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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各地、各部门（系统）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美丽中
国为总目标，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态需求为
总任务，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坚持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大
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国土绿化事业取得
了新成绩，全国共完成造林736.2万公顷，
森林抚育 830.2 万公顷，为建设生态文明
和美丽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全民义务植树扎实推进

各级领导率先垂范。3月29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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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要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让人民群众更
好更方便地参与国土绿化，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共享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开展了“共和国部长义
务植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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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森
林日”等活动。各地、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带
头参加义务植树，为适龄公民履行植树义
务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创新丰富尽责形式。全国绿化委员会
印发《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
尽责形式拓展到自然保护、认种认养、捐资
捐物、志愿服务等8类。批复北京、内蒙古、
安徽、陕西等4省（区、市）开展“互联网+全
民义务植树”试点。吉林省网络直播“我为
祖国栽棵树”等活动。上海市举办“园艺进
家庭，绿化美生活”为主题的市民绿化节。
浙江省开展“绿色出行，我为汽车种棵树”

“新植1亿株珍贵树赠苗”等活动。湖北省开
展以“爱我千湖，绿满荆楚”为主题的植树活
动，武汉市提供“一键报名、对点宣传、网状
联动”一站式义务植树网络化服务。山西、
辽宁、江苏、福建、山东、广西、海南、重庆、四
川、贵州、甘肃、青海等省（区、市）创新机制，
开展营建主题林、纪念林，绿地认建认养、参
与宣传科普等多种形式的义务植树。

二、国土绿化行动大规模
推进

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土绿化和森林防
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国土绿
化工作。李克强总理对会议作出重要批
示，强调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扩面提质，深
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加快补齐生态
环境短板，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汪洋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高位推
动国土绿化。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
局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造林绿化工作的
通知》，部署全年造林绿化工作。

国家林业局启动全国经济林产业区域
特色品牌建设试点工作。建设名优经济林

（含花卉）示范基地 354 个，面积 3.4 万公
顷。2017年全国经济林产品产量达1.8亿
吨，经济林种植与采集业实现产值 1.3 万
亿元。国家林业局发布了《中国主要栽培
珍贵树种参考名录（2017 年版）》《林业生
物质能源主要树种目录（第一批）》《2016
年中国经济林发展报告》《林业生物质能源
产业发展模式研究报告（2016年）》。

北京、天津、河北、吉林、江苏、云南、西
藏等省（区、市）党委、政府召开造林绿化和
生态建设会议，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辽宁
省将造林工作纳入省政府对各市政府绩效
考核体系。重庆市印发《关于切实做好今
年秋冬季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西藏自
治区出台《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进国
土绿化的决定》。青海省出台《关于创新造
林机制激发国土绿化新动能的办法》。黑
龙江、上海、安徽、河南、湖南、广东、甘肃、
宁夏、新疆、大连、宁波、厦门等省（区、市、
计划单列市）和龙江、大兴安岭等森工集团
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网站等媒体平台
开展形式各异的绿化宣传。

三、林业生态工程稳步实施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完成造林 26 万
公顷，中幼林抚育155.5万公顷，管护森林
面积1.3亿公顷。新增安排天然林管护补
助资金面积近1333万公顷。退耕还林工
程新增退耕还林还草任务82万公顷，完成
造林91.2万公顷，累计下达新一轮退耕还
林还草任务282.7万公顷。国务院核减云
南等18个省（区）246.7万公顷陡坡耕地基
本农田用于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完成造林 18.5 万公顷、工程固沙
0.7万公顷。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
林体系工程完成造林 99.1 万公顷。完成
国家储备林建设任务68万公顷。

北京市启动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
程。山西省实施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综合治
理等四大重点工程。内蒙古自治区完成重
点区域绿化面积 12.6 万公顷。湖北省开
展绿满荆楚行动，完成造林 16.9 万公顷。
广东省新建生态景观林带 693.7 公里，新

