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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2014年9月荣膺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较
“创森”前提高6.9个百分点

56.87万亩
2014年以来，完成城乡生态造林绿化 56.87
万亩

32.6%
2016年森林覆盖率32.6%，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14.6平方米

淇河水质保持国家二类以上标准

□本报记者 王映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杨庆利

在秋季这个丰收的季节里，濮阳人正在品尝
着“创森”带来的硕果：从黄河大堤到黄河故道，从
湿地公园到城市公园，在随处可见的果园里、花丛
中，人们在幸福地休闲、观赏、旅游、拍照……

10月13日，记者在黄河大堤上就碰到了一位
这样的摄影爱好者。他说，这两年，濮阳值得拍摄
的景观越来越多，他几乎每周都要四处转转，每次
都能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这才是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给全市人民带来的最大福祉！

让龙都大地披满绿装

濮阳对绿色的执着追求，绝不是从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伊始。

濮阳地处黄河故道沙区，境内有各类风沙化
土地126万亩，生态环境脆弱。而森林可谓防风
固沙的绝佳屏障。自1983年建市以来，濮阳市始
终把造林绿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先后荣获了“全
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全国城乡绿化一体化试点
市”“全国绿化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在更高
层次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进人民福祉、厚植发
展优势，濮阳再一次选择出发！2016年 3月濮阳
市召开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动员大会，并把“创森”
写入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

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挥长，濮阳组建了
高规格的“创森”指挥部，印发了《濮阳市森林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分年度对各县区和市直有关单位
下达创森任务，逐级落实创建主体责任，迅速掀起
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热潮。

建设森林城市，基础在绿，关键在绿，既要有
绿色数量，更要有绿色质量。为此，濮阳提出了以
黄河生态涵养带、金堤河生态涵养带、黄河故道防
护林带和都市生态林业圈等“三带一圈”为空间布
局，以引黄入冀工程为轴的西部生态走廊、第一濮
清南和马颊河为轴的中部生态走廊、黄河生态走
廊、金堤河生态走廊等“四大走廊”为生态骨架，计
划年均造林绿化面积 10万亩以上，形成纵横交
织、功能完善的森林生态体系的建设规划。

按照这一规划，濮阳坚持高标准建设，优化生
态景观，已完成廊道绿化1000余公里，引黄入冀、
106国道、342国道、南林高速等重点廊道绿化实
现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
线和景观线；市城区周边防护林带和城郊森林面
积超过2万亩，森林围城景观初步形成；扎实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抓好了800余个重点村绿化，全市
村庄绿化整体覆盖率达30%以上；实施田水路林
综合治理，打造高标准林网示范方，农田林网控制
率和路沟河渠绿化率达90%以上。

截至目前，濮阳已初步构建了以道路、河流绿
化网络为骨架，点、片、网、带合理布局，城市乡村
协调发展的生态体系，形成了布局合理、景观优
美、环境舒适、生态功能完善的城乡绿化一体化格
局，各项指标达到或基本达到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标准。

把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

森林，是资源，也是产业。在建设森林城市过程
中，如何才能既发挥林业生态功能，又发挥林业的产
业功能，实现生态建设与产业增长的良性互动？

打基础，种下一片翠果新绿。作为一个平原
城市，濮阳以市场为导向，科学规划林业产业布
局，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园林绿化苗木等产业。
截至目前，全市经济林总面积已发展到25万亩，
苗木花卉基地建设连续三年超过4万亩，总面积
达到15万亩，年总产苗量超过6000万株，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花卉苗木经济林品牌，实现了社会得
绿、群众得利。

重特色，创出一条兴产大道。通过资源整合、
兼并重组，促进产业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经营，
形成了清丰县家具产业园、范县浙豫木业城等一
批产业化龙头和产业化集群，培育出濮阳市龙丰
纸业有限公司、濮阳县森大木业等年产值超亿元
的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余个，产业集
聚效应已初步显现。截至目前，全市林浆纸板和
家具加工企业已达到 2300家，形成了林纸 40万
吨、木浆 10万吨、高中密度板 40万立方米、家具
230万件、木制工艺品45万件的加工生产能力。

