宝山生态修复工程、太河库区
生态绿化工程等 76 项荒山造林工程，完成
荒山造林 40 万亩。全市山区 254 万亩宜
林荒山，已绿化 239 万亩。特别是四宝山
地区生态恢复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

淄博创建森林城市，短短几年成果

明显。究其原因，除了有关部门工作扎实

细致，全社会积极参与更是不可或缺。

全社会积极参与意识的确立，离不开

积极舆论氛围的营造和全体市民认知度的

提高。开展创建森林城市活动以来，淄博

在 《中国绿色时报》、《淄博日报》、《淄博

晚报》、《鲁中晨报》 刊发专版，在淄博电

视台、淄博广播电台黄金时段播出宣传节

目。淄博积极组织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规划

图片展、森林认捐认养认建、创建征文、

摄影大赛以及创建森林城市进学校、进社

区、进企业等主题活动，搭建起群众参与

的活动平台。广大市民对创建森林城市的

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由此大幅提升。

当地还开通了淄博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专

题网站，全面宣传森林城市建设成就，广

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很快，

当地就营造出“爱绿护绿植绿、共建森林

淄博”的浓厚氛围。

全社会积极参与意识的确立，离不开

生态文化的大力弘扬。试想，如果社会公

众对森林生态文化价值认识不深，生态忧

患意识淡漠，怎能积极主动参与到城市森

林建设中来。就拿淄博来说吧，两年来，

当地以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为基础，开展生态文明示范教

育基地、生态文化村创建活动，评选市级

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 10 个、生态文化

村 20 个；在社区、学校、公园设立了科

普宣传栏，每年举行生态科普活动 6 次；

林业部门发表 《爱鸟护鸟倡议书》，举行

“爱鸟护鸟、预防禽流感”为主题的“爱

鸟周”活动；组织开展生态笔会、生态文

化采风、生态书画摄影展及槐花节、登山

节，与新闻媒体策划举办文学采风。为在

青少年心中播下生态文明的种子，林业部

门发起“我与小树共成长”活动。像“共

植一片绿，同圆一个梦”关爱自然志愿服

务、“少开一天车，多种一棵树”，大大小

小的活动更是不可胜数。

淄博市有一点很难得，就是政府部门

领导亲自作表率。政府领导班子承包绿化

点，实行部门包荒山责任制。仅市直 144

个部门单位，就建立义务植树点 287 处，绿

化面积达 5.3 万亩。团委、妇联、城建、教

育、民政、驻军等单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兴建青年林、三八林、双拥共建林、家

庭林。

经过不懈的努力，爱绿、护绿、植

绿的社会风气在淄博迅速形成。全市每

年 参 加 义 务 植 树 的 人 数 达 260 万 以 上 ，

尽责率达 92.6%，义务植树每年达 1150

万株。全社会牢固树立起生态文明观，

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良好氛围。

淄博造林绿化与其他地方不同，用该市
林业局局长于秀栋的话说，就是树上既要长
叶子，还要长“票子”。

沂源县中庄镇耿庄村 43 岁的农民张永
才，现在正享受着树上既长叶子，又长“票子”
的好处。几年前，耿庄村有一大片荒山秃岭，
晴天扬沙，雨天淌泥。林业部门给村民免费
赠送苹果树苗，鼓励大家上荒山栽树，明确提
出谁栽的就算谁的。免费给树苗，这样的好
事还不干？张永才种了 5 亩果树。如今果树
长大了，每年仅卖苹果，他就能收入 5、6 万
元，比家里 3 亩农田的收入高多了。现在，耿
庄村的荒山全种上了果树，满眼皆绿，空气越
来越好，水土也不流失了。现在满山都是家
家户户种的果树，村民们对山林非常爱护。

就这样，林业部门靠赠送果树苗，花很少
的钱，就把大片荒山绿化了。不仅淄博的荒
山变绿了，林木管护效果也很好。

即使是干道两边的生态林，淄博都尽量
选用果树或其他经济树种，力求产生生态效
益的同时，创造更多经济效益。目前，淄博已
建成苹果、葡萄、板栗等十大名特优果品基
地，总面积达 115 万亩，果品年产量 16 亿公
斤，年收入 47亿元。

2013 年，淄博市林业总产值达 246 亿
元，林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实现了
既长叶子又长“票子”的目标。

