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快林业发
展、推进生态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我国林业生态建设取
得了一系列喜人成就，奏响了绿色
发展凯歌，谱写了生态文明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林业生态建设取得一系列喜人成就——

在神州大地书写绿色诗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量将明显提高，居民生态文明意识将明显提升。”国
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说。

荒漠治理造绿洲

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加快林业发展、推进生态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要
求，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林业生态
建设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5 年来，我
国林业生态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喜人成就，奏响了绿
色发展凯歌，谱写了生态文明新篇章。

绿水青山美中国
2015 年 4 月 1 日，西起大兴安岭，东到长白山
脉，北至小兴安岭，绵延数千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里，
千百年来“叮叮”不绝的伐木声同步戛然而止。东
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商业性采伐宣告全面停止，
标志着我国重点国有林区从开发利用转入全面保护
发展的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快绿色发展拉开了新的大幕。
我国分三步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2015 年全
面停止内蒙古、吉林等重点国有林区商业性采伐，
2016 年全面停止非“天保工程区”国有林场天然林
商业性采伐，2017 年全面停止全国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全面叫停，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生态建设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林业改革的
一项举措。
5 年来，林业改革全面推进。2015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
改革指导意见》；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这是我国林业改革

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国有林场改革扎实
开展，改革把握了国有林场公益事业性质的取向，将
95%的国有林场定为公益事业单位，并做到了事业
编制明确到位、财政预算保障到位。国有林区改革
全面启动。
5 年来，林业生态建设扶持力度显著加大。国
家相继出台了林木良种、造林、森林抚育、退耕还湿
等补贴政策，提高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国家级公益
林、造林投资等补助标准，新增退化防护林改造投
资，林业公共财政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5 年来，生态修复与治理取得新突破。坚持大
工程带动，实施了新一轮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重
大生态修复工程，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启动实施了一批新的生态修复
工程，全面启动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5 年来，自然保护得到明显加强。划定并严守
林地和森林、湿地、物种、沙区植被 4 条生态红线。
严格实行林地用途管制和森林采伐限额，严厉打击
毁林开垦、非法侵占林地、乱砍滥伐林木等违法行
为，严防森林火灾和林业有害生物危害，切实减少了
对森林资源的消耗和破坏。

森林城市成名片
山东省潍坊市双王城，地处渤海莱州湾南岸滨
海盐碱地带，以前十几里难见一棵树。经过林业部
门大力种植白蜡、速生杨等乡土适生树种，如今这里
草木葱茏，成为滨海国家湿地公园。

“森林城市”建设是推进城乡生态建设、提升社
会生态福利的创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力推
进“国家森林城市”和“省级森林城市”创建活动，还
鼓励市县同创，促进森林城市建设向基层延伸，全国
掀起了森林城市建设热潮。目前共有 200 个城市参
与“国家森林城市”创建，26 个省份开展省级森林城
市创建活动，比十八大以前增长了一倍以上。5 年
来，国家林业局批准 96 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使
“国家森林城市”总数达到 137 个。
森林城市建设有力地推进了森林资源增长和国
土绿化进程。在森林城市建设中，坚持以森林惠民
为宗旨，以大地植绿、心中播绿为任务，大力推进森
林进城、森林围城、森林连城和森林文化建设，努力
打造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城市风貌，形成植绿、护
绿、爱绿的社会风尚。各地积极推进森林进社区乡
村、进机关学校、进园区厂矿，建设郊野公园和森林
乡村、绿色道路和水系，发展以树木为主体的街头游
园、休闲绿地，改善了城乡人居环境，增加了居民对
绿色健康生活的获得感。5 年来，获得“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的城市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近 15 平方
米，实现出门 500 米能见绿、游憩在林下、休闲进森
林的目标。5 年来，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城
市，生态绿化建设资金投入超过 4500 多亿元，其中
一半以上来自于社会。
“到 2020 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符合国情、类型丰
富、特色鲜明的森林城市发展格局，初步建成 6 个国
家级森林城市群、200 个国家森林城市、1000 个森
林村庄示范，城乡生态面貌将明显改善，人居环境质

