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绿”，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山东滕州市

不负腾飞城
植绿满城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魏 锋 徐 琦

走在深圳街头，一边是车水马龙
的都市繁华景象，另一边,绿树成荫
的自然气息沁人心脾。在这座寸土
寸金的城市中，近一半土地被绿色覆
盖，超过 2000 公里的绿道将山林湖
海无缝连接；汽车保有量超过300万
辆，但 2017 年 PM2.5 年均浓度仅 28
微克/立方米，是全国空气质量最好
的十大城市之一。

2015 年，深圳市做出了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的决定，经过几年努力，
各项指标均已达到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的要求，基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滨海森林之城。

为全面推进森林城市建设，深圳
市专门成立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领

导小组，在全市设立了市、区、街道三
级“创森办”；编制了《深圳市国家森
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颁布了《绿化
条例》，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
生态控制线管理的实施意见》，签订
了《“十三五”期间深圳市森林资源保
护和发展目标责任书》，切实推进“创
森”蓝图有效实施。

土地资源少、人口密度高一直是
深圳绿色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对
此，深圳创新提出向空间要发展，在
屋顶天顶墙体等处“见缝插绿”的立
体绿化措施，并要求对新建公共建
筑、高架桥、人行天桥等实施立体绿

化，近 3 年来，立体绿化平均增量 30
万平方米以上。

打造森林城市还需城区之间协
调发展。深圳提出并建立了“自然公
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公园
体系，确立了500米可达社区公园、2
公里可达城市公园、5公里可达自然
公园的总体布局，通过加强城市绿
道网络和森林廊道建设，依托山体、
水库、河流和海岸带等自然区域，
联通森林、湿地等生态区域，构建互
联互通、层次分明、物种丰富的森林
生态网络和绿色屏障，以此保障不同
区域均衡享受绿地、森林等自然生态

资源。
目前，深圳森林覆盖率40.6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95 平方米。
2017年底，深圳公园总数达到942个；
至2020年底，公园总数将超过1000
个。根据《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
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目前
已建设完成花景大道23条、花漾街区
79个、街心花园151个。在大大小小
的公园绿地中，总长达2443公里的绿
道串起了深圳的山、林、城、湖、海。如
今在深圳，骑行5分钟可达社区绿道，
15分钟可达城市绿道，30分钟至 45
分钟可达省立绿道。

绿意盎然的深圳人才公园。 （资料图片）

继“深圳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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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强摄

江西崇义县

让生态文明融入地域文化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李启峰

深秋的江西赣州市崇义县，金
黄的桂花挂满枝头，翠绿的竹子郁
郁葱葱，各样的花儿点缀其间……
一座森林家园犹如美丽画卷。自
2017年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以来，崇义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生态环境一流，林竹花色并茂，文明
开放包容”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 42.55%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13.49平方米，道路绿化率达95.5%，
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8.3%。

崇义倡导“让森林走进城市、让
城市拥抱森林”，大力做好山水城林
相融、城乡生态一体、人文景观和
谐 、生 态 经 济 共 赢 有 机 融 合 的 文
章。坚持森林城市与森林乡村、美
丽乡村同步建设，先后投入 4.89 亿
元对迎宾大道、阳明山国家森林公
园等重要通道、休闲空间进行美化、
彩化、珍贵化提升改造；新建铅厂义

安里、龙勾良田等特色乡村田园生
态旅游村庄，新增森林乡镇 2 个、森
林村庄 18个、生态文化村 3个、特色
村庄 6个。

崇义县编制的《县级森林经营
规划（2016—2050 年）》于 2018 年 4
月通过国家级专家论证评审，成为
全国第一个县级森林经营规划编制
范本，并在全国范围推广。县里大
力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建成 20
万亩以杉、松、阔、竹等 9 种多功能
森林经营类型样板示范林，辐射带
动全县森林科学经营，全县活立木
蓄积量增长到 1609 万立方米，活立
竹增长到约 1 亿根，乔木林分亩平
蓄积量增长到 8.3 立方米/亩，真正
实现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目标。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根本目
的，在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提升大
家的幸福感。”崇义县委书记许斌

说。为此，崇义县依托山区资源优
势，秉持“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
产资本化、生态资本产业化”思路，
以产业“绿色化”为突破口，做大绿
色增量，改造提升油茶面积 636 公
顷，建设刺葡萄、南酸枣、脐橙基地
387.7 公 顷 ，培 育 竹 产 业 基 地
1483.81 公顷，发展林下经济面积
2824.92 公 顷 ，实 现 林 业 总 产 值
43.31亿元。