建森林公园165个、湿地公园34个。新疆
实施伊犁河谷百万亩生态经济林建设和生
态修复工程等。

四、部门绿化工作亮点纷呈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推广林荫道路、立
体绿化、绿道绿廊和郊野公园等建设。交
通运输系统全年投入公路绿化资金 89.1
亿元，完成公路绿化里程5万公里。铁路
沿线新栽植防护林乔木 163.8 万株、灌木
819.7万穴。水利系统直属单位全年植树
造林种草1229公顷。农垦系统新建农田
林网865公顷。教育系统组织实施校园绿
化工程，打造“园林式学校”。中央直属机
关新建、改建绿地15.7万平方米，开展庭院
绿化改造补助苗木试点。中央国家机关创
建节约型庭院绿化美化单位。中国人民解
放军义务植树绿化面积约2000公顷，栽种
乔灌树木120余万株用于营区绿化。共青
团举办主题公益健步走、骑行等活动。全
国妇联组织妇女开展“美丽家园”活动。中
国石油系统矿区绿地总面积2.9万公顷，绿
化覆盖率达到27.3%。中国石化系统新增
绿地230公顷。中国冶金系统新增绿地面
积 317 公顷，新增复垦造林面积 263.6 公
顷。

五、乡村绿化建设步伐加快

各地加大乡村绿化力度，改善了农村
地区人居环境。北京市实施村庄“五边”绿
化美化。内蒙古自治区通过“项目购绿”等
措施推进村屯绿化和乡村通道绿化。辽宁
省创建绿化示范村3650个。吉林省创建
绿美示范村屯50个。江苏省印发《绿化与
彩色化、珍贵化、效益化相结合示范村创建
意见》。浙江省新建“一村万树”示范村
233 个。江西省新建乡村风景林示范村
2145个，面积5776.4公顷。山东省创建省
级森林村居500个。河南省实施村镇绿化
工程，绿化面积111万公顷。湖北省建设森
林城镇和绿色示范乡村，完成村庄绿化6.1
万公顷。湖南省打造乡村绿化示范村2654
个。广东省完成绿化美化村庄1986个。

六、林业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下
发《关于开展2017年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的通知》，安排贫困地
区生态护林员中央补助资金25亿元，选聘
生态护林员约37万。国家林业局印发《关
于加快深度贫困地区生态脱贫意见》

《2017—2018年定点扶贫工作方案》，安排
广西龙胜、罗城，贵州荔波、独山4个定点
县中央林业资金 2.6 亿元，6.1 万人脱贫。
国家林业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贫
困林场扶贫工作的通知》。中央财政投入
5.5亿元用于国有贫困林场扶贫工作。召
开全国林业援疆工作会议，国家林业局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业发展银行等签订签署《支持南
疆深度贫困地区林果业提质增效合作协
议》《南疆林果业科技支撑战略合作协议》
等。

七、防沙治沙稳步推进

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221.3万

公顷。国家林业局、外交部、内蒙古自治区
承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
约方大会，习近平主席致贺信，汪洋副总理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作视频致辞。举办第六届库布
其国际沙漠论坛，习近平主席致贺信，马凯
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国家林
业局印发《贯彻落实〈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
复制度方案〉实施意见》《国家沙漠公园管理
办法》，新增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试点县19
个，批复国家沙漠公园33个。岩溶地区石漠
化综合治理工程完成造林27.6万公顷。

八、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向纵
深发展

国家林业局制定《省级森林经营规划
编制指南》《县级森林经营规划编制规范》，
印发《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森林经营
方案编制提纲》《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
森林经营方案审核认定办法》。中央财政
森林抚育补贴面积核实率、作业质量合格
率保持95%以上。国家林业局总结提炼出
50 个主要森林类型质量精准提升技术模
式和多功能全周期森林经营作业法，实施
15 个国家储备林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
项目试点。

九、林业改革稳步推进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出台《关于重点国有林区森工
企业和国有林场金融机构债务处理有关问
题的意见》。24个省（区）完成了市县级国
有林场改革方案的审批，3776个国有林场
基本完成改革任务。截至2017年，出台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文件的省份累计达
24个，确权集体林地面积1.8亿公顷，农民
林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23.1
万个，集体林权抵押贷款累计 4000 多亿
元。中央编办批复建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管理局）。国家林业局编制印发了东
北虎豹、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的
实施方案。

十、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野生
动植物管理更加规范

林业系统新建自然保护区17处，面积
50.3万公顷。国家林业局出台《陆生野生
动物收容救护管理规定》等。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
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4个部委联合印发《全国动植物保护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建 设 规 划（2017—2025
年）》。人工繁育大熊猫 63 仔，成活 58 只

