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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森林城市建设掠影美丽河南绿意浓美丽河南绿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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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万亩
2011年荣膺“国家森林城市”，2008年“创森”开始
至2016年年底，洛阳新造林280万亩，森林抚育
和改造450.61万亩，目前森林覆盖率45.11%

1.4万余公里
从2017年起，3年时间对全市1.4万余公里的
村级以上道路全面实施绿化提升

246万亩
2016年年底，经济林总面积达246万亩，发展
林下经济210万亩，花卉苗木总面积50.7万亩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刘玉明 李婧雯

这里有河南第一高峰老鸦岔，这里有全省最
大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这里有全省最高的森林
覆盖率，“五山四陵一分川”的三门峡，已由一个以

“黄、白、黑”著称的资源型城市华丽转身，先后荣
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大天鹅
之乡”“河南省绿化模范城市”等称号。

“半城绿树半城楼，水清岸绿景宜人。”党的十
八大以来，三门峡市林业生态建设不仅营造绿色
森林，重视人居环境建设，更重要的是走出了一条
兴林富民与生态建设良性互动、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科学发展之路。

巩固提升创森成果
打造生态宜居城市

晚饭后到黄河公园散步，是酷爱徒步的公司
职员阿丽的“必修课”。她在微博中写道：“走在黄
河公园的树林里，就像徜徉在母亲的绿色襁褓里，
那种安静与甜蜜让我深深陶醉。”

虢国公园看樱花、涧河公园观月季、湿地公园
赏牡丹、黄河公园品梅花……在三门峡，一年四
季，无论是漫步在华冠如盖的林荫大道上，还是浸
润于枝叶下的融融月色中，人们都可以体味特有
的清新空气和沁人心脾的绿意。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
明，“把森林建在城市、把绿色留在身边”已成为城市
生态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诉求。
为顺应这一趋势，三门峡市将林业生态建设作为改
善环境、富民强市的重要目标之一，持续推进国家森
林城市建设，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完善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格局，全市本级投入创建资金近2.1亿
元，组织实施了城市周边大环境绿化、城镇社区及村
庄绿化美化、中心城区绿化提升、单位（庭院）小区绿
化、城市立体绿化等重点工程，有效改善人居环境。

在加快公共绿地建设的同时，三门峡对原有公
园、游园、绿化广场以及公共设施和停车场等公共绿
地进行改造提升，绿地的品位和档次得到显著提
升。市区现有公园7个，游园9个，城区绿化覆盖面
积1329公顷，市民出行，每500米范围内，就能发现
一处富有绿化特色、园林景观效果明显的游园。

围绕打造沿黄半岛景观带，三门峡紧紧抓住
黄河、天鹅这两个特色元素，先后建成了天鹅湖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黄河公园。目前，天鹅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黄河公园日平均游客 8000人以上

次，周末和节假日达 1.5万至 2万人，已成为三门
峡亮丽的城市名片。

同时，积极指导全市深入开展国家森林城市、
绿化模范城市创建活动，截至目前共创建全国绿
化模范县3个，全国绿化先进集体2个，河南省绿
化模范县6个，河南省绿化模范乡镇39个，河南省
绿化模范单位15个。

构筑绿化防护体系
生态功能不断增强

每年冬季，成千上万只白天鹅成群结队，不远万
里从西伯利亚飞到市区东西近百公里的黄河沿岸湿
地栖息越冬，三门峡也因此被称为“天鹅之城”。令
人惊喜的是，2015年5月，一对野生大天鹅在天鹅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成功孵化出6只“丑小鸭”。

大天鹅成功自然繁育后代，这在黄河流域还
是第一次。大天鹅对三门峡的垂青，其实也是对
自然生态的垂青。这里成为天鹅们理想的栖息
地，与市民细心呵护这些“白色精灵”有关，与当地
全面加强黄河湿地管理、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有关，与三门峡久久为功加强绿化防护体系建设、
改善生态环境有关。

加强绿化防护体系建设，事关人民的根本利
益，事关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三门
峡市坚持增绿与增收并重、造绿与造景并举、绿化
与美化并行，突出生态建设主线，提高生态建设标
准。按照《三门峡市林业生态建设规划》“三区（山
区、丘陵区、黄土沟壑区）、两点（城市绿化、村镇绿
化）、一网络（生态廊道网络）”的总体布局，重点实
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生态体系、生态
廊道绿化、城乡一体化绿化和重点区域绿化等工
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数字是最有力的证明：
国家级生态工程扎实有效，全市完成退耕还

