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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苗木产业兴旺

河南 聚焦

徐大迟 摄影

光山县奏响绿色田园牧歌

该县已完成成片造林整地 31535 亩，林业产业成为拉动精准脱贫的一项支柱产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盛鹏 文图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合
倾力打造“金山银山”

一条条道路、
一个个村组湾
头 、一 处 处 岗 岭
坡 地 、一 道 道 沟
渠塘边……人头
攒 动 ，到 处 是 一
派植树的繁忙景
象 ，人 们 忙 着 测
距 、打 点 、培 土 、
浇水。从去年冬
天到今年春天以
来 ，光 山 县 植 树
热 潮 不 减 ，随 着
一排排新植树木
整齐挺拔迎风而
立 ，该 县 已 完 成
成片造林整地
31535 亩。

未来园”
“回报家乡创业园”
“故
乡情深思乡园”，增强了广大
人民群众参与创森、支持创森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全面提高
人民群众对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
度。
光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该县将创森与脱贫攻坚相结
合，大力开展成片造林，紧密
结合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
在
宜林荒山荒地、疏林地营造生
态效益好、经济价值高，兼具
用材和景观作用的生态林。
植树造林集中连片规模大，
机
械整地标准高，
栽植管理水平
高，
仙居乡七里村引进安徽企
业投资打造黄桃基地，流转 7
个村民组土地，
新栽黄桃1500
多亩，
既可带动群众致富奔小
康，又打造了美丽生态环境。
目前，
该县连片 500 亩以上林
业基地有30多处，
带动广大农
户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
参与各个环节劳动等方式，
形
成了林业生产与林地流转相
结合实现以地增收，
林业生产
与劳务用工相结合实现以劳
增收，
林业生产与生态护林相
结合实现护林增收，
林业生产
与土地入股相结合实现分红
增收的产业带贫模式，
林业产
业已成为该县拉动精准脱贫
的一项支柱产业，
成为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
“摇钱树”
。

刚刚荣膺
“中国生态魅力
县”的光山县，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
落实省市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和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要
求。
“我们注重结合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倾
力打造群众致富的‘金山银
山’
。
”
光山县委书记刘勇说。
殷棚乡返乡青年杨锋回
乡流转土地 5000 多亩，种植
高规格美国红枫，
建设创森示
范点，
全力打造神山岭田园综
合体，
集休闲旅游、田园观光、
农家体验、林果采摘、传统手
工作坊展示于一体；
仙居乡鸿
益农林专业合作社对周边 17
个村民组道路进行了花木套
栽绿化，栽植花木 64000 多
棵，绿化美化村组道路 16 公
里。光山县以
“我为家乡栽棵
树”为载体，激发全民参与创
森植绿积极性，
坚持以富民为
本、产业为重、文化为魂、心齐
为贵为基本原则，
县、乡、村三
级每年分别建设不少于 300
亩、
50亩、
5亩的植树基地。充
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公益
广告等媒介进行广泛宣传，
让
“我为家乡栽棵树”活动家喻
户晓，迅速在光山县掀起“我
为家乡栽棵树”
活动高潮。同
时，
利用同乡联谊会、招商会、
持续推进乡村绿化，
恳谈会等机会及驻外商会等
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机构广泛宣传，动员成功人
士、爱心人士参与到这一热爱
乡村振兴离不开美丽环
光山、情系家乡的活动中来，
境，光山县扎实开展区域绿
为绿荫光山、花满光山奉献自
化，围绕“一河（小潢河）两库
己爱心，纷纷捐款捐树，累计
五岳水库）三园（河
捐款捐树折款近 1500 万元。 （泼河水库、
南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龙山
截至目前，光山县新建“我为
家乡栽棵树”活动基地 5497 湖国家湿地公园、仙居中国农
业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绿色
亩，已栽植面积 5100 亩。打
持续开展城镇景观
造了一批“脱贫攻坚致富园” 发展战略，
绿化，
结合官渡河区域综合治
“执政为民公仆园”
“勤奋尚学

理工程，
先后投入资金1亿元，
全面打造环城林带建设，
绿化
潢河两岸城区段25公里，
建成
了光州公园、沙滩公园、盛湾
公园、方楼公园等公共绿地景
观，
规划绿化总面积 3424 亩；
实施 9 条城区道路绿化长度
27000 多米，折合面积 1306
亩；建设城区小游园、绿化小
品等 12 处，面积达 679 亩；单
位、小 区 完 善 绿 化 提 升 870
亩。同时，
积极开展城区绿化
和园林单位创建工作，
目前已
成功申报“省级园林单位（小
区）”
16家、
“市级园林单位（小
区）”36 家、
“绿化达标广场”2
个。城镇达到开窗见绿、出门
见园的效果，
全面改善人居环
境，
加快了乡村振兴步伐。
把乡村打造得更加美丽，
光山县持续推进乡村绿化，
因
地制宜开展村容、村貌等美丽
乡村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气
质，把农村建设得像农村，真
正留住乡愁，让乡村更有味
道。坚持“立足村情、保护传
统、基础突破、生态立村”
的发
展思路，通过高标规划，高质
量实施，
先后打造出槐店村上
汪店组、晏河乡帅洼村、寨河
镇杜岗村、文殊乡方洼村、弦
山办事处上官岗村等一批
“村

在林中建人在画中游”
的美丽
乡村。全县新建美丽乡村绿
化点 180 余处，总面积 3200
余亩，
打造
“村村优美、家家安
居、处处和谐、人人幸福”
的美
丽乡村。
与此同时，
该县还将创森
与四好公路建设相结合，
强力
推进廊道绿化，
按照高速公路
安全保护区外每侧绿化宽度
100米以上，
国道、
省道和淮河
一、二级支流管理范围外两侧
各绿化50米以上的标准，
规划
全县廊道绿化总面积 31125
亩，
重点实施好十大重点工程
建设：沪陕高速绿化提升、大
广高速绿化提升、国道 312 线
廊道绿化、国道 230 西三环线
廊道绿化、竹竿河水系水岸绿
化、白露河水系水岸绿化、县
道 018 线廊道绿化、省道 210
南向店段廊道绿化、闸晏路文
殊段廊道绿化、砖桥镇希小路
廊道绿化。目前土地流转任
务已全部完成，
全部实行全垦
机械整地，统一标准起好“三
沟”
（箱沟、
腰沟、
边沟），
树种选
择上以本地乡土树种为主。
光山县创森战犹酣，
冬去
春来，
生态林、经济林、廊道林
春潮涌动孕育着希望，
彰显勃
勃生机。

光山县廊道绿化彰显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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