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规划绘蓝图

郑州在森林城市建设中，坚
持规划先行，致力于把郑州打造
成为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
一体、生态宜居的现代化都市。

河南省郑州市地处中原，北临黄河，
西依嵩山，东接黄淮平原，位于黄河中下
游的分界处。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
少雨、干旱、多风沙。干旱缺水、缺林少
树，成为影响郑州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绵绵的黄河沙丘和光秃秃的邙山成了两
大风沙源。每到冬春干旱季节，大风裹着
黄沙，给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为改变这种面貌，新中国成立后，郑
州历届党委、政府带领全市人民，造林绿
化，植花种草，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为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郑州赢得了“绿城”的
美誉。然而，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郑州城
市绿化率不升反降。

郑州市委、市政府认真汲取经验教
训，着眼于恢复“绿城”面貌，先后实施了
一批重点造林绿化工程。2003年 6月，中
央《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发布后，郑
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抓住机遇，用 10 年时
间，在城市周边营造百万亩森林，把郑州
建设成为“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山水融
合、城乡一体”的森林生态城市。2011 年
底，郑州市委、市政府又决定，在森林生态
城建设的基础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把
郑州打造成为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
一体、生态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区。

郑州市森林城市建设始终坚持规划
先行。规划怎么制定呢？

早在 2003 年，郑州决定建设森林生
态城市之后，就委托国家林业局华东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编制了《郑州森林生
态城总体规划（2003—2013）》，设计了

“一屏、二轴、三圈、四带、五组团”的总体
布局。

2011 年，郑州决定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之后，又委托国家林业局华东林业调查
规划设计院编制了《郑州市森林城市建设
总体规划（2010—2020）》，确立了“让森
林拥抱城市，让市民走进森林，让绿色融
入生活，让健康伴随你我”的建设理念，勾
画了“一核、二轴、三环、四带、五园、六城、
十组团、多点、多线”的森林城市布局。“一
核”，是以森林生态城 2896 平方公里建设
区域为核心。“两轴”，是指沿主城区规划

的东西、南北两条城市发展轴建设森林主
轴线。“三环”，是依托四环快速路、绕城高
速公路和规划中的大外环路建成 3 个环
形生态廊道体系。“四带”，是沿南水北调
总干渠、贾鲁河水系、沿黄快速通道、郑登
快速通道“两河两路”，建成 4 条大尺度生
态景观防护林带。“五园”，是 5 个分别位
于南、北、东、西、中的特色森林生态文化
园。“六城”，是 6 个融合发展的县级森林
城市。“十组团”，是指规划建设中的 10 个
新区。“多点、多线”，是指多个森林公园和
多条生态廊道。

郑州市政府依据规划分解下达年度
目标任务，市、县、乡三级政府加大投入，
扎实推进，确保了规划落到实处。

十个工程添新绿

郑州实施了森林组团建设、
生态廊道绿化、林业生态乡村建
设等十大工程，形成了具有中原
地域特色的园林绿化体系。

站在郑州市区西南角的树木园瞭望
塔上，只见林海无边无际。仅这一片林
子，面积就达 13.5 万亩。以前，这里都是
黄土旱地，广种薄收。后来，政府按每年
每亩 800 元的标准，从农民手里流转过
来，全部种上生态树木。如今，绵绵的黄
土高坡变成了遮护郑州城区的绿色屏障，
农民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也纷纷致富。

郑州树木园是城区近郊西南、西北森
林组团 15.6 万亩集中连片重点生态林区
的一部分，而西南、西北森林组团仅是郑
州森林组团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近年
来，在森林城市建设中，当地实施了森林
组团建设、生态廊道绿化、林业生态乡村
建设、城市绿岛建设、森林质量提升等十
大工程。

郑州按“公交进港湾，辅道在两边，骑
行走中间，休闲在林间”的建设理念，高标
准建设了 2083 公里的乔灌花、四季青、多
景观、多功能的生态廊道，绿化面积达
1.28 亿平方米；建成林业生态乡（镇、街
道）40 个，建成林业生态村（社区）590 个，
在全市平原农田营造了高标准防护林网
10.77 万公顷，呈现出田成方、林成网、路
相通、沟相连的农田林网建设景观；通过
规划建绿、拆迁增绿、沿河布绿等形式，实
施道路绿化、单位绿化、住宅区绿化、公共
用地绿化、公园建设等城市绿岛建设工
程，城区绿地总面积达到 1.4 万公顷，满足
了市民出门 500 米有休闲绿地的日常游

憩需求，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具有
中原地域特色的园林绿化体系；编制了

《郑州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建立了郑
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黄河湿地公园、
郑州石榴大枣种质资源保护小区、雁鸣湖
生态文明示范园。

