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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愚公精神的发祥地，愚公移山精神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济源儿女；它是全省最年轻、最具活
力的省辖市，人均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二；它是南
太行和沿黄地区的“绿色明珠”，在生态建设上也
一直开拓进取、敢为人先。

济源市在 2013年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的基础上，积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传播绿色文明
生态建设，坚持扩绿提质并重、增绿增收并举、绿
化美化同步、发展保护同抓，于2016年成功创建
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让绿色发展成为全市经
济发展的总动力。

攻坚克难 筑牢国家绿色屏障

岩石裸露，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我省山
区 700 多万亩立地条件差宜林地面临造林难
题。这也是为什么来济源观摩取经的人络绎不
绝的原因。

济源三面环山，80%以上的地域面积属于山
区丘陵，共有20多万亩以风化砂岩碎砾和裸岩地
为主的造林困难地。

昔日的愚公矢志移山，今天的“愚公”养山造
绿。困难地造林这个“硬骨头”，愚公儿女迎难而
上、攻坚克难，干得漂亮。

通过垒砌“鱼鳞坑”、回填客土、施加保水剂、
栽植优质壮苗、上下覆盖薄膜、实施三年管护等措
施，挖坑难、栽植难、保墒难等难题迎刃而解，太行
山裸露地荒山绿化已达 10万亩，成活率 90%以
上，探索出南太行困难地造林的有效途径。2015
年 12月全国工程造林座谈会在济源市召开，这里
的造林经验受到了国家林业局造林司领导和参会
人员的高度评价。

森林城市强调城乡一体，而城乡一体化则是
济源发展最大的特色，二者理念高度契合。推进
生态环境建设，济源切实打破城市与农村的界限，
积极推进“森林围城、鲜花围城”“城在林中,林在
城中,人在绿中”。

已持续开展12年的冬春农闲季“3+1”工作（造
林绿化、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和村容村貌
综合整治）是济源人每年工作的一个重头戏。济源
市将“3+1”工作与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结合起来，通过对城区、交通干线、重点区域
和荒山等实施针对性的绿化美化，大力开展绿色镇
（办）、绿色家园、绿色机关、绿色企业、绿色校园、绿
色景区、绿色道路、绿色社区“八创”活动，十八大以
来全市累计完成荒山造林43万亩，完成绿色家园
和村庄绿化提升501个村，建成国家级生态镇7个、
省级生态镇11个、省级绿化模范镇10个、省级生态
文明村175个、省级园林式单位19个、市级园林单
位106个、绿色单位317个，平原林网150公里，栽
植各类苗木4743.9万株。

家家植树树成荫，处处造林林似海。2016
年，济源市森林覆盖率达45.06%。

2016年 12月省政府在济源市召开了全省林
业生态建设和森林防火工作会议，王铁副省长对济
源市生态建设和森林防火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完善设施 共建护绿爱绿长城

20世纪90年代基本消灭宜林荒山。
从矢志“创森”和“创绿”的 2009 年至 2016

年，这个 80%以上属山区丘陵的城市8年间森林
覆盖率提高了2.68个百分点。

郁郁生机景多娇，森森林海春常在，绿色染遍
了济源城乡。植绿更要护绿、爱绿，济源市坚持绿
化与保护并重，在强化森林资源管理方面打出系
列“组合拳”。

在森林防火方面，济源市在15支 150人的半
专业森林消防队的基础上，新建了1支 50人的专
业森林消防队，配备了灭火炮、灭火机和移动高压
水泵等一批科技含量较高的扑火装备，形成了一
套快速反应机制，市域内的任何火情，均能在 20
分钟内展开扑救处置。近年来，济源市没有发生
一起重大火灾，森林火灾发生率控制在1‰以下。

在提升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水平方面，济源不
断强化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机制，全市监测覆
盖率达95%，承担了国家林业局“2.8%木烟碱微囊
悬浮剂防治杨树食叶害虫试验推广项目”。五年
来，采用仿生制剂农药及高效低毒无公害农药累
计防治林业有害生物32万亩，有害生物成灾率在
3.7‰以下，多次被评为全省“目标管理先进单位”
和“先进中心测报点”。

只有严打各种涉林违法犯罪行为才能达到震
慑一片、教育一方的效果。济源市林业局整合森
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
木材运输检查等职能，成立了济源市林业综合执
法支队，积极开展春季和冬季严打、黄河滩区湿地
保护、亮剑行动等专项行动，有效地遏制了滥砍盗
伐、偷拉私运、乱占林地、乱捕滥猎等违法犯罪行

为，森林公安局连续两届被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
局授予“全国执法示范单位”。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在人们畅享于绿色之时，
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也得以扩展。这里成了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的“安乐窝”，在林区不时出没
的金钱豹，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最好印证。

