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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森林城市建设水平
——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11 月 15 日，2019

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在

河南信阳召开。我国森

林城市建设自 2004 年

启动以来，已经走过了

15 年的发展历程。当

前我国森林城市建设情

况如何，面临哪些新形

势和新变化，下一步将

如何发力？带着这一系

列问题，记者采访了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

建龙。

我国森林城市建设自2004年启
动以来，已经走过了 15 年的发展历
程。当前森林城市建设情况如何，面
临哪些新形势，下一步将如何发力？
就此，记者采访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局长张建龙。

建设成效如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土
绿化和森林城市建设。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森林城市建设在推进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地位和作
用越发凸显。15 年来，全国有 387
个城市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有
194 个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有 19 个省份开展了省级森林城
市创建活动，有 11 个省份还开展了
森林城市群建设，形成了跨区域、覆
盖城乡的建设体系，探索出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森林城市建设之路，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效。”11 月 15 日在
河南信阳召开的2019森林城市建设
座谈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
建龙如是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森林城市建设
进程加快。全国新增创森城市 346
个，新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153
个，分别占总数的89%和79%，还新
增了 8 个省份开展省级森林城市创
建活动。森林城市建设加快了城乡
生态建设步伐，为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建龙告诉记者，创森城市大
力推进城区绿化、工程造林、荒山
矿山生态修复，持续增加城乡森林
绿地面积。创森期间，每个创森城
市平均每年完成新造林面积占市
域面积 0.5%以上，有力推进了森林
资源增长和国土绿化进程。各地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统筹
规划、整体推进，让森林融入城市
的每一个组成单元，实现了林居相
依、林水相依、林路相依、林田相
依，努力扩大城市生态空间；积极
探索森林城市群建设模式，加强生
态廊道、城市周边、城市之间绿化，
实现城市群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
互连互通，提升了城市群自然系统
生态功能，提高了区域发展生态承
载力，为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推动
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生态支撑。

面临哪些新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森林城市
建设面临哪些新形势、新要求？

“森林城市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城市生态治理的重要
抓手，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体现，
建设美丽中国要在城市率先实现。
这就要求我们把森林城市建设作为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抓
手，不断提高森林城市建设水平，推
动完善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快
推进森林城市建设步伐，打造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中国样板，
为如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张建龙说。
此外，人民群众向往优美生态环

境的新需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也对森林城市建设提出了更高要
求。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通过发
展城市森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应
对气候变化、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
力。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
了“城市绿色长城”倡议，旨在增加城
市森林和树木，支持基于自然的气候
变化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城市建成
区绿地率仅为37.9%，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只有 14.1 平方米，远低于世界
城市平均水平，城市需要增加绿量。

张建龙表示，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是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
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谋划好、

推进好、落实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是林草部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任务，而创建森林城市是实现
国土绿化的一个重要抓手。

如何科学有序推进

新形势下，深入推进森林城市建
设，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以建设美丽中国为总
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为总任务，扩大生态空间，提升生态
服务功能，弘扬生态文化。

在森林城市实际建设过程中，有
些地方盲目追求绿化速度和视觉效
果，存在不合理的“高大密”现象，引
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多年来，全国绿
化委员会、国家林草局及有关部门针
对城市科学绿化问题，相应出台了一
系列规范文件、技术标准，提出了明
确要求。森林城市建设一定要讲科
学、用科学，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盲目
决策行为。要注重提升城市生态系
统功能，坚持把以乡土树种为主、植
物配置多样化等科学理念落到实处，
坚决反对大树进城、搞奇花异草等错
误做法。”张建龙说。

森林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是发展森林绿地、修复城乡生态系
统的过程，也是弘扬生态文化、提升
城乡居民生态文明素质的过程，必须
做好顶层设计。只有建立健全森林
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研究建立科学的
考核评估退出机制，使森林城市建设
指标体系更加完整，建设考评机制更
加科学，创森效果才能更加持久有
效。比如“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
经济带、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
国家重点战略实施区的森林城市建
设，必须作为重点任务，加快推进。
目前，国家林草局已经制定了《国家
森林城市建设管理办法》，张建龙认
为，各省份也要相应制定省级森林城
市管理办法，努力形成公众参与、社
会评价、专家咨询的民主管理机制。