惠民生，引领一方旅游天地。在加快建设濮
阳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台前金水国家湿地公园、
南乐县马颊河国家湿地公园等重点项目，不断完
善已建成的濮上生态园、中原绿色庄园、濮阳张挥
森林公园等绿色旅游景点的同时，濮阳又以“创
森”为契机，着重打造多条贯穿全市的精品旅游线
路。其中，沿黄河大堤打造的生态涵养带长达
150多公里，绿化带宽度近200米，沿线地形起伏
有致，堤顶道路蜿蜒曲折，绿化景观丰富多彩，形
成了一条百里生态画廊。

产业兴则林业兴，产业强则林业强。“创森”，
使林业产业正在成为濮阳市农业结构调整、增加

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和实现产业扶贫的新路径。
“十二五”末及“十三五”以来，濮阳林业产业每年
以10%以上年均递增率快速发展，年均增幅位居
全省前列。

2016年，濮阳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10.1亿元，
是 2012年的 1.6倍，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的转化。

让生态文明理念扎根城乡大地

“桃花节”“杏花节”“荷花节”花香四溢，“青年
林”“巾帼林”“记者林”绿播心田。自今年春天以
来，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在濮阳市
此起彼伏、高潮不断，珍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文明理念就像人们栽下的一棵棵树木，开
始深深地扎根到城乡大地。

郊野公园是广大市民体验生态、感悟自然的
重要场所，是培育生态文明的“立体课堂”。濮阳
高度重视郊野公园建设，目前，该市省级以上郊野
公园达到9处，国家湿地公园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亲身参与植树造林才能更好地强化市民爱绿
护绿的意识。为此，濮阳先后规划建设了15处全
民义务植树基地，面积200多公顷，每年180多万
人参加义务植树，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90%
以上。每年的植树节，社会各界铭志于树，寄情于
林，积极营建各种形式的纪念林，建设了一批“青
年林”“巾帼林”“记者林”“护士林”等。

组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志愿服务队”，办节
会，搞展览，举办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活动，让市
民时时受到“创森”理念的“感染”。动员全社会参
与“创森”，是濮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大亮点。

春雨随风潜入夜，催化万物自然生。生态文
明价值观开始深深地根植于濮阳人民心中，并不
断地外化为具体行动。在村庄、社区、企业、学校，
随时随处都能看到见缝插针的绿，精心装扮的绿，
这是他们在争创生态文明标兵！

“创森”，极大地推动了濮阳林业的大发展。
自2016年濮阳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以来，
两年新增造林面积 15万亩，森林覆盖率比 2015
年年底增加 2.5 个百分点。目前全市片林面积
115万亩，森林覆盖率29%，活立木蓄积约375万
立方米，位居全省平原地区前列。

面对创建取得的成绩，濮阳市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市林业局局长张百昂
表示：“2018年濮阳市将接受国家森林城市的检
查验收，下步建设任务还异常繁重。我们要更加
振奋精神，更加扎实苦干，扎扎实实做好森林城市
创建工作，让濮阳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空
气更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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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亩以上
2016年3月启动“创森”，处于创建进行时
目前森林覆盖率29%，比2015年年底增加2.5个
百分点。计划年均造林绿化面积10万亩以上

25万亩
经济林总面积25万亩，苗木花卉基地建设连续
三年超过4万亩，总面积达到 15万亩

110.1亿元
2016年，濮阳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110.1亿元，是
2012年的 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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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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太行山绿化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

鹤壁绿色名片数据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周喜军

《诗经》古风，朝歌商韵。淇水河畔，太行山
下，有“仙鹤栖于南山峭壁”而得名的鹤壁，正迈着
秀美的步伐，款款而来。放眼今日之鹤壁，城内绿
树荫荫、鸟语花香，城外太行掩翠、淇水如碧，连呼
吸都透着一丝清甜。2014年“国家森林城市”为
鹤壁再添一张闪亮的“国”字号名片。