注重科技 厚植兴林富民土壤

绿水青山，流金淌银。要想做大金山银山，就
要强化科研创新，让林业产业这条生态经济型的
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济源核桃早已享誉全国，2011年济源即被授
予“中国核桃之乡”美誉，近日，又入选了国家核桃
良种基地，再次因核桃荣获一张“国”字号绿色名
片。截至目前，全市核桃栽植15万亩，其中盛果
期 7万亩，干果总产量 7000吨，产值 1.4亿元，成
为坡头镇、下冶镇等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来
源之一。成绩背后，浸透着林业系统人员的艰辛
汗水和默默付出，他们一方面持续抓好核桃栽植
任务，一方面着力加强核桃品种改良、技术人员培
训，济源的核桃品种培育对我省的核桃产业品种
化、标准化生产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苗木花卉产业是一个兴林富民产业，济源市
2012年开始大力扶持，现已建成3万余亩，栽植各
类苗木60余种，年产值3亿余元，产业初具规模。

林下经济亮点频现，“钱景”喜人。目前全市
林下种植养殖基地 6万余亩，培育了王屋顺成林
下养殖基地、玉阳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克井枣庙
冬凌草林下种植基地等多个示范基地，其中济源
冬凌草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在林业科研道路上，济源不断前行，积极与各科
研院所合作，在物种生物学、生态学和引种繁育技术
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数字显示，近五年，
济源共制定林业地方标准34个，承担国家级、省市
级项目31项，还先后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项、省
级科学技术成果奖5项、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3项、
省政府三等奖和省科技厅一等奖1项，“大红甜石
榴”荣获中国第一届石榴博览会石榴产品金奖。

“植树就是致富、造林就是造福”“抓绿化就是
抓发展、抓环境、抓民生”，建设、经营、管理、发展
是永恒的主题，拥有“国家森林城市”和“全国绿化
模范城市”两个“国”字号名片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种动力。

秉承“愚公移山、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济源
将持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倾力打造“济水之
源森林城，王屋山下宜居地”，为建设又富又美新
济源创造更好的生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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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6%
2013年 9月“创森”成功。80%以上属山区丘
陵，2009年“创森”以来，森林覆盖率提高 2.68
个百分点，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5.06%

10万亩
探索出南太行困难地造林的有效途径，太行山裸
露地荒山绿化已达10万亩，成活率90%以上

15万亩
全市核桃栽植 15万亩，是“中国核桃之乡”和国
家核桃良种基地

济源绿色名片数据

困难地造林让荒山披上绿衣

济源被誉为“中国核桃之乡”

▼绿意盎然

平顶山丰产林达60多万亩

经济林绿色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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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万亩
2013年9月“创森”成功，三年“创森”，森林覆
盖率提升3.7个百分点。“创森”成功5年来，累
计完成造林面积101.07万亩

40余万亩
以核桃、板栗、石榴、杏等为主的经济林40余
万亩，以杨树、泡桐等为主的速生林 60余万
亩，以油桐、黄连木为主的能源林20余万亩

3300公里
廊道绿化3300公里，新建7个森林公园

平顶山绿色名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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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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张浩 陈科铭

古有应国以鹰为图腾，今有鹰城平顶山因煤
而兴。煤炭曾是平顶山的特色，2013年这座以煤
炭工业闻名的“中原煤仓”华丽蜕变，成了国家森
林城市。

当它确立“生态建市”战略、插上“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的翅膀，沉睡多年的山水资源焕发蓬
勃生机，为鹰城的生态建设增光添彩。平顶山的
城市森林正在连绵铺展，碧水青山打造新特色、
新名片，更加彰显出绿色鹰城的独特魅力。

让森林走进城市，是每个人的梦想

绿色是一种充满活力的颜色，孕育着生机，
承载着希望。对于大自然来说，森林是大地之
衣，有了这件绿色的衣服，大地才熠熠生辉。同
样，有苍翠的森林为伴，与蓝天碧水相拥，是每个
人的梦想，根植于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中。

资源型城市平顶山，和其他资源城市一样，
煤炭等重工业带来了真金白银，也带来了沉重的
环境包袱，而环境包袱逐步升级为阻碍城市建设
的发展包袱。

煤矿的矸石山疏于管理、治理，一堆堆矸石
就像毒瘤长在平顶山的大地上。风吹就来沙尘
暴，雨淋就起毒烟雾，伤害了人们的眼睛、身体和
心灵。环境污染，引发的是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转型迫在眉睫。近年来，平顶山市委、市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确立了“生态建市”战略，他们深知，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抓“创森”就是抓发展，抓“创森”就是抓民生。

2010年平顶山作出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
重大决策，提出以“绿色文化、生态和谐、健康亲
和”为理念，构建“林水相依、林城相依、林路相
依、林村相依、林居相依”的森林生态景观格局，
以中心城区生态景观带、山区生态体系建设、生
态廊道绿化等十项工程为重点，构建市域森林体
系，并勾画了十年的宏伟建设蓝图。