明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谋划制定“十四五”规划的
关键之年。张建龙说，各级林草主
管部门要在做好“十三五”森林城市
建设工作的基础上，抓紧研究推进

“十四五”森林城市建设规划编制
工作。

国家森林城市云南省普洱市梦幻般的城市河道景色。

国家森林城市广东省惠州市与青山绿水完全融为一体。

高质量推进森林城市建设
□ 黄小东

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是党中
央、国务院在新时代赋予林草部门的
重大任务。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要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
设”的重要指示，为森林城市建设指
明了方向。今年 4 月 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
再次强调要“持续推进森林城市、森
林乡村建设，着力改善人居环境”，这
既是对森林城市建设工作的充分肯
定，也对我们深入开展森林城市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

森林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根本宗旨。持续推进森林城
市建设，必须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生态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聚焦广大
群众普遍关心的生产生活环境、身边
增绿、生态服务、增收致富等实际问
题，逐件逐条梳理研究解决，切实用
森林城市建设看得见的变化和成效，
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盼。

森林城市建设要坚持把维护城
乡生态安全作为主攻方向。持续推

进森林城市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维护
城乡生态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既要
把增绿作为首要任务，让城市的森林
多起来、好起来，又要坚持城市绿化
与乡村绿化同步推进，消除城乡人居
环境差距，使城乡居民都能“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同时，
加快推进森林城市群建设，强化城市
之间的“生态联系”，构建区域生态安
全屏障，更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森林城市建设要坚持把系统治
理作为鲜明理念。持续推进森林城

市建设，必须坚持系统工程的思路，
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既要将发
展森林作为中心任务，摆在最为重要
的位置，又要统筹兼顾湿地和草原保
护修复、河流治理、防沙治沙和野生
动植物保护等，特别是要建立起部门
协调、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真正将
跨区域、跨部门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的要求落到实处。

森林城市建设要坚持走科学生
态节俭之路。持续推进森林城市建
设，必须要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
规律，坚持因地制宜、经济节俭、科学
绿化，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铺张浪费、
劳民伤财的不当做法，不搞高耗水绿
化，不搞奇花异草，不追求一夜成景、
一夜成林，确保森林城市建设科学健
康发展。

新时代有新任务、新要求，我们
要高质量推进森林城市建设，为推动
城乡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福建

森林覆盖率连续40年全国第一
巍巍武夷山脉，绵延千里，雄踞

东南。
武夷山形成于 6000 万年前的

火山大喷发，自古砂岩广布，丹霞地
貌举世闻名。谁能想到，历史上石
多树稀的武夷山，如今植被竟然那
么好！武夷山草木葱茏、林壑优美，
是福建省生态建设成就的一个
缩影。

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开展以来，
福建省把推进国土绿化美化和森
林城市建设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每年由省政
府发文部署造林绿化任务。省委
书记带头参加义务植树，各级党政
主要领导挂帅出征，积极推动森林
城市建设。“十三五”以来，省财政
已 安 排 3.18 亿 元 扶 持 村 庄 绿 化
4.82万亩。

地处武夷山深处的福建省武平
县万安乡捷文村曾是远近闻名的穷
山村，如今村民李桂林靠卖竹材、竹
笋，每年可增收两万多元。除此之
外，他在林下散养了七八千只土鸡，
每年还能赚 1 万多元。在福建“驴
友”圈里，提起“云礤森林人家”几乎
无人不知。武平县城厢镇云礤村地
处深山老林，全村 155 户 805 人。
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2012 年初，
外出务工农民钟尚义回到村里，开
办了全村第一家旅店，专供土鸡、土
鸭和原生态绿色美食，当年就赚了
20万元。其他村民纷纷效仿，城厢
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提出建设“云