林任务面积205万亩，对734.89万亩天然林工程
区全面实施保护，落实国家公益林管护面积
273.62万亩。

省级生态工程成效显著，围绕林业生态省建
设，新造林面积 181.16 万亩，森林抚育和改造
86.85万亩。

市级生态工程重点突出，建设绿化精品示范
点194个，总面积17.57万亩。

6个县（市、区）全部建成林业生态县，创建林
业生态乡（镇）55个、林业生态村960个，分别占全
市乡（镇）、行政村总数的89%、70%……

远处青山连绵，近处绿树掩映，三门峡全市现
有林地面积685.78万亩，林木蓄积量1734.4万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50.7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87 平方米，各项指标远远超过“创森”前的水
平，这颗“黄河明珠”已然是座森林之城。

打造林业特色工程
实现绿色产业富民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随着林业生态
建设的不断加快，三门峡市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坚持
产业集群显魅力、示范带动注活力、区域联合增动
力，全面落实林业富民惠民政策，积极参加林业扶贫
攻坚行动，着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三门峡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核桃等特色
经济林产业发展的意见》，设立以奖代补资金，县
级设立专项发展资金，重点推进以经济林基地—
林果加工、种苗花卉、食用菌、林药林草、森林生态
旅游—生态文化等多种经营为一体的林业产业发
展。目前全市已建成以核桃、大枣、花椒为主的特
色经济林125万亩，年产干果11.45万吨。

加快基地建设。建成以杨树、刺槐等为主的
速生丰产林50万亩；建成以核桃苗木为主的种苗
基地2.2万亩；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40万亩；发展
林下经济利用林地225万亩，年产食用菌1.26亿
袋，养殖家禽330万只（头）；果品年加工60万吨；
森林旅游600万人次。

“灵宝大枣”“灵宝杜仲”“仰韶大杏”“朱阳核
桃”“卢氏连翘”等10个林产品入选“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灵宝市引种的“陕核5号”在中国首届核
桃节上获得金奖。

林业产业快速发展，规模持续壮大，2016年
实现林业总产值135亿元，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
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道路。

咬定青山不放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三门峡
将抖擞精神，重新上路，以生态宜居城市打造为目
标，由绿化向绿化美化转变，由注重荒山造林向荒山
造林与绿色围城并重转变，由生态林向生态经济林
转变，不断提高城乡绿化质量和生态品位，为三门峡
转型发展提供新动力、注入新活力、增添新魅力。

黄河水畔森林城，宜居和谐三门峡，秉承“把好
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形成绿地相连、青山为
屏、湖河为带、园城一体”的发展理念，一幅美丽抬
头可见、幸福触手可及的生态文明画卷逐渐清晰,
进一步叫响“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城市名片。

洛阳绿色名片数据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金志锋 牛新安 张晓航

洛阳是众所周知的千年帝都，是人们心目中
的牡丹花城，殊不知，它还是河南的林业大市、重
点林区。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洛阳2011年荣获“国家
森林城市”殊荣。“创森”没有休止符，党的十八大
以来，洛阳继续提升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水平，推
进“造林向造景、造富、造福延伸和绿化向美化、
文化、产业化延伸”。现如今，这座山水魅力之城
正因林而富裕、因林而美丽、因林而健康、因林而
快乐、因林而幸福。

市民尽享全域绿化绿色福祉

洛阳牡丹甲天下，自唐宋以来，牡丹就是洛
阳的标志和象征。但是，不知何时起，洛阳人发
现，自己生活的城市，渐渐被各种花草所围绕。

早春时节的开元大道，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
樱花大道。孙辛路和九都西路广种月季，碗口大
的月季花仿佛不知疲倦，从初夏一直盛开到仲秋。

时光回溯到 2008年，也是洛阳“创森”号角
吹响的那一年，洛阳开始实施长达10年的林业生
态建设规划和提升规划。截至 2016年，洛阳新
造林 280万亩，森林抚育和改造450.61万亩，大
幅提高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

进入“十三五”时期，全市林业系统高举“生
态林业”和“民生林业”两面旗帜，围绕“山上森林
化、山下林网化、城市园林化、环城沿河顺路景观
化和乡村田园化”的总体格局，以“绿廊”“绿网”

“绿带”“绿岛”“绿园”“绿线”“绿道”“绿业”等“八
绿”工程建设为重点，全面实施全域绿化，为加快
推进“9+2”工作布局、加快实现“四高一强一率
先”奋斗目标提供绿色支撑。

去年3月 11日、今年3月 9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李亚两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与干部群众
一起为生态建设增绿添彩。前不久，李亚在全市
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要植绿造林
实施全域绿化。

去年7月，《中共洛阳市委 洛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构建生态环境建设体系的指导意见》正式印
发实施，并配套出台《洛阳市生态环境建设体系
林业生态行动计划》，基于此，去冬今春以来，市
政府出台《洛阳市廊道绿化提升暨农田林网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以栽植常绿树种、长寿树种和本
土树种为主，用3年时间对全市1.4万余公里的村
级以上道路全面实施绿化提升，全面掀起廊道绿
化高潮，打造辐射全域的绿色生态长廊。重点实