（含境外），全国人工繁育大熊猫种群总数
达到518只。

十一、湿地保护管理力度明
显加大

国家林业局等 8 部门联合印发《意
见》。湿地纳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
核。国家林业局等3部委联合印发《全国
湿地保护“十三五”实施规划》。新增国家
湿地公园试点 64 处，全国总数达到 898
处，新指定国际重要湿地8处，全国总数达
到57处。

十二、草原建设持续推进

全年安排草原补奖资金 187.6 亿元，
落实禁牧面积 8000 万公顷、草畜平衡面
积1.7亿公顷。2017 年，全国草原综合植
被盖度 55.3%，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 10.7
亿吨。草原保护重大工程区草原植被盖度
比非工程区高出15个百分点，单位面积鲜
草产量高出85%。

十三、林木种苗、竹藤花卉
与森林公园建设持续向好

全国年均种子生产量2700万公斤，苗
木410亿株。林木种苗质量抽查合格率保持
在90%左右。国家林业局公布第三批国家重
点林木良种基地70处，审（认）定通过32个
林木良种；新批建国家级森林公园33处，首
批国家森林步道5条。举办2017中国森林旅
游节。全年竹产业产值2109.3亿元，产大径
竹25.1亿根、小杂竹1738.6万吨。花卉产量
352.1 亿支（盆、株），花卉产业实现产值
2281.6亿元。举办第九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第十七届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

十四、森林、草原资源保护
全面加强

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国家林业局出台《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
办法》《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全国共
发现林业行政案件17.3万起，查处16.7万
起 ，涉 案 金 额 17.0 亿 元 。 恢 复 林 地
10160.1公顷，没收木材16.4万立方米，野
生动物 21.7 万头（只）。办理各类涉林和
野生动物刑事案件 3.2 万起，收缴林木木
材5.8万立方米、野生动物28.6万头（只），
涉案价值 17.3 亿元。全国绿化委员会印
发《关于全面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通
知》《关于开展规范树木移植管理和严禁移
植天然大树进城督查工作的通知》。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成效显著。2017年
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3223起，受害森林面
积2.45万公顷，因灾造成人员伤亡46人。
全国县级以上草原防火机构达1148个，应
急队伍7000余支，专兼职扑火人员19万余
人，年均出动火灾隐患排查人员近2万人
次，火灾24小时扑灭率保持在95%以上。

森林、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成效显著。
国家林业局依法查办检疫刑事案件4起。
国家林业局与国家质检总局启动“林安”联
合专项执法行动。全国主要林业有害生物
成灾率控制在4.5‰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
到85%以上。草原鼠害、虫害的绿色防治
比例已分别达到80%和50%。

十五、国土绿化政策机制逐
步完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国家开
发银行、中国农发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利用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推进林业生态建
设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委联
合印发《林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财
政部、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林业改革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国有林管护费和公益林补
偿补助由2016年的8元/亩提高到10元/
亩，中央财政安排补偿资金175.8亿元，用
于 0.9 亿公顷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全国森
林保险签单面积 1.4 亿公顷，签单保费
28.0 亿元。国家林业局与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同推动项目评审落地
实施，截至2017年底国家储备林等林业项
目获得授信超过1100亿元，实现放款384
亿元，其中2017年放款232亿元。

北京市制定《山区生态公益林生态效
益促进发展机制森林健康经营项目管理办
法》。天津市10个涉农区分别与国家开发
银行市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市分行签
订贷款协议217.7亿元。山西省对贫困县
造林投资标准由 500 元/亩提高到 800
元/亩。湖南省吸引社会资本14.5亿元用
于林业经济发展。四川省投入3亿元，启
动长江上游干旱河谷生态治理产业脱贫
工程和脆弱地区生态治理。青海省自筹
资金约20 亿元用于国土绿化。辽宁省大
连市对乡村绿化、道路绿化、荒山造林、干
杂果经济林等各类工程给予60%—85%的
财政补助。

2017 年国土绿化工作虽然取得了显
著成绩，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国土绿化工作还需把握新时期推进国土绿
化的原则要求，不断提高国土绿化的质量
效益。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还需进一步
加大扶持力度，以大工程带动国土绿化工
作大发展。义务植树工作还要进一步深
化，不断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城乡造林
绿化发展依然不平衡，需深入实施乡村绿
化美化工程，创建绿色生态乡村，助推乡村
振兴战略。资源管护有待加强，绿色产业
还需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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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摘要）

