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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森林城市，拥抱绿色生活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成就综述

2004年国家森林城
市 建 设 活 动 启 动 以
来，全国各地区、各部门
积极推进森林城市建
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成效，为推动城乡绿色
发展、满足人民对良好
生态环境需求、建设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
了积极贡献。截至目
前，全国近 400 个城市
开展了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11个省份开展了森
林城市群建设，19个省
份开展了省级森林城市
建设。

深秋时节，北雁南飞。江西南昌
艾溪湖里，大雁、天鹅依然悠闲地游
弋着，完全没有南飞的意思。随着创
建森林城市工作的持续推进，南昌城
区绿化率提高到 44.80%，水岸林木
绿化率提高到 95.1%。市民与野生
动物和谐共处，这些候鸟衣食无忧，
乐不思归，已经变成了长年定居的
留鸟。

候鸟变成留鸟，是我国森林城市
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经过15年的努力，截至目前，我国已
有 166 个城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

“创森”工作高位推进

2004 年，在关注森林活动组委
会的倡议下，全国绿化委员会、原国
家林业局启动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活动，开启了我国森林城市建设进
程。南昌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
核心城市，于 2015 年跻身国家森林
城市之列。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建
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要加强森
林生态安全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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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
和 国 家 的 决 策 部 署 ，坚 持 高 位 推
动、多措并举，推进森林城市建设，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推动城
乡绿色发展、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
环境需求、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目前，全
国已经有近 400 个城市开展了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有 11 个省份开展
了森林城市群建设，有 19 个省份开
展了省级森林城市建设，已建成一
大批森林县城、森林小镇和森林示
范村庄。

城市增绿深受欢迎

要问南昌市的小朋友最喜爱的
“网红”是谁，他们多半会不假思索地
回答：是艾溪湖森林湿地公园里的

“大白”。
“大白”是哪位？它是最近几年

新定居在艾溪湖的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白天鹅。与别的天鹅比，“大白”尤
其喜欢与市民亲近。每当看到游人
进园，它就会像主人一样迎上来，频
频点头示意，然后昂首挺胸，前头
带路。

据南昌市林业局局长宋明介绍，
2017年，南昌高新区通过清除菜地、
转运垃圾、挖除杂草、拆除围墙、应势
造景及播撒花籽草籽等举措，将“脏
乱差”的荒地改造成“清绿透”的城市
绿肺。为打造艾溪湖湿地，南昌高新
区不仅舍弃了 3000 亩建设用地、近

50亿元的土地收益，而且耗资 8000
万元资金。现在，艾溪湖湿地与 4.5
平方公里的艾溪湖浑然一体，建成

“人的乐园、鸟的天堂”，深受广大市
民的欢迎。

如今，森林城市建设已成为我国
增加森林面积、保护森林资源的有效
手段。各地通过实施森林增长工程，
开展城区的拆迁补绿、见缝插绿，建
设郊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绿化水
系和道路，显著增加了城市森林绿地
面积。由于公园免费开放，街头休闲
绿地随处可见，城乡绿道纷纷建成，
现在城乡居民出门就能见绿，游憩在
林下，休闲进森林。

据调查，南昌市民对森林城市建
设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分别达96.71%
和96.25%。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每
年的专项调查结果也显示，各地市民
对建设森林城市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都在90%以上。

期待更美好的未来

国家林业部门多措并举，扎实推
进森林城市建设。

2016 年 9 月，原国家林业局印
发了《关于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森林城市建设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主
要任务、保障措施。

2018 年 3 月，《全国森林城市发
展规划（2018—2025年）》编制实施，
明确了全国森林城市建设的总体布
局、发展分区和重点区域，提出三步
战略：

到2020年，森林城市建设全面推
进，森林城市数量持续增加，森林城市
质量不断提升，符合国情、类型丰富、
特色鲜明的森林城市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城乡生态面貌得到明显改善，生态
文明意识明显提高，建成6个国家级
森林城市群、200个国家森林城市。