文/本报记者 刘 慧

近年来，在林业部门大力倡导下，绿色生
态理念在淄博日益深入人心。“绿丝带”的兴
起，就是一个范例。

“绿丝带”是一家民间公益组织，2002 年
成立，2013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注册。日常办
公人员只有发起人青年女教师李宝宝等 3 个
人，虽然人少，能量可不小。今年 3 月，“绿丝
带”先后组织植绿文昌湖、植绿齐都等三次大
规模公益植树活动，共种植养护 8300余株各
类树木。2002 年至今，“绿丝带”组织志愿者
植树已达 4 万棵，此外，还举办“自然课堂”、

“绿色讲堂”、“快乐星期三”等绿色公益讲座
百余期，为 7600 余人次提供绿色公益培训。
目前，“绿丝带”在淄博市各区县建立了 10 个
志愿者联络站，拥有 50 余名骨干志愿者，并
发展成为拥有 2000 余名注册志愿者的专业
型公益组织。

李宝宝说，“绿丝带”的梦想是：用行动影
响百万市民，为家乡种下 500 万棵树。淄博
有了这样的“绿丝带”，绿化建设自然事半功
倍了。

文/本报记者 乔金亮

一个曾经污染严重的城市，短短几年实现绿树成荫、天蓝水碧——

淄博：从老工业城市向森林城市嬗变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驱车走在淄博的县镇公路上，满眼都是绿色。自 2012 年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以来，淄博市已完成水系造林 11 万亩，城市重要水源地森林覆盖

率达到 85%以上。

截至目前，淄博市林地面积已达3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7％，建成区

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6.9%和43.4%。林地以每年10万亩的速度、

农田林网以每年8万亩的速度，仍在持续推进。

凝聚起全社会的绿色力量
刘惠兰

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淄博

营造出“爱绿护绿植绿、共建森

林淄博”的浓厚氛围

为确立全社会积极参与绿

化的意识，淄博大力弘扬生态

文化

经过一系列努力全社会牢

固树立起生态文明观，形成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良好氛围

长叶子又长“票子”

“绿丝带”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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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淄博已建成城市公园 41 个、街头绿地游园 176 处，还有绿化广场 235 个，每 500

米服务半径内，一定配套了公园、广场和街头游园绿地。图为淄博人民公园碧波荡漾淄博人民公园碧波荡漾，，

垂柳依依垂柳依依。。

② 淄博构筑起城区、近郊、远山相呼应的城市森林系统，实施森林围城、荒山绿化、

骨干道路绿化等 8 大工程。图为淄博的县镇公路沿线，都建成了宽五六十米甚至上百

米的林带。

③ 淄博城内猪龙河以前很远就能闻到臭气，如今得到整治，河水重新变清了，河两

岸种满树，成为老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地方。

在淄博采访，记者听到三个新名词——“一核
一环”、“八个城市绿色组团”、“三网多点”。这三
个新名词，说的是淄博森林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
规划。

先说“一核一环”：对中心城区大外环区域内
所有山头、水系实施生态修复和景观绿化，大力建
设城市防护林、城市风景林、城市森林隔离带等，
形成林城相依、林带环绕、片林相连、森林围城的
格局。

再看“八个城市绿色组团”：以八个区县为框
架，重点建设环城景观带。根据各建成区的不同
特点，合理配置乔、灌、花、草，打造特点鲜明、功能
突出、生态文化内涵深厚的城市森林体系。

最后是“三网多点”，即：依托路域、水系及农
田，建设路域绿网、水系廊道绿网和农田防护林
网。通过对现有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
及企业、工业园区、村屯等基础设施和绿地进行改
造、完善、提高，建设呈星状分布的多个绿色生态
园区。

空间布局规划如何细化到实际工作中呢？淄
博市决定 2012 年至 2020 年间，实施森林进城、
森林围城、荒山生态修复绿化、骨干道路绿化、
水系绿化和湿地保护、镇村和工业园区绿化、农
田林网建设、林场和森林公园建设等“八大工
程”，建设生态防护、林业产业、生态文化“三
个体系”，提升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森林资源管理和执法“三个能力”。

文/本报记者 张 雪

淄博的三个

新名词

图说城市 ▲

▲

①①

②②

③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