五个产业增效益

郑州在植树造林的同时，重
点发展苗木花卉、特色经济林、
森林旅游、林下经济和林产品加
工等五大产业，经济效益显著。

郑州大力植树造林，城市绿了，生态
收益丰厚，直接经济效益也很可观。

郑州市结合本地实际，重点发展苗木
花卉、特色经济林、森林旅游、林下经济和
林产品加工等五大产业。目前，全市苗木
花卉种植总面积 2801.26 公顷，年产各种
苗木花卉 8183.78 万株，苗木自给率达
95%。名特优新经济林面积达 4 万公顷。
新郑大枣、荥阳河阴石榴、二七区的葡萄、
巩义的南河渡石榴、新密的蜜香杏、登封
的嵩山核桃、管城区的鲜桃，都已成为全
省乃至全国的知名特产。

以生态文化为主线、以历史遗存为基
础，依托各类森林公园和现有的森林资
源，郑州发展起来的森林旅游产业，去年
吸引游客超过 800 万人次。2013 年，全
市林下养殖规模达 55.68万头。

随着郑州市经济林面积的迅速扩张，
林产品加工业也被带动起来，拉长了产业
链条，提高了附加值。目前，全市有规模
以上林业企业 106 个。“好想你”枣业、郑
州兴旺木业等 22 家企业，已成长为国家
和省级行业龙头。

为了进一步调动市民爱绿、植绿、护
绿、兴绿的积极性，郑州市以举办大枣节、
石榴节、樱桃节、葡萄节等森林文化节庆
为载体，繁荣各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文化；
以城市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为依
托，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促进森林文
化健康发展；通过组织创森知识竞赛、书
画摄影比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
举办林业科技活动周、爱鸟周、生态科普
活动日，增强森林文化的渗透力。

截 至 目 前 ，郑 州 市 林 地 面 积 已 达
23.69 万公顷。据河南省生态林业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测算，2013 年度，郑州市林业
生态效益总价值已达 438.17亿元。

如今的郑州，生态环境实现了质的提
升，成为当之无愧的“绿城”！

短短十年间，郑州城市生态环境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何变化这么

大？除了上下各方共同努力之外，创新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先看林业发展理念的创新。郑州用

园林的理念发展林业，提升林业发展质

量，从而转变了过去粗放式造林的方

式，是创新。造一片林就形成一处景

观、一座公园，并且运用园林精细化管理

模式管理林业，提高造林管林质量，确保

造林成果。

用产业的理念发展林业，提高林业

的经济效益，确保林农得到更多的实惠，

是创新。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林业，发挥林

业的生态文化功能，让人们共享生态文

明成果，是创新。当地林业部门的同志告

诉市民，地球生态系统包括陆地生态系

统和海洋生态系统，森林占了陆地生态

系统的三分之二。用大生态的理念发展

林业，确保林业可持续发展，也是创新。

再看投入机制创新。为了拓宽融资

渠道，郑州市林业局成立了国有独资公

司，通过财政担保贴息，融资林业建设资

金 17.5 亿元。通过“四荒”承包、租赁、股

份合作等形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林业

建设。鼓励以森林资源入股方式参与旅

游风景区开发，以林地入股森林公园建

设。出台了《郑州市林木绿地认建认养

办法》，组织开展了绿地和树木认建、认

养、认管活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极大地调动了全民参与林业生态建设和

森林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造林机制也尽显创新。郑州市按照

“组织形式多样化，栽植模式科学化，质

量监督统一化，市县活动一体化”的要

求，采用工程管理模式组织造林，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工程专业队栽植。坚持“植

树造林，水利先行”，注重水利设施配套，

基本做到了林造到哪里，水利设施就配

套到哪里。在栽植树种选择上，突出生

态树种，加大了常绿树种在造林中的比

例，采用多树种混交的栽植模式，在科学

防治森林病虫害的同时，也增强了生态

防护功能及景观效果。

积极探索补偿机制创新。郑州市研

究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按不同工

程、不同区段和不同树种，分别给予林农

每亩每年 230 元至 2000 元的补偿。去年

以来，又积极探索市级公益林补偿机制，

制定补偿办法，探索通过财政投入、碳汇

市场交易、碳排放企业交纳和社会捐赠

等形式，筹集补偿资金，用于市级生态公

益林补偿。补偿机制创新维护了林农种

树的长期利益，极大地降低了管护难度。

有了这一系列的创新作保障，郑州

城市生态环境得以迅速改善，就不足为

奇了。

大都市能否同时拥有大森林？能，郑
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在郑州城区西部近郊，有一大片森
林。漫步林间，感觉就像置身东北林海。
这是郑州市在城区近郊的西南、西北，重
点建设的集中连片生态林区，总面积达
15.6 万亩。西南重点林区覆盖 4 个县区 5
个乡镇 41 个行政村，面积 13.5 万亩，为
2009 年建成。西北重点林区位于荥阳市
广武镇境内，覆盖 8 个行政村，2008 年 1
月启动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造林面积
2.1万亩。