（2018年3月11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3月12日是我国第
40个植树节，记者就造
林绿化问题专访了全国
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国家
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义务植树如
何创新尽责形式

记者:去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
植树活动时强调，要创
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
林业部门将采取哪些措
施改进和落实？

张建龙:随着国土
绿化的推进和人们生态
意识的增强，义务植树
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
战。一方面，人们改善
生态的愿望、爱绿植绿
护绿的自觉性越来越
强，城乡居民居家植绿、
种养花草已成习惯，植
纪念树、造纪念林成为
风尚，认种认养、捐资捐
物逐步兴起，志愿服务、
网络参与渐趋流行。另
一方面，各地城镇周边、
交通便利的地方已基本
完成绿化，可用于义务
植树的地块越来越少，
宜林地大多处于远离城
镇、交通不便的区域，致
使公民参加义务植树越
来越难。对于这些新情
况新问题，应进一步加强
制度规范和引导，不断创
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

为推进全民义务植
树工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发展，2017
年6月份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全民义务
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办法》明确规定“方便群
众、重在参与、不拘形式、灵活多样”，将尽责形式拓
展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设施
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务和其他形式等8类，并明
确了每类尽责形式的内容和折算标准。

为增进公民参与义务植树的荣誉感，该《办法》
还对当年完成植树义务的公民，通过全民义务植树
网颁发尽责电子证书。每份证书具有唯一的编号和
二维码，公民可自行在全民义务植树网和微信公众
号上查询、下载、打印。发放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电子
证书是激励公民参与义务植树的一种手段，是新形
势下义务植树工作的一项创新。

国土绿化行动如何开展
记者：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开展国土绿化行

动。林业部门将如何推进落实这一要求？
张建龙:森林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开展国土绿

化行动，是新时代赋予林业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
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后要以维
护森林生态安全为主攻方向，着力实施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努力增加森林资源总量，着力提高森林质
量，扩大生态空间和生态容量。要研究制定《关于开
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指导意见》，科学有序指导
各地各部门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力争到2020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到2035年达到26%，到
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一要扩大工程造林规模。加快实施退耕还林、
京津风沙源治理和石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重大工
程。依托三北工程，新建2个百万亩防护林基地，开
展精准治沙重点县建设，抓好雄安新区白洋淀上游、
内蒙古浑善达克、青海湟水3个规模化林场建设试
点，规划造林723万亩。二要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工程。加强森林经营，着力提升森林质量。抓好
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积极培育珍贵树种和大径材，
建设国家储备林1000万亩。三要创新国土绿化机
制。探索先造后补、以奖代补、赎买租赁、以地换绿
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
面资金投入，培育一批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
企业，优先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国土绿化项
目。四要开展身边增绿。大力开展森林城市群、森
林村镇、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建设，推进村屯绿化、村
庄绿化，着力改善城乡生态，优化人居环境。

林业如何服务乡村振兴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乡村振兴。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发挥林业的优势和作用？

张建龙: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着眼“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
距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要求中，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
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林业的
主要领域在农村，主要从业人员是农民，林业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明显优势和潜力，可在以下方面
作为：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助力产业兴旺。建设一批
特色经济林、花卉苗木基地，确定一批森林小镇、森
林人家和生态文化村，加快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
等绿色产业，推动产业兴旺。实施乡村绿化美化工
程，确保生态宜居。抓好四旁植树、村屯绿化、庭
院美化、农田林网等身边增绿行动，着力打造生态
乡村，提升生态宜居水平。力争到2020年乡村绿
化覆盖率达到30%。加大资源保护力度，倡导文明
乡风。全面加强原生植被、自然景观、古树名木、
小微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坚决制止开山毁林、填塘
造地等行为，大力弘扬乡村生态文化，保持乡村原始
风貌，真正留住乡情、记住乡愁。加大林业精准扶贫
力度，保障农民生活富裕。近年来，林业在贫困地
区选聘生态护林员37万人，精准带动130多万人增
收和稳定脱贫。未来几年，还将通过实施重大生态
工程、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
新生态扶贫方式等助力精准扶贫。力争到 2020 年
吸纳10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新增生态
管护员岗位40万个；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带动约
1500万贫困人口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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