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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系统）认
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推进“四个着力”，组织动员全
社会力量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国土
绿化事业取得了新成绩。全国完成造林
678.8万公顷，森林抚育836.7万公顷。

一、全民义务植树深入推进

各级领导率先垂范。4月5日，习近平、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群众一
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植
树时强调，发展林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义务植树，身体
力行在全社会宣传新发展理念，发扬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精神，多种树、种好树、管好
树，让大地山川绿起来，让人民群众生活环
境美起来。开展了以“保护发展森林，共享
绿水青山”为主题的国际森林日植树纪念
活动。组织共和国部长植树活动，举办“全
国人大机关义务植树”“全国政协机关义务
植树”“将军义务植树”等活动。各地、各级
领导以身作则，为适龄公民履行植树义务
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组织发动广泛深入。全国绿化委员会召
开第34次全体会议，汪洋副总理主持会议并
作重要讲话，安排部署“十三五”时期和2016
年国土绿化工作。表彰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388个、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929名、全国绿
化先进集体300个、全国绿化劳动模范141
名、全国绿化先进工作者148名。创建全民
义务植树网（www.yiwuzhishu.cn），推行

“互联网+义务植树”试点。北京、河北、山西、
吉林、浙江、河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
州、甘肃等省（区、市）召开造林绿化和生态
建设工作会议等，出台扶持国土绿化的相关
政策和文件。内蒙古、黑龙江、上海、山东、安
徽、福建、江西、新疆、云南、陕西、青海等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森工
集团在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政府网站
开设专栏专版、播放专题节目、播发公益广
告等，广泛深入开展宣传。

活动形式务实丰富。贵州省组织春节后
上班第一天植树活动，全省120万人参加，
植树896万株。北京市开展5大类、18种尽责
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全年认建认养绿地
583公顷，募集资金近8000万元。天津市组
织“海外人才友谊林集中植树活动”。辽宁省
利用省妇联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广泛征集
妇女及志愿家庭参与植树绿化。广东省梅州
市开展绿满梅州活动。海南省文昌市组织营
造“巾帼林”“共青团林”。江苏、山东、湖北、重
庆、西藏、宁夏、海南等省（区、市）开展了多
种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

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迅速开展

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印发《全
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2016-2020年）》。国
家林业局召开全国加快推进国土绿化现场
会，部署今后一个时期国土绿化工作，推进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新版《造林技术规
程》出版发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率先突
破，完成京津保生态过渡带建设 6.7 万公
顷，高标准实施2022年冬奥会赛事核心区
绿化工程。河北省完成造林34.8万公顷，是
近年完成最多的一年。四川省启动“大规模
绿化全川行动”，完成营造林任务是国家计
划的两倍。重庆市实施三峡水库生态屏障
区及重要支流植被恢复项目，长江两岸森
林覆盖率达到 49%。广东省持续开展生态
景观林带、森林进城围城等重点工程建设，
新建、完善生态景观林带1658公里，新建森
林公园265个。安徽省继续开展“创新型生
态强省建设·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海南
省实施“绿化宝岛”大行动。吉林、贵州、广
东等省将造林绿化任务完成列入政府考评
范围。辽宁、江西、宁夏、陕西等省（区）推行
造林绿化目标责任制。山西、广西、河南、福
建等省（区）开展专项督查，确保造林质量。
湖南省郴州市研发完成“互联网+营造林”
管理信息系统，精准提升营造林质量。

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稳步实施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完成造林 25.6
万公顷，中幼龄林抚育 175.3 万公顷，后备
森林资源培育 12.1 万公顷，有效保护森林
1.15 亿公顷。全面停止天保工程区外所有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江西、湖北、云南
等重点省区集体和个人天然林停伐补助试
点。退耕还林工程新增退耕还林还草任务
100.7 万公顷，完成造林 79.6 万公顷，累计
下达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 200.7 万公
顷。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完成造林 25.1 万
公顷，工程固沙 9800 公顷。三北及长江流
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工程完成造林 117.3
万公顷。正式颁布实施《防护林造林工程投
资估算指标》。国家储备林建设完成建设任
务82.5万公顷。

