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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5年将基本实现森林城市生态服务均等化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惠民利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2018 森林城市建

设座谈会提出，森林城

市建设在全国形成蓬勃

发展的良好态势，已成

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的生动实践，改善

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

祉的有效途径，弘扬生

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

文化知识的重要平台

2018 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提
出，我国森林城市建设取得了很大成
绩，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
继续加大森林城市建设力度，全面提
升城市森林的数量和质量。

森林城市建设有序推进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大力推
进森林城市建设，着力改善城乡人
居环境，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
力。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把森林城市
建设摆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
置，从加强组织领导、资金投入、
政策扶持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
措。许多省份成立了森林城市建设
领导机构，编制了总体规划，出台
了专门文件，实施了一批工程，坚
持高位推动和强力推进森林城市建
设。林业和草原部门坚持多措并
举，通过出台 《关于着力开展森林
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全国
森 林 城 市 发 展 规 划（2018—2025
年）》，制定《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行业和国家标准等措施，确保森林城
市建设科学有序推进。

目前，森林城市建设已在全国形
成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300 多个
城市开展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165
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2 个省份开展了森林城市群建设，
18 个省份开展了省级森林城市建
设，建成了一大批森林县城、森林小
镇和森林村庄示范。

“虽然我国森林城市建设取得了
很大成绩，但总体上仍缺林少绿，生
态仍比较脆弱。特别是城镇生态建
设滞后，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较
差，生态承载力不足，生态空间缺乏，
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
环境的需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
长张建龙说。

目前，我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仅
为 37.2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只有
13.7 平方米，远低于联合国提出的
60平方米的最佳人居环境标准。据
测算，到2035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
将达 10 亿人，城镇生态需求和生态
压力将进一步加大。面对这样的新
形势，迫切需要继续加大森林城市建
设力度，为推动城乡绿色发展、满足
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奠定坚
实的生态基础。

着力提高建设水平

“这几年，城市绿色空间显著增
加，但有的城市只重视绿化美化，不
太注重提升生态功能。”张建龙说，简
而言之，就是人工干预过度，“推进森
林城市建设，必须顺乎自然，坚持绿
化美化与生态化并重，生态效益优
先。一方面要更加注重造林绿化质
量，提高造林成活率、保存率，注重改
善林分结构和树种组成；另一方面要
坚持适地适树，避免人工过度干预，
尽量保持城市原有森林、湿地原貌，

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按照《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

（2018—2025年）》的要求，各地在建
设森林城市时，要突出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体现森林城市建设的支撑保障
作用；与城市发展有关专业规划相衔
接，使森林城市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全过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各个生
态要素，促进整个生态系统得到保护
与修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也要求
各省（区、市）根据 4 个发展分区要
求，结合自身实际，加快编制本地区
森林城市发展规划。

森林城市惠民利民

“森林城市建设关键在于惠民利
民”，张建龙说，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
态公园、城乡步道绿道等生态服务基
础设施，为居民提供更广阔的生态空
间；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森林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
绿色富民产业，让森林城市建设成果
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近几年，我国在森林城市建设的
基础上启动了森林城市群和森林小
镇、森林村庄建设。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计划，到2020年，初步形成符合国
情、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森林城市
发展格局；到2035年，全面优化城市
森林结构与功能，基本实现森林城市
生态服务均等化。

“各级林草部门要坚持以维护生
态安全、增进生态福祉、提高生态意
识为总目标，以构建功能完备、健康
稳定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为总任务，
以恢复城市自然生态、营造城市宜居
环境为总抓手，加快城乡绿化步伐，
增加森林资源总量，扩大城市生态空
间，增加生态产品供给，弘扬优秀生
态文化。”张建龙说。

2018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召开

27个城市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全国“国家森林城市”已达165个

本报深圳10月15日电 记者黄俊

毅报道：2018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今天
在广东深圳召开，北京市平谷区、河北
省秦皇岛市等27个城市被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截
至目前，国家森林城市已达165个。

这27个城市是：北京市平谷区，河
北省秦皇岛市，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
舟山市、桐庐县、安吉县和江山市，安
徽省芜湖市，福建省莆田市，江西省萍
乡市、武宁县和崇义县，山东省济宁
市、聊城市、滕州市、邹城市和曲阜市，
河南省濮阳市、驻马店市和南阳市，湖
北省黄石市和宜都市，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广东省深圳市和中
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重庆市
荣昌区。

近年来，这27个城市积极践行“让
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宗
旨，加强组织领导、科学规划布局、坚
持工程推动、广泛宣传动员，不断推动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有效
改善了城乡人居环境，传播了生态文
明理念，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产生了
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在座谈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
长张建龙表示，力争到2020年，初步形
成符合国情、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森
林城市发展格局，建成6个国家级森林
城市群、200个国家森林城市；到 2035
年，城市森林结构与功能全面优化，森
林城市质量全面提升，城市生态环境根
本改善，森林城市生态服务均等化基本
实现。