据了解，最近 10 年间，郑州市在这里
人工植树 1771万株，打灌溉机井 23眼，铺
设地埋式管道 90 公里，修建林区道路 97
公里，财政总投资达 8.1 亿元。鉴于林区

与村庄混杂、人员活动频繁，林业部门又
组建了近 300 人的管护队伍，形成了“群
众广泛参与，护林员定点管护，巡防队重
点巡逻，森林公安重拳出击”的多层管理
模式。

在郑州连片生态林区中，有一个花卉
苗木博览园，占地 800 亩，布置展园 49
个。人们可同时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气
候带植物的不同特色，移步换景，美不胜
收。郑州花卉苗木博览园以景区低碳节
能为亮点，不仅改善郑州西南地区的环
境 ，也 是 郑 州 西 南 地 区 一 道 靓 丽 的 风
景线。

现在，郑州核心林区工作重点已由大
面积工程造林进入全面的生产管理阶
段。城郊大森林将郑州紧紧护住，多年来

的风沙灾害，就这样被制服了。
为了让人们走进森林、享受绿色，郑

州市利用现有森林资源，规划建设了 100
个森林公园，并免费向公众开放。目前，
郑州市已建成各类森林公园 63 处，其中，
国家级森林公园 2 处，省级森林公园 12
处，市级森林公园 7 处，改造提升、新建森
林公园 42 处，都市区森林公园体系已初
具规模。

同时，郑州充分挖掘森林的生态功
能、生活功能、旅游功能、文化功能、健身
功能，在森林公园和 2000 多公里的生态
廊道林带内配套建设自行车道、人行道、
公交站、健康港和休闲驿站，给人们走进
森林、享受绿色、丰富生活、健身娱乐提供
便利条件。

在干旱少雨的北方，有一处湿地，碧波荡漾，
莲叶接天，不是江南，胜过江南。它就是河南新郑
的轩辕湿地。

新郑在上古称为“有熊”，相传轩辕黄帝在此
出生，并筑城建都。轩辕湿地即因轩辕黄帝而得
名。今天，这里已被建成轩辕湖湿地文化园。园
区位于黄水河轩辕水库至郑风苑景区 3.1 公里河
道区域内，占地 1200 亩，其中水面 700 亩，绿地
500 亩，是以黄水河为支撑、两岸绿地为构架的城
市滨水园林。

近年来，新郑市把历史文化融入到森林城市
建设中，轩辕湖湿地文化园以生态功能为核心、历
史文化为脉络，自黄水河中华北路桥沿河而下，布
置了溱水新滨、云栖花影、三岛临鹤、疏岛环径、溪
亭日暮、凝霞广场等 8 个景点，其间辅以青碧畅通
的观光航道，实现游憩线路一线贯穿。园区种植
了银杏、香樟、桂花等 105 种 11 万余株乔木、灌
木。沿河设计建设有春、夏、秋、冬四个主题公园，
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时已初秋，园里依然草木葱茏，绿意盎然。碧
水绿树间，廊道萦回，亭台相望。人们三五成群，
或歌舞弹唱，或闲谈漫步。轩辕湿地不是江南，真
的胜过江南！

（杜 芳）

郑州：绿城今更绿
本报记者 张 雪 黄俊毅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

簸自天涯。河南省郑州市北

临黄河，尽得黄河之利，也尽

得黄河之害。一段时间以来，

这里黄土漫漫，风沙侵袭。

如今，郑州森林覆盖率达

33.36% ，城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40.5％，人均公共绿地达 11.25

平方米，成为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十佳

绿 色 城 市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

城市。“绿城”郑州焕发出新的

光彩。

创新推动
城市变绿

肖 力

用 园 林 的 理 念 发 展 林

业，提升林业发展质量；用

产业的理念发展林业，提高林

业的经济效益，确保林农得到

更多的实惠；用文化的理念发

展林业，发挥林业的生态文化

功能，让人们共享生态文明成

果；用大生态的理念发展林

业，确保林业可持续发展。这

些创新使郑州城市生态环境

得以迅速改善。

大都市有大森林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大都市有大森林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轩辕湿地胜江南轩辕湿地胜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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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郑新快速路生态廊道。

郑州市轩辕湖湿地。

郑州市苗木园的现代化温室内，经销商正选

购红掌花。

郑州市区美丽景色郑州市区美丽景色。。 周长剑周长剑摄摄

郑州城区西南郊昔日的黄土荒坡如今都已种

上树，林海无边无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