四、部门绿化工作亮点纷呈

2016 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

36.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3.5平方米。
城市建成区绿地达 197.1 万公顷，城市公
园绿地达64.1万公顷。

完成公路绿化里程 10.3 万公里，截至
2016 年底，国道绿化里程 26.5 万公里，绿
化率86.9%；省道绿化里程22.6万公里，绿
化率81.3%；农村公路绿化里程206.5万公
里，绿化率59.9%；各类专用公路绿化里程
3.6万公里，绿化率63.8%。

铁路沿线新栽植乔木 234.4 万株、灌
木 571.3 万穴，完成运营铁路绿化里程 4.6
万公里，线路可绿化地段绿化率达83.3%。

水利系统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5.4万
平方公里，实施封育保护1.6万平方公里。

农垦系统新建农田林网9730公顷，绿
化垦区矿山 184 公顷、庭院 7110 公顷、道
路2901公里、江河沿岸614公里。

教育系统因地制宜地开展校园绿化，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绿化用地面积占学校总
面积比例达22.9%。

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深入推
进“生态型、节约型、功能完善型”机关庭院
绿化建设，新栽、更新乔灌木 79.3 万余株，
新增、改建绿地面积49.7万余平方米。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兵力 60 余万人
次、动用机械车辆 2.5 万余台次，造林绿化
面积 5300 公顷。武警部队按照“武化、绿
化、正规化”营区环境建设要求，提高营区
绿化美化水平，全年种植乔灌木约30万株。

共青团组织积极动员青少年参与国土
绿化和国家生态建设，全年各级团组织动员
青少年参与植树护绿活动共424.1万人次。

中国石油系统栽植乔灌木 388.9 万
株，矿区绿地达 2.9 万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26.9%。中国石化全年绿化面积 3200 余公
顷，所属企业绿化覆盖率达到35%。中国冶
金系统大多数成员单位厂区绿化覆盖率达
40%以上，大多数矿山企业绿化覆盖率达
35%左右。

五、乡村绿化建设步伐加快

各地加大乡村绿化美化力度，绿化规
模和水平大幅提升，村容村貌显著改善。吉
林省实施“绿化美化村屯，创建绿色家园”
行动，建设高标准绿化美化示范村 50 个，
新增绿化面积 186 公顷。北京市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完成村庄绿化362个，创建首都
绿色村庄 50 个，评选“美丽乡村”300 个。
重庆市创建“绿色新村”，评选绿色新村10
个，每村奖励 30 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开
展“美丽广西·生态乡村”村屯绿化专项活
动，建设自治区级绿化示范村屯 5000 个
和一般绿化村屯 6.92 万个。湖南省新增村
庄绿地面积5.8万公顷，316万农户在房前
屋后栽植珍贵树木6874万株。广东省建成
绿化美化村庄2609个，其中省级乡村绿化
美化示范点 227 个。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完成村庄绿化1490个，累计已完成绿
化的村庄数占全市村庄总数的72%。

六、林业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出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选聘办法》，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20 亿
元，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28.8 万名，精准带动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108 万。组织培训林农 899.6 万人次。建设
名优经济林示范基地 264 个，认定第二批
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35个。举办第九届中
国竹文化节、第十八届中国国际花卉园艺
展览会等重大活动。印发《竹产品分类》《花
木栽培基质》《刺槐能源林培育技术指南》
等标准规范。发布《2016 全国花卉产销形
势分析报告》。截至2016年，全国经济林面
积达3588万公顷，各类经济林产品总量达
1.7 亿吨，经济林种植与采集业实现产值
1.2 万亿元。花卉种植面积 129.2 万公顷，
鲜切花产量 183.6 亿支，花卉种植业实现
产值2106亿元。全国依托森林旅游实现增
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5万户，年户均增
收 3500 元。落实 2016 年国有林场危旧房
改造任务 6505 户，国有林场 55 万户危旧