同时，崇义注重将浓郁独特的
阳明文化、竹文化、梯田文化融入到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全过程，开展了
阳明文化旅游节、万人徒步节、国际
湿地日、爱鸟周、全民义务植树、树
木认建认养等活动，着力加强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传播生态文化和生
态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公
众对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支持率和
满意度达 95%以上。

重庆荣昌区

森林城市宜居宜业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黄桷树是荣昌的区树。黄桷树
广场是荣昌老县政府所在地，面积
1.4 万平方米，这个区域内共有 14
棵古黄桷树，是荣昌一大景观。政
府搬迁后，围绕古树去留、建商业体
还是修广场，各方争论了很长时间，
直到荣昌启动“创森”，区委常委会
审议通过《黄桷树广场改造方案》，
才决定将其建成文化广场，还树于
民、还绿于民。

2015年，荣昌提出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创
森”，荣昌编制了《重庆市荣昌区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6—
2025年）》。在“创森”工作中，荣昌
区策划了23个重点建设项目，总建
设面积 5584.67 公顷，项目总投资
10.42亿元。区委、区政府将“创森”
工作纳入目标考核，23个“创森”重
点建设项目分别由14个部门和镇街
具体负责承建。

荣昌八景公园是纳入“创森”规
划的重点建设公园之一。该公园沿
荣峰河城区段而建，河道长430米，
占地面积约15公顷，以江南园林的
造景手法将原县志中记载的“荣昌
八景”以艺术的形式浓缩再现。自

今年5月建成开园以来，游人如织，
成为荣昌区最受欢迎的休闲地之
一。公园建设是荣昌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的主攻方向和重要特色。该区
拟利用 2 年至 3 年时间，建成多个
各具特色的城市公园和郊野公园，
以增加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和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

荣昌还大力开展造林绿化活
动，2017 年新造林绿化面积达到
2118.8 公顷，截至 2017 年末，荣昌
森林覆盖率达到 36%，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到 43.7%，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7.06平方米。

目前，荣昌区40项“创森”指标
已全部达到或超过指标要求。23
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公园建设项目
13 个，村镇绿化、高速公路绿化长
廊和园区绿化等重点项目10个，目
前已经完工 6个，预计 2018年底前
完工 7 个，2020 年底前完工 10 个，
玉带河生态公园 5 个 20 公顷以上
的大型公园等项目建设总面积为
368.87 公顷，约占中心城区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的 11%，建成后将新增
人均公园绿地约11平方米，从根本
上提升荣昌城市绿化水平。

广西贵港市

高标准打造花园城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通讯员 李 鹤

美丽的广西贵港市东湖绿荫蔽
日。每天茶余饭后，人们在这里或围
桌而坐，或散步聊天，好不惬意。住
在东湖城的张女士说，我们就生活在
森林公园里。

2014 年，贵港市启动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活动，以“让森林走进城市、
让城市拥抱森林”的理念，以“以郁江
为主轴，东西扩张，南北拓展，中心突

破，依山傍水”的高起点规划，进行创
建森林城市建设。

贵港“创森”工作以一廊串三城、
两屏嵌两网、多点缀荷城为空间布
局。一廊即西江沿岸；三城即港南
区、港北区、覃塘区构成的主城区和
桂平市、平南县城区。围绕西江水系
大力开展水系绿化、环境综合整治以
及流域治理工程，将其打造成健康的

河流、绿色的河流、安全的河流；两屏
即北部山区、南部丘陵区；两网即道
路林网、水系林网。大力开展南北丘
陵山区的生态屏障建设，提升和完善
区域的生态基底，在市域范围内构建
完备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网络；多点
即散布在市域范围内的森林公园、自
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生态绿化节
点；荷城指整个贵港市，通过各节点

的绿化使各县（市、区）实现生态功能
提升。

在实现造林灭荒达标的基础上，
贵港市先后实施了封山育林、退耕还
林、石漠化治理等绿化工程，绿化面
积逐步扩大。近5年，全市共完成山
上造林面积 88.4 万亩，完成西江沿
岸绿化 196.7公里，全市林地保有面
积达771万亩。

贵港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高水平管理，打造城在林中、人在
绿中的生态家园。目前，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 40.56%，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16.56 平方米。贵港中心城区的
东湖公园、南山公园等 5 个综合公
园，已经成为广大市民休闲、锻炼、康
养的好去处。桂平、平南生态旅游业
正成长为新兴产业。

贵港市大力实施村屯绿化工程，
建设美丽乡村。目前已对全市7294
个村屯实施绿化美化工程，累计种植
绿化苗木 600456 株，其中绿化大苗
258445 株、果苗 117120 株、其他苗
木 224891 株；新增绿化面积 6565.4
亩 ；建 设 绿 道 10206 米 、护 路 林
59435 米，乡村处处呈现出生态优
美、宜居和谐的景象。