到 2025 年，以森林城市群和森
林城市为主的森林城市建设体系基
本建立，森林城市生态服务功能充分
发挥，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提升，森林
城市生态资产及服务价值明显提
高。提升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质
量，建成300个国家森林城市。

到 2035 年，森林城市群和森林
城市建设全面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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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
享森林城市建设的生态福利。

近年来，许多资源型城市和老工
业城市，如辽宁本溪、江西新余、广西
柳州、山东枣庄，都通过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增加了城市的绿色基调，培
植起以森林为依托的生态旅游、休闲
康养等绿色产业，有力促进了城市转
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随着“创森”工作的持续推进，江西南昌城区绿化率显著提高。图为南昌艾

溪湖里，大雁、天鹅在游弋。

湖北省黄石市金海管理区整治煤矿开采区，发展白茶种植上万亩。金

海白茶园已经成为整个湖北地区面积最大、最为集中的白茶种植基地。

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2019 年伊始，美国航天局在社

交媒体上表示，卫星资料显示，世界

变得越来越绿了。对地球变绿贡献

最大的是中国，因为中国 42％的新

增绿化面积来自人工植树造林。

全球荒漠化以每年7万平方公

里的增幅迅速扩张。中国作为世界

上荒漠化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有

荒漠化土地 261.16 万平方公里，经

过艰苦卓绝的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连年持续缩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后，中国沙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

净减1980平方公里，成为世界生态

建设史上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 视 林 业 生 态 建 设 。 2015 年 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

出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

城市建设。

众所周知，城市是尾气污染的

重灾区，而森林可直接吸收空气中

的有毒有害物质。科学研究表明，

森林蓄积每生长 1 立方米，可以吸

收 1.83 吨二氧化碳，放出 1.62 吨氧

气。城市森林还能削弱热岛效应，

有效调节城市气候。城市森林模仿

自然界的森林生态模式，依据城区

道路绿化景观概念规划，按照植物

多样性的复层种植和多层次种植的

配置，科学打造有层次有变化的道

路绿化，可产生神奇的生态效果。

我们创建森林城市，就是为了还城

市一个清洁、健康的“肺”，改善我们

生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15年前，在关注森林活动组委

会的倡议下，全国绿化委员会、原国

家林业局启动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活动，由此开启了我国森林城市建

设进程。15年来，我国多个城市通

过积极实施一系列城市森林建设工

程、湿地修复工程、生态文化建设工

程和生态文明教育工程，极大地改

善了城区生态环境。自 2004 年至

今，全国已有贵阳等 166 个城市先

后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近 400

个城市开展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19 个省份开展了省级森林城市建

设。按照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的

要求，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6个国

家级森林城市群、200 个国家森林

城市；到 2025 年，我国以森林城市

群和森林城市为主的森林城市建设

体系将基本建立，全国将建成 300

个国家森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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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我们

要深入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探索组

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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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美丽

中国、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

利发挥积极作用。

湖北黄石

在石山上书写绿色传奇
一座因多年持续采矿而满目疮

痍的城市，却在 2018 年荣获“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创造这一奇迹的
是湖北省黄石市。

深秋的黄石国家矿山公园风清
气爽，红叶似火。走在林间，很难想
象脚下就是昔日寸草不生的尾矿场。

黄石是我国著名的铜铁矿区。
持续多年的采矿让黄石背负了太多
的生态欠账。全市有开山塘口400
多个、尾矿库150多座。以2005年
结束露天开采的大冶铁矿东露天采
坑为例，这里剥离的岩石多达 3.64
亿吨，堆成了 400 万平方米的废石
场，如果铺成标准路基，可绕地球赤
道一圈多。

近年来，黄石关停矿山，加快了
绿色转型。

按照“一带串两核、三屏护四
珠，五廊贯黄石”的总体布局，黄石
市实施了“两核”城区绿量提升工
程、“三屏”造林绿化工程、“一带四
珠五廊”绿化工程、矿区生态景观修
复工程、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林业产
业富民工程、生态旅游建设工程、森
林健康经营工程、生态文化建设工
程和森林支撑保障工程十大重点工
程建设。