房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七、防沙治沙稳步推进

完成防沙治沙192.9万公顷。印发《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新增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区试点县10个，试点县总数已
达71个，封禁保护总面积133.2万公顷。《国
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年）》，批
复国家沙漠公园15个，国家沙漠（石漠）公园
总数达70个。举办了世界防治荒漠化日全
球纪念活动暨“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高级
别对话，发布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
同行动倡议》成果文件。岩溶地区石漠化综
合治理工程完成造林29.4万公顷。启动岩溶
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二期工程。

八、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野生动植
物管理不断加强

新建自然保护区 73 处，面积 122 万公
顷。积极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大熊
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获中
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继续对 100 余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组织实施野外巡
护、栖息地维护改造、救护繁育活动。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成立了打击野生
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全
国开展“清网行动”。几乎全部停止象牙及
其制品进口。全国共人工繁育大熊猫40胎
64只，成活54只（含境外）。

九、湿地保护管理力度明显加大

出台了《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退
耕还湿实施方案（2016—2020 年）》《甘
肃、宁夏等地湿地产权确权试点方案》。启
动实施湿地保护大项目建设试点、湿地生
态效益补偿试点和退耕还湿试点等。新批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134 处，新增湿地保
护面积24.5万公顷。开展长江经济带15处
重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功能和价值评价。
举办第十届国际湿地大会、中美自然保护
研讨会等会议。

十、草原建设持续推进

印发《推进草原保护制度建设工作方
案》。启动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试点工
程，现代种业提升工程草种项目等。草原生
态补奖政策实施范围新增河北张承地区 6
县。退牧还草、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草地治
理等工程增加储黑土滩治理、毒害草退化
草地治理、草种基地建设等内容。新增草原
围栏 299.3 万公顷，完成退化草原改良
312.7 万公顷，建设人工草地 1307.9 万公
顷，实施草原禁牧 1.05 亿公顷，草畜平衡
1.7亿公顷。2016年，全国天然草原鲜草总
产量达 10.4 亿吨，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54.6%，全国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势头
得到有效遏制，重大生态工程项目区草原
植被状况明显改善。

十一、森林经营力度不断加大

国家林业局召开全国森林质量提升工
作会议，对“十三五”和今后一个时期森林
质量提升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印发《全国森
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省级森林
经营规划编制指南》。调整成立了国家林业
局森林经营工作领导小组。布设森林抚育
成效监测固定样地 400 余组。完成全国森
林经营样板基地建设中期评估。举办森林
经营管理技术人员师资和检查人员培训班
五期，培训500余人。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
组织亚太林委会等多边合作，启动第二轮
中美森林健康经营合作项目，举办第26次
蒙特利尔进程成员国工作组年会。

十二、林木种苗与森林公园建设
蓬勃发展

生产可供造林绿化林木种子 3500 万
公斤，苗木 410 亿株，其中林木良种 1100
万公斤，良种苗木130亿株。林木种苗质量
抽查合格率保持在 90%左右。截至 2016

年，全国共审（认）定林木良种 6600 多个。
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林木目录（第
二批）》。印发《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管理办
法》《林木种质资源普查技术规程》《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档案管理办法》。启动国家林木种质
资源设施保存库（主库）建设，公布第二批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86处。启动全国林木
种质资源保护工程项目和林木种质资源监
测体系工程项目。新建国家级森林公园 21
处，年接待森林旅游人数超 8.3 亿人次。举
办中国森林旅游节，认定全国森林旅游示
范市、示范县36个。

十三、森林、草原保护持续加强

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在
内蒙古阿尔山开展国有森林资源有偿使用
试点工作。国家林业局15个派驻森林资源
监督机构共督查督办案件3180起，处理各
类违法违纪人员 2660 人，收回林地 2046
公顷，罚款（金）2.25亿元。开展“净网行动”