目前贵港市森林面积 40.99 万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46.3%，城区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 16.56 平方米。全
市有3个自然村获得“全国生态文化
村”称号，村屯绿化率达30%以上。

在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市、国家园林城市后，2016

年，滕州提出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目标，实施绿色城镇、

绿色乡村、绿色青山、绿色交通干线“四绿”工程，全力打造

现代产业强市、生态文化名城

深秋时节，在山东滕州市张汪
镇近万亩元宝枫种植基地，枫叶如
霞似火，溢彩流丹。“这叶子中看也
中用，不仅可以做成调节免疫机能
的保健茶，还能提炼出贵重的医用
黄酮素、绿原酸等活性物质，价值
可观。”基地负责人宗强告诉记者：

“我们与中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等科研院校合作，成功研发了元
宝枫籽油，其中含有 5.8%的对人
体有益的神经酸，1 公斤能卖 1 万
元呢！”眼下，他们在元宝枫基地种
植油菜等作物，形成“林上一片绿，
林下一片花；林上一桶元宝枫油，
林下一桶菜籽油”的种植模式。目
前，滕州全市共栽植元宝枫 3 万
亩，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运营模式以及土地入股、劳动就业
的模式，惠及周边上万名群众。

生态优势正转变为山东滕州
的经济优势。3 年来，全市新增成
片造林面积 7.4 万亩，林地面积达
71.5 万亩，湿地保护与恢复面积达
11.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31%，村
庄绿化覆盖率达 34%，城区绿化覆
盖率达 4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 11.5平方米。

生态美，百姓富，产业兴。滕
州市积极推进以生态观光旅游、经
济林、种苗花卉、木材加工、林产品
深加工、林下经济为主的六大林业
产业体系，推动林业“接二连三”融
合 发 展 ，林 业 总 产 值 达 到 53 亿
元。以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和墨
子国家森林公园为龙头的森林湿
地旅游和乡村休闲旅游，年接待游
客 500 余万人次；不断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推动林地经营权流
转，全市经济林面积发展到 12 万

亩，被中国经济林协会命名为“核
桃产业示范县”，“刘村酥梨”获得
国家地理产品认证。同时，滕州市
还建设了省级林业科技示范园和
山东省林科院科研示范基地，推动
种苗花卉业转型发展，全市种苗花
卉面积达 6.5 万亩，被评为山东省
花卉产业重点县。在此基础上，积
极实施林业品牌化战略，全市各类
林产品加工企业总数达到 430 家，
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9 家；全市林业
专业合作社达到 136 家，国家级林
业专业合作示范社 1 家，省级林业
专业合作示范社 16家。

今年以来，滕州提出“绿满滕
州、花拥荆河”的建设目标，计划利
用 3 年时间把滕州的母亲河——
荆河打造成国家级湿地公园。为
此，他们精心规划建设了“五彩花
海”景观，目前，正按照坝内外各
100 米宽的范围进行绿化，绿化面
积 1 万余亩，新增绿化苗木 5 万余
株、花草 40 余万株、花灌木 2.7 万
余株；完成两岸河道综合整治及景
观节点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建橡胶
坝 16 处；实施河道走廊人工湿地
水质净化工程，打造了白龙湾湿
地、七星湖湿地等 5 处人工湿地，
出境水质可达地表水三类标准，形
成了水面连续、生态良好的碧水绿
色长廊。

“我们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作
为打造‘腾飞之城、上善之州’的第
一动力，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点上绿
色成景，线上绿色成荫，面上绿色
成片的绿化格局。今后，我们将不
断巩固创建成果，为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富裕美丽新滕州贡献绿色力
量。”滕州市林业局局长俞涛说。

荣昌通过实施村镇绿化工程，强化山水田林路一体化建设。图为吴家

镇双流村农田林网。 （资料图片）

国家森林城市
部分评价指标

□ 城市森林覆盖率南方

城市达到 35%以上，北方城市

达到25%以上。

□ 城市建成区（包括下

辖区市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35%以上，绿地率达到33%

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9平方

米以上，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达到5平方米以上。

□ 连接重点生态区的骨

干河流、道路的绿化带达到一

定宽度，建有贯通性的城市森

林生态廊道。

□ 重视生物多样性保

护。自然保护区及重要的森

林、湿地生态系统得到合理保

育。

□ 建成区内建有多处以

各类公园、公共绿地为主的休

闲绿地，多数市民出门平均

500米有休闲绿地。

□ 认真组织全民义务植

树活动，建立义务植树登记卡

制度，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

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