三年砥砺奋进，2013年 9月，平顶山被授予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这是一场至今没有停歇的绿色革命，大片大
片的绿色在鹰城大地上开花结果。城镇村庄绿岛
镶嵌、山地丘陵绿衣相披、道路水系绿网相织……
一座煤城，如今变成了绿色森林之城。山峦林木
葱郁，河湖鱼翔浅底，百姓出门看得见绿色，望得
见山水，记得住乡愁。

治理与开发并重，鹰城走出一条
自己的“创森”路

森林城市建设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森林城市
建设的模式无法复制。每一个城市的“创森”都
有自己的特点，鹰城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以沉陷区治理、矸石山绿化、荒山坡造林为切入
点，走出了一条资源型城市“创森”之路。

在矿区，大力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采煤沉陷
区治理面积达140.5公顷。建成的白龟湖国家湿
地公园，成为中原地区淡水近自然湖泊湿地的典
型代表，占地 1500多亩的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树茂花繁、芦苇青青、白鹭翱翔，被誉为“闹
市中的天然氧吧”。

昔日煤尘飞扬、污水横流的矸石山如今是绿
树成荫、鸟语花香的矸石山公园。平煤神马集团
二矿等矿区及矸石山绿地还成为全国绿化示范
工程。

矿区的工人对现在的变化赞不绝口，矸石山
公园里，有石桌石凳，随处可见花坛、曲径通幽，
阶梯山道通往古色古香的凉亭，老城新城的美景
尽收眼底，男女老少茶余饭后在此休闲娱乐，好
不热闹。

鹰城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的美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资源也给森林城
市建设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平顶山市北依大香山，南临白龟湖，一条湛
河贯穿城中。城区以“绿”和“水”为主题，用遍布
全城的绿来美化水，以穿城而过的河来提升绿，
筑山造绿、沿河布绿、依湖造林、建景筑园。大香
山景区、祥云公园、青年公园、湛河公园、河滨公
园、鹰城广场等一批城区园林景观正在逐步完
善。经过多次治理之后的湛河，清澈见底，绿化
日臻完美，是人们休闲娱乐的绿色生态走廊，也
是城区的亮丽风景带。

市区近郊远郊公园、果园、田园共建，不断丰
富森林城市的内涵。建成了石漫滩、风穴寺两个
国家森林公园，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望夫山
省级森林公园、严明寺省级森林公园、文笔山森
林公园、春鸟生态园等六个市级生态文明教育基
地，青年公园、湿地公园等四个生态科普知识教
育基地，叶县优质寿桃、鲁山林丰庄园、金牛山石
榴园等一批远郊、近郊绿色田园观光区，不仅为
人们提供了娱乐休闲之地，还有文化科普的功
能，让森林城市文化品位进一步提升。

“创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平顶山林
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创森”成果有目共睹。

“创森”三年，平顶山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3.7
个百分点，城区绿化覆盖率提高了2个百分点，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提高了1.1平方米。10个县（市、
区）全部建成省级林业生态县（市、区），80%的乡
（镇）建成林业生态乡（镇），75%的村建成林业生
态村，实现了城乡绿化面积的大拓展、绿化质量
的大跨越和管养水平的大提升。同时，走出了

“城市增绿、社会受益、个人得利”的多赢发展路
子，建成核桃、板栗、石榴、杏等为主的经济林40
余万亩，以杨树、泡桐等为主的速生林 60余万
亩，以油桐、黄连木为主的能源林 20余万亩，农
民从林业产业中获得的人均纯收入800元，是全
省平均值的 1.47 倍，取得了兴林富民的明显成
效。

“创森”成功5年来，全市又累计完成造林面
积101.07万亩，每年均超额完成省定造林任务。
建成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4处，建成国家级森林
公园 4处、省级森林公园 4处、市县级森林公园
10处，保护区总面积达90万亩，初步形成了以山
区、丘陵区、矿区为重点,以主要河流、道路为骨
架,以城市建城区、村镇居民区、旅游区为点,以
平原农区和廊道网络为面的森林生态体系。

今天的平顶山，河流、森林、花园、精致园林
建筑交相辉映，人们休闲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
越美。林业亦不是单纯的挖坑种树，而成为一个

“养眼、养心、养生”的时尚产业。
在平顶山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里，树木丰

茂，湖泊湿地、水网密布，芦苇婆娑、香蒲摇曳，岛
屿亭台、木栈相连，处处展现着森林城市的旖旎
风光，流露出人文山水和谐的画境诗意。

白龟湖湿地公园于2016年 8月通过国家湿
地公园试点验收，成为平顶山市首个、当年河南
省唯一正式通过验收的国家湿地公园。

植树造林有效地保护了湿地生态，湿地调节
着大自然的呼吸功能，正在不断嵌入到这座工业
之城中，给鹰城的未来注入新的血液。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片片森
林绿地，载着满满的喜悦、活力和生机，融进鹰城
的每一寸土地。站在“十三五”的新起点，插上森
林城市的崭新翅膀，鹰城平顶山将飞得更高、更
远、更好！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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