“严厉打击非法占用林地等涉林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等，办理森林和野生动物刑事案
件近3万起、行政案件近19.5万起，收缴林
木木材 23.7 万立方米、野生动物 57.5 万头

（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54.3 万人
（次），涉案金额26.4亿元。全年全国各类草
原违法案件发案1.57万起，立案1.54万起，
结案1.5万起，结案率97.4%。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完成
第一批古树名木普查试点。出台《古树名木
鉴定规范》《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连创佳绩。印发
《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2025年）》。发
生森林火灾2034起，受害面积6218公顷，
因灾造成人员伤亡 36 人（死亡 20 人）。与
2015 年相比，火灾次数、受害森林面积分
别 下 降 30.7% 、51.9% ，人 员 伤 亡 上 升
38.5%（死亡人数下降 13%），未发生特大
火灾和重大伤亡事故。发生草原火灾 56
起，受害面积 3.7 万公顷，经济损失 607.3
万元，草原火灾发生次数和受害草原面积
均处于历史低位。

森林、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成效显著。国
家林业局发布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疫区公
告。松材线虫病根除县级疫区9个。完成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作业面积793.3万公顷，主要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4.5‰以下。农
业部发布2016年草原生物灾害发生预测报
告，印发《关于切实做好2016年草原鼠虫害
防治工作的通知》。及时发布草原牧区旱灾
信息，支持受灾地区加强饲草料收储调运。
共防治草原鼠害面积617.3万公顷，其中生
防比例达到82%；防治草原虫害面积495.7
万公顷，其中生防比例达到59%。

十四、国土绿化政策机制逐步完善

国有林场和林区、集体林权制度等改
革力度持续加大。国家批复了省级国有林
区和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北京、宁夏、
湖北等 7 省（区、市）已基本完成市县改革
实施方案审批。宁夏、湖南等省（区）出台国
有林场编制核定指导意见；重庆、山西等省

（市）化解国有林场金融债务近 2 亿元；青
海、广东等省开展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立法
保护、管护绩效考评、林地落界确权等工
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集体林权
制度的意见》。截至2016年，全国集体林权
流转 1886.7 万公顷，建立县级以上林权管
理服务机构 1800 余个，成立家庭林场、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18.4万个。

国土绿化政策扶持和激励机制不断完
善。印发《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专项
规划。出台《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
林业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中央林
业投入 1133 亿元，与 2015 年同口径相比
增长19%。林业重点生态工程人工造林、封
山育林、飞播造林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
500元/亩、100元/亩和160元/亩。国有林
管护和补偿标准由每年每亩 6 元提高到 8
元。2016-2018 年营造林生产计划，一次
性下达三年滚动实施。国家林业局与国家
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签署合作协
议，贷款期限可达 30 年，中央财政按现行
政策给予贴息支持。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
合作协议，设立 1000 亿元林业产业发展
投资基金。全国森林保险签单面积 1.4 亿
公顷，提供风险保障 1.2 万亿元。2016 年，
中央财政安排草原补奖政策资金 187.6 亿
元。新一轮退耕还草补助标准从800元/亩
提高到 1000 元/亩。河北省成立林业生态
建设投资公司，四川省设立国土绿化公益
基金，拓宽造林投融资渠道。安徽、福建、广
东等省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补助标准，
推动国土绿化建设。

2016 年国土绿化工作虽然取得了显
著成绩，但仍然面临着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步伐需进一步加快，义务植树尽责形式
需进一步拓展，乡村绿化美化水平需进一
步提升，国土绿化成果需进一步巩固，各级
绿化委员会成员单位之间需进一步加大协
调力度等困难和挑战。

备注：公报中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据，
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省。

2016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摘要）
（2017年3月11日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今年3月12日和
3 月 21 日，是第 39 个
中国植树节和第 5 个
国际森林日。日前，记
者就推进国土绿化、
维 护 生 态 安 全 等 问
题，采访了全国绿化
委员会副主任、国家
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记者：刚刚过去
的一年，林业工作实
现了“十三五”良好开
局。请您介绍一下推
进国土绿化和生态安
全的进展情况。