入秋后，天空更显澄澈高远。
“现在沙尘天气越
来越少，天越来越蓝了。”在北京大栅栏居住了 70
多年的李夏兴老人感慨道。
北京沙尘天气越来越少，要去北边内蒙
古探寻原因。格什朝格图从小就生活在京津
冀风沙策源地之一的库布其大沙漠里的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道图村，他记得，以前遍
地是黄沙，风裹着流沙遮天蔽日。吃完
一碗面，碗底就能积上半寸沙。去镇上
买根针，需要在沙漠里走一整天。刚结
婚时，为了盖房子，他牵着骆驼，去
40 里外驮砖，整整驮了半个月。如
今，总面积 1.86 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
大沙漠，植被覆盖度已达 53%，成为名
副其实的绿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启动了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五期工程、京
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新一轮石漠化
综合治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持续实施
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
列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对重点地区和薄弱环
节进行科学治理，严格保护沙区植被。5 年来
治理沙化土地 1.26 亿亩，划定封禁保护区保护沙
化土地面积 2000 万亩,沙区植被得到有效恢复和
保护。
各地在沙区造林中，特别注重科技创新，遵循自
然规律，适地适树、以水定林。以库布其为例，在长
期艰苦实践中，探索出一套成熟的治沙方案：乔灌草
相结合，封育、飞播、人工造林相结合，以路划区，分
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2015 年，库布齐沙漠
之城鄂尔多斯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成为轰
动世界的一大新闻。
通过苦干和巧干，过去 5 年，我国沙化土地面积
平均每年净减少 1980 平方公里，荒漠化沙化呈整体
遏制、重点治理区明显改善的态势，实现了由“沙进
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一举扭转
荒漠化趋势，成为世界生态建设史上的奇迹，中国荒
漠化防治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2001 年全国出现沙尘过程 22 次，沙尘暴过程
11 次，而到了 2014 年沙尘天气仅有 7 次。2014 年、
2015 年、2016 年沙尘暴天气过程均不超过 2 次，
2015 年仅有 1 次，为近年来最少。”中国气象局环境
气象中心高工张碧辉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将林业生态建设与精准
扶贫相结合，通过吸纳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建设、发展
林下富民产业，造林护林、生态修复成了群众脱贫致
富的“金钥匙”。新增退耕还林任务的 80%安排到
贫困县，优先安排给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中西部
地 区 选 聘 28.8 万 建 档 立 卡 的 贫 困 人 口 为 生 态 护
林员。
生态美，百姓富，中国林业提交了一份完美的
答卷！

图① 市民和游客在福州市鼓楼区金牛山体育
公园背后森林中的城市休闲绿道上漫步。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图② 河北省围场县郭家湾乡旺水泉村张殿华
老人（右）在森林旅游景区卖花，每天能挣几百元。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图③ 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新疆麦盖
提县，采用滴灌技术种上杨树苗，作为防风林。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图④ 在河南省新县沙窝镇汪冲村，村民在清
除杉树林旁的杂草。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②

③

用科学理论指导林业现代化建设
黄小东
林业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
设重要战略思想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加大工作力
度，加快推进林业改革发展和林业现代化建设，林
业生态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深化改革、资源培
育、生态保护、森林城市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这5年是我国林业建设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
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核心要求是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推动
林业改革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要认真学习
领会和全面把握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改
革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刻理解总书记对林业提
出的新使命、新要求和发展林业的战略意图，切实
增强推动林业改革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主
动性。
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根本任务是用习近平
总书记重大战略思想指导林业改革发展，提高林业

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推进林业改革发展、加
快林业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自然观，坚持节约优先、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须牢牢把
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处理
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必须牢牢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努力增加优质生态产品和林产品供给，满足人
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必须牢牢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按照自然生态的整体
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
素，进行系统保护、宏观管控、综合治理，维护生
态平衡。必须牢牢把握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的
依法治理观，积极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法律体
系，引导和规范各类开发、利用、保护活动。

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基本方法是在把握
大局、服务大局中寻求林业发展新机遇，推动林业
实现更大发展。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大背
景下，我国林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林业发展形势
将会长期利好。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林业现代化建
设是一项艰巨任务，也是一个漫长过程。当前，我
国林业现代化建设正处于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
键阶段，进则全胜，不进则退。林业系统要准确把
握并积极适应这些新形势新变化，用中央最新精神
分析研判林业生态建设的形势与任务，认真研究国
家重大决策部署对林业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深刻影
响，抓住新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积极主动
作为。要坚定信心，以功成不必在我、勇于改革创
新的精神，持之以恒推动林业改革发展。要全面落
实中央强林惠林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林业的制度
体系、政策框架，不断完善林业现代化建设的思路
与举措，推动林业培育新动能、实现新发展，更好
地服务国家大局。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