中村寨、世外桃源、美丽乡村、旅游
胜地”，大力发展吃、住、娱为一体的
生态康养休闲游。目前，全村“森林
人家”年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云
礤村从以前的穷山沟一举变成远近
闻名的小康村。

据了解，到今年底，福建省将建
成346个国家级森林乡村和500个
省级森林村庄。据不完全统计，全
省 10 个地级城市“创森”投入达
743.95亿元，其中福州市筹集资金
207 亿元，大力实施显山露水增绿
等一批创森工程；厦门市投入30亿
元，平均每年完成新造林面积占市
域面积 1 个百分点；南平、宁德、平
潭 3 个地级城市分别投入 86.6 亿
元、43亿元、24.4亿元，确保了创森
项目顺利实施。

在森林城市创建中，福建省以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为目标，以因地
制宜、自然节约、彰显特色为原则，
以建设森林城镇、森林村庄为载体，
以铁路、高速公路沿线村庄为重点，
大力推进“四旁”植树绿化，充分利
用闲置地、边角地插绿添彩，建设村
庄片林，营造生态景观林，保护古树
名木，持续提升村庄绿化美化水
平。目前，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66.8%，连续 40 多年保持全国第
一，是全国生态环境、水、空气质量
均为优的省份。

今天的八闽大地，山更绿，水更
清，天更蓝，景更美，空气更清新，人
民群众更加幸福！

绿树成荫的河南省信阳市街头。

河南信阳

“红色之城”绿色发展
深秋的河南信阳，红叶似火。

在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森林城
市建设座谈会上，信阳刚刚荣获“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

信阳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
北临淮河，南靠大别山，地处我国南
北气候分界带和文化过渡带，素有

“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之誉。全市
总面积1.6万平方公里，辖7县2区
及 6 个管理区、开发区。信阳是一
座交通要城。京广、京九、宁西、合
康四条铁路，京港澳、大广、沪陕三
条高速，106、107、312 三条国道和
京广高铁在境内形成多个十字交
叉。信阳还是一座革命红城，是鄂
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被誉为“红军
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先后诞生了
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
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
400多处重要革命纪念地和革命旧
址。正因此，信阳创建森林城市，有
着特殊的意义。

城市增绿受到全社会的欢迎，
市民踊跃参加冬、春义务植树活
动。近几年，信阳全市参加义务植
树 805.34 万 人 次 ，完 成 植 树
3631.52万株，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
达94.9%，新建义务植树基地17处，
兴建了“青年林”“学生林”“生日纪
念林”。据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介

绍，为创建森林城市，信阳近几年共
完成新造林56929.53公顷，森林覆
盖率由39.67%提高到41.97%，增加
2.3 个百分点。中心城区新增公园
绿地面积86.76公顷，城区绿化覆盖
率由42.46%提高到43.81%，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由13.56平方米提高到
14.21平方米，新建了羊山公园、冠
景社区公园等。对城区道路开展绿
化升级改造后，居民出行500 米就
能进入绿地、看到绿色、闻到花香，
全市乔木栽植面积占绿地面积的
69.77% ，街 道 树 冠 覆 盖 率 达
31.63%，城区新建地面停车场乔木
树冠覆盖率达到52.19%，城郊大型
生态旅游休闲场所有9处。有191
个村被评为省级生态村，4个村被评
为中国美丽宜居村庄，19个乡镇成
功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27个乡镇
创建成为河南省绿化模范乡镇。

最难得的是，在城市森林建设
中，信阳市全域生态旅游、特色林业
经济快速发展。过去两年间，信阳
市接待游客3659.4万人次，实现收
入 263.97 亿元。全市茶叶种植面
积已达14.17万公顷，带动40 万户
茶农共同致富，年产干茶6.6万吨，
产值达到 112.4 亿元。如今在信
阳，生态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森林文
化日趋繁荣。

近年来，江西省新余市在城市发展建设中将绿色理念贯穿于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始终，道路林木绿化率达97%，先
后被评为“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图为环境优美的新余市渝水区城区。

黎红兵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