张建龙：森林关
系国家生态安全，要
着力推进国土绿化，
着力提高森林质量，
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
设，着力建设国家公
园。在过去的一年间，
我们把落实“四个着
力”作为推进林业现
代化建设、维护森林
生 态 安 全 的 根 本 任
务，全力抓好落实,有
力地促进了增绿增质
增效。

围绕扩面增绿，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和
生态修复。2016年全
国完成造林 1.02 亿
亩，超过3年滚动计划
年均任务。重点沙区
开展灌木林平茬抚育
试点，新增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试点县10个。
湿地保护得到加强，恢
复退化湿地30万亩，
退耕还湿20万亩。

围绕提质增效，
全面加快森林经营和
产业发展。2016 年
新增 5 个森林经营样
板基地，完成森林抚
育1.26亿亩，建设国家储备林1237万亩。大力发展
林业产业，推动产业转型，电子商务、森林康养体验
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优质林产品生产能力和林业产
业效益稳步提升。

围绕护绿护生态，全面加强资源管护和自然保
护。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保护和管理，努
力减少生态资源损失，遏制生态退化和破坏。天然
林保护实现全覆盖，商业性采伐全面停止。完成了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以及东北虎豹、大熊猫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新增林业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16 处、国家森林公园 21 处、国家沙漠公园 15 处、
国家湿地公园134处。

记者：当前我国正在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林业部门采取
了哪些措施来服务和推动三大战略发展？

张建龙：一是系统规划，全面部署。举办了“一
带一路”防治荒漠化高级别对话活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生态率先突破推进会、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林业工作会议。编制了一系列专项规划，包括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防沙治沙工程建设规划，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长江经济带的森林和湿
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等。

二是明确目标，落实任务。明确提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生态修复和重建，着力构建点线片面相结
合的固沙阻沙屏障。京津冀建设绿屏相连、绿廊相
通、绿环相绕、绿景相嵌的多层次绿色生态屏障。实
施长江流域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使之成为我国
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和创新驱动带。

三是突出重点，率先突破。“一带一路”防沙治沙
坚持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相结合，生态修复和人工治
理相结合，加强固沙治沙、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沙漠
公园建设、示范点建设。京津冀林业生态建设坚持
问题导向，重点在优化生态空间、建设环首都国家公
园体系等7个方面取得突破。实施长江流域林业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着力开展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修复3大行动，重点抓好森林资源保护、沿江绿
色屏障建设、退化林修复等9项工作。

记者：下一步林业建设和生态保护要突出抓好
哪些工作？

张建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推进林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维护国家森林生态安全
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生
态状况，不断提升生态产品和林产品供给能力。

突出“四个着力”，加快推进造林营林。开展大
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三北”防护林、新一轮退耕
还林等重点工程建设，深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和部
门绿化。推进森林进城，使城市适宜绿化的地方都
绿化起来；推进森林环城，构建环城市的森林生态屏
障；推进森林乡村建设，打造乡风浓郁的森林小镇；
推进森林城市群建设，扩大城市间的生态涵养空间。

突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林业改革。
落实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国有林区林场改革的
意见和方案，抓好集体林权制度和国有林区林场的
改革。制定国有森林资源有偿使用方案、林业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补偿
机制。启动东北虎豹、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
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突出共抓大保护，全面保护生态资源。划定并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森林、湿地、沙区植被和野
生动植物等生态资源的保护。加强林业执法和监
管，加强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维护生态资
源的安全和健康。

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林业产业。
加快发展森林旅游、经济林、竹藤花卉、林下经济等
绿色富民产业。推动生物药材、生物质能源等特色
产业基地建设以及森林体验、康养等新业态发展。

推进国土绿化

维护生态安全

—
—

访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本报记者

黄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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