市民在北京平谷琴湖公园散步。 （资料图片）

浙江省着力推进环境综合整治，构筑水清地绿天蓝的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格局。图为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小源

村集吃、住、游、乐、养为一体的珊瑚岭乡村度假景区。 （新华社发）

全面提升森林城市质和量

□ 黄小东

森林城市建设活动始于 2004

年。15 年来，我国先后举办 9 届中

国城市森林论坛和6次森林城市建

设座谈会，积极倡导“让森林走进城

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理念，对改

善城乡生态环境、增进居民生态福

利、建设现代化城市产生了深远影

响，为加快林业改革发展、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

于关键期、攻坚期和重要窗口期。

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大背

景下，森林城市建设具有特殊的意

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

持续加大森林城市建设力度，全面

提升森林城市的数量和质量，大力

推动城乡绿色发展、满足人民对良

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因此，我们必

须深入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探索

森林城市建设活动的新途径和新办

法，不断增强活动的社会关注度和

影响力，努力开创森林城市建设新

局面。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实施

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

中，都把加强林草建设作为重要的

生态支撑保障。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森林发

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这些年来，森林城市建设成为关注

森林活动致力于改善和提升人民生

态福祉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把以人

民为中心作为根本导向，深入推进

森林城市建设，大力推动开展增绿

行动，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更

有效地改善城乡人居环境，让绿水

青山遍布祖国大地。我们要与时俱

进、扎实工作，不断推动森林城市建

设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北京平谷区

“京东绿谷”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北京市平谷区是中国首批生态
环境示范区，山清水秀，有“京东绿
谷”的美誉。如今，平谷区又有了一
个新的称号——“国家森林城市”，
成为北京市首个获此殊荣的区。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包括 46 项
指标，既有市域森林覆盖率、城区绿
化覆盖率、新造林面积等数字硬指
标，也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地土壤
保育、为市民提供生态服务等软性
指标。对于北京各区来说，门槛最
高的当数“市域森林覆盖率”指标。
按照创建要求，年降水量在 400 毫
米至 800 毫米地区的城市，市域森
林覆盖率要达到30%以上。

受气候、降雨等条件制约，北京
仅有平谷、延庆、通州、密云、怀柔、
房山6个区达到了30%的市域森林
覆盖率，具备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
基本条件。其中，森林覆盖率全市
最高的平谷区于 2015 年 8 月率先
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在平谷区这个生态大区中，森
林资源优势尤其明显，早在 2015
年，其森林覆盖率就达到 66.38%，
森林面积63072.69公顷，林木绿化
率 71.26%。区内旅游资源多样且
质量较高，全区共有森林旅游景区
14 个，其中 4A 级 6 个，国家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3个。

3 年多来，平谷区成立了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领导小组，编制了《平
谷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5—
2025）》，出台了《平谷区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实施方案（2016—2018）》

《平谷区创森“百日攻坚”行动方案》
等，全方位推动“创森”工作。随之
而来的是城乡人居环境改善，社会
就业机会增加，绿色产业繁荣，公众
生态意识提高，一个天蓝水清绿美
的森林平谷展现在世人面前。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46 项
创建指标已基本实现。”在今年北京

召开的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推进会
上，平谷区区长汪明浩表示，以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为契机，平谷区近年
来进一步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提档
升级园林景观。其中，在平谷城区
构建了包括城东金三角公园、城南
滨河森林公园等在内的休闲公园体
系；在城外打造了夏各庄郊野公园、
马坊小龙河湿地公园郊野公园体
系；在乡野营造了一批环境优美、乡
风浓厚的美丽乡村。

截至去年底，平谷全区森林覆
盖率达66.94%，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52.09%，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0.77 平方米，上述指标均远远超
出了创建指标水平。

平谷区还将“创森”、生态、富民
有机结合起来，探索生态资源的增
值增收模式，实现生态价值和生态
利益的良性循环，从而让“创森”红
利更多惠及民生。

平谷区拉开了北京市各区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的序幕。目前，首都
绿化办正编制《北京市森林城市建
设发展规划（2018—2035 年）》，除
东西城位于核心区不具备创建条件
外，其他14区均将陆续启动创建工
作。其中，平谷、通州、延庆 3 区将
在2020年前完成创建；密云、怀柔、
石景山、房山4区将在2022年前完
成创建；朝阳、丰台、大兴、门头沟、
顺义、昌平、海淀 7 个区将在 2025
年全部达到国家森林城市标准。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邓乃平
表示，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机会，
全市将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水平。
对照46项指标，北京一方面要结合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美丽乡村建设
和疏解整治促提升等重点工作，最
大限度地增加森林面积，另一方面，
要不断提升绿化质量，培育近自然
森林，努力构建高水平的城市森林
生态体系。

河北秦皇岛

市的爱琴海鲜花

艺术小镇。

（新华社发）

近 年 来 ，江

苏南通“原生态”

修山治水，曾经

远离的鸟语花香

正在回归。

（新华社发）

2018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