“过去采矿把山挖成坑，现在我
们把坑堆成山，见缝插绿，破墙透

绿，回填植绿。”黄石市林业局副局
长石章胜说。

然而，在石头上种树，谈何容
易。种了就死，死了再种，经过反复
摸索，他们发现，乡土树种刺槐根系
横向生长，对土壤的深度要求低，能
在废石场上生长。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
书记薛明告诉记者，短短几年间，黄
石市投资 21.94 亿元，通过客土喷
播、飘台种植等工程技术措施，完成
矿区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910.84 公
顷，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
程 790.32公顷、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重点工程 120.52公顷、开山塘口生
态修复60公顷，创造了在石头上绿
化的传奇。

如今，黄石市已建成园博园、奥
体中心绿化广场、柯尔山白马山公
园、大众山森林公园、磁湖湿地公园

（上游段）、大冶东港公园、青龙山公
园、碧桂园湿地公园，阳新县莲花湖
公园等一批城市公园，建设国家登
山步道 229.73公里，新建和改建城
市休闲绿道 89.12 公里。全市建成
区新增绿地面积 240.7 公顷，新增
公园绿地面积 360.3 公顷，绿化覆
盖率达到41.72%，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到 16.28 平方米，城市人居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

江 西 省 九 江 市

2016 年 9 月荣获“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以

后，绿色生态游迅速

蓬勃兴起。图为九江

市武宁县罗坪镇长水

村开办的“悦山居”森

林木屋度假村。

绿色生态游扮靓九江

松涛翻滚，溪水潺潺，座座木屋
点缀林间。这里是江西省九江市武
宁县罗坪镇长水村。由长水村“80
后”小伙儿卢咸锋领头创办的“悦山
居”森林木屋度假村，每年创收 100
万元。

九江市紧靠长江和鄱阳湖，2016
年9月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九江市林业局局长于先葵告诉
记者，“创森”4年间，九江市新增造林
绿化面积99万亩，城区新增树木近百
万株。市民走出家门，500米就有休
闲绿地，千步之内就有公园。如今，
九江拥有湿地0.26万平方公里，森林
覆盖率达 56.44%，建成省级以上森
林公园22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9
个、省级以上湿地公园12个，城市建
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77 平方
米。全市有湿地动物235种，湿地植
物 102 种。每年数以十万计的候鸟

来此越冬，被誉为“白鹤王国”“小天
鹅之乡”。

城市生态环境显著提升了，如何
因势利导，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完美统一呢？

九江市采取了两项行动：

提升文化品位。几年间，九江市
建设了市森林博物馆、鄱阳湖植物
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
区、长江生态文化园等生态文化工
程，将商业文化、山水文化、宗教文
化、书院文化和森林文化紧密结合在

一起，实现了千年古城的传统文化与
生态文化完美结合。

举办各类活动。最近几年，九江
市先后组织了中国家庭帆船赛庐山
西海站暨第二届庐山西海大帆船赛、
首届江西森林旅游节暨天花井国家
森林公园森林穿越挑战赛、长江最美
岸线音乐节、长江最美岸线半程马拉
松赛、兰花节等森林文化活动，让人
们感受到森林文化的美好。

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绿色生态
游迅速在九江蓬勃兴起。“十二五”时
期以来，九江市森林公园旅游年收入
近亿元，同时以每年约11%的速度增
长。2019年上半年，全市森林旅游接
待游客1412万人次，综合产值达130
亿元。

眼下，九江市正着力打造最美
“五线两圈”，即：最美长江岸线、最美
鄱阳湖岸线、最美修河岸线、最美铁
路沿线、最美高速沿线，最美庐山生
态圈、最美西海生态圈。目前，长江

“最美岸线”林业生态修复工程已完
成投资 4.13亿元，栽植各类乔、灌苗
木427.4万株，铺设草皮229.5万平方
米。昌九高速生态绿化提升工程已
完成投资 2.4 亿元，一条集彩化、美
化、珍贵化为一体的亮丽生态景观带
正在成形。

“国家森林城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湿地景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