施高速公路、新 310国道、快速通道、高铁、铁路
等主要廊道沿线绿化提升，初步形成高密度、大
绿量，春有花、夏有荫，秋出彩、冬有绿的景观效
果。

今年的洛阳牡丹花会期间，洛阳市首次推出
牡丹公园、西苑公园、天香牡丹园、洛阳农博园4
家牡丹园免费游园赏花等举措，惠民措施得到广
泛好评，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截至2016年，洛阳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45.11%，比 2007年提高 3个百
分点。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将
超过47%。

林业资源大市奔向林业经济强市

林业是绿色富民的重要载体，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点发展方向。

“创森”成功以来，洛阳持续加强林业生态
建设。2013年以来，每年争取省级以上资金3亿
元以上，市财政每年投资1.5亿元以上，对廊道绿
化、森林抚育、花卉苗木、核桃基地等建设给予一
定的奖补，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扶持，提高了
林农、林企投资林业的积极性，并通过招商引资
等措施，每年吸引社会资金15亿元以上，林业生
态建设的社会化参与程度明显提高，成效更加
显著。

各县（市、区）激情被调动，5年间全市相继
培育形成了连霍高速两侧以孟津、偃师段为重
点的万亩黄杨基地、龙门西山万亩花卉苗木休
闲度假基地等十大亮点花卉苗木基地。苹果之
乡、杜仲之乡、葡萄之乡、牡丹之乡、银杏之乡不
断崛起……

2016年年底，全市经济林总面积达到246万
亩，其中核桃 79万亩，经济林总产量 8亿公斤。
发展林下经济 210 万亩，全市花卉苗木总面积
50.7万亩。

从资源存量看，作为全省重点林区，洛阳市
林业用地面积 1280 万亩，占市域国土面积约
56%，活立木蓄积量居全省第一方阵。2016年实
现林业总产值 204亿元。然而，和全省一样，林
业资源大市也面临产业化水平滞后的难题。

洛阳提出，力争到2020年，全市林业产业产
值年均增长 8%以上，林业总产值达到 300亿元
以上。

从204亿元跃升到300亿元以上，洛阳的底
气何来？

洛阳正在下一盘大棋，由林业资源大市向林
业经济强市转变。2016年12月，《洛阳市林业产
业发展实施意见》出台，提出要按照“巩固一产，
壮大二产，繁荣三产”的思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循环发展、龙头带动、品牌创建等六条路径，
促进林产品向品牌化、高端化、特色化、定制化方
向发展，努力形成“林上采、林间种、林下养、林中
游、林边加工、林外销售”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
产业兴林、产业富民。

呵护绿水青山需要默默付出

森林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林业用地占全省
的七分之一，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省的七分之
一，国有林场面积占全省的五分之一。作为全省
重点林区，洛阳森林管护任务异常繁重。

在极端天气多发、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
这些绿色财富如何得到妥善保护？

2013年洛阳作为我省商品林森林保险试点
之一正式启动。截至今年 4月，洛阳全市已有
483万亩公益林和23.9万亩商品林纳入森林保险
范围，同时将森林防火队员和护林员纳入安全保
险范围，解决森林防护人员的后顾之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河南省重点林
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至关
重要。全市林业系统按照“生态补偿脱贫一批”
的路径，将生态建设融入沟域经济发展和脱贫攻
坚工作中，吸纳了 2472 名贫困户转岗护林员。
如今，林业已然在支撑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富民
增收、推动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
用。实现了“政府得民心，农民得实惠，林业得发
展”的良性发展。

富民兴林，守护青山。洛阳森林公安在这方
面也为全省森林安全做出了表率。2016年，洛阳
市森林公安局获得了全省责任目标考核第一的
好成绩，被省森林公安局评为优秀单位。

洛阳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成绩突
出，排查整改森林火灾隐患300多起，累计防治各
类林业有害生物危害19.23万余亩次，森林火灾受
害率和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远低于省控目标。

倾情呵护下，这张绿水青山的画卷绿得越来
越浓重，愈发生机勃勃。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人民共享生态，让林业
富裕山乡，洛阳已尽现“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
浅见清沙”的历史生态风貌。“千年帝都”的古迹
景观和现代建筑正掩映在一座郁郁葱葱、花团锦
簇、风光秀丽的森林城市之中，散发出迷人风采。

三门峡绿色名片数据

50.72%
2012年“创森”成功，目前森林覆盖率50.72%，
居全省第一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87平方米

125万亩
以核桃、大枣、花椒为主的特色经济林125万亩，
年产干果 11.45万吨

205万亩
完成退耕还林任务面积205万亩

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黄河公园成为城市名片

黄河公园风景如画

三门峡黄河湿地成为白天鹅的乐园

国有卢氏淇河林场大块地日本落叶松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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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城交融，林水相依

牡丹花开满城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