曾经，因煤炭而扬名的鹤壁，一度在发展的道
路上畅快奔跑，可资源带来的除了真金白银，还有
污染和消耗，山水不美了，资源也慢慢枯竭。但鹤
壁没有一条老路走到底，它高瞻远瞩，在倡导绿色
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加入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的队
伍，高举生态文明的大旗，突破粗放污染的围城，走
出一条具有鹤壁特色的“创森”之路。

美丽淇河折射“创森”巨变

漫步于淇河两岸，不仅能欣赏大自然的生态
美景，还能领略淇水诗苑中诗歌长廊的文风墨彩，
1500多首佳作以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生
动呈现，给淇河增添一份诗情画意。

每个清晨，都会有不少鹤壁市民来此游玩，男
女老幼，携家带口。淇河是华北少有的一条未被
污染的河流，也是鹤壁的主要水源，经过几年的努
力，现如今的淇河树木葱茏、青翠欲滴，水清如玉、
川流不息，鱼翔浅底、百鸟争鸣，恰似一幅富春山
居图。

淇河之滨的居住区，一派草木繁盛、小桥流水
的清新自然之景。一位老大爷在一个小区广场上
晒太阳，他在这里生活了8年，目睹了身边环境的
变化，“我脚下的这块地方，以前是个垃圾堆，一到
夏天就散发出臭味儿，那边是个大水沟，那边是片
荒地。小区里面一下雨全是泥水……”老大爷说到
现在小区的状况，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绿色遍地，
花红柳绿，干净幽雅，赏心悦目。

再看村里，和城市一样美。近年来，通过绿色
家园建设每年植树 130余万株，染绿了村旁、路
旁、水旁、宅旁，集中居住型村庄林木绿化率达
33.2%，分散居住型村庄林木绿化率达23.6%，“创
森”已经把城乡融为一体。

细枝末节最能体现人们的心声，自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以来，鹤壁的绿化见缝插针，城乡环境大
幅度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增强了。2013
年鹤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保持全省先进水
平，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空气质量
优良率82.2%，森林覆盖率31.7%，城区绿化覆盖

率41.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5平方米，各项指
标均达到或超过了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2014
年 9月，鹤壁市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授
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创森”成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2014年以
来，鹤壁完成城乡生态造林绿化56.87万亩，目前
全市森林覆盖率 32.6%，新增公园绿地面积
248.05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提升到14.6平方
米，优美的环境让人们觉得“生活在鹤壁很幸福”。

2016 年，淇河水质保持着国家二类以上标
准，在全省城市河流中多次位列第一。绵延15公
里的淇河生态风貌带携着桃园公园、淇河诗苑、淇
水乐园、淇奥翠景园、淇水樱花园五大公园向世人
展现森林城市鹤壁的自然秀美；西部太行山的绿
色屏障业已悄然筑起，一批精品森林公园成为旅
游度假的胜地，淇县云梦山森林公园2016年被命
名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枕山滨河“创森”独具特色

不由分说，鹤壁“创森”成绩斐然，这与其坚守
可持续发展、低碳生活、生态保护等理念是分不开
的，同时，也离不开其多年来辛勤的付出。

早在2001年，鹤壁就提出了创建园林城市的
目标，2003年淇滨区成为全省第一个省级园林城
区，2005 年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鹤壁市
委、市政府将建设生态之城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
融为一体，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
2011年，鹤壁市向国家林业局提出“创森”申请，
正式启动“创森”工作。

枕着太行，依着淇河，山水生态是鹤壁最大的
优势，也正是如此，鹤壁将枕山滨河作为“创森”建
设的出发点，打造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生态景观。

以淇河生态为依托，建设全景淇河生态走廊。
分为城市滨河功能区、城市近郊园区以及远郊生态
园区三部分。在城市滨河功能区，为提升市区绿化
品位，扩大城市游园绿地面积，建成了淇水诗苑、淇
水乐园、芝麻官游园等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游园绿
地。森林城市的文化内涵也不容忽视，在近郊，鹤
壁深度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将淇河文化、朝歌文
化、太行文化融入森林城市建设中，建成了淇河、云
梦山、七里沟等10余处森林公园，俨然一部绿色的
鹤壁历史。在远离城市的郊外，鹤壁因地制宜，建
设了一批绿色农家生态园，可种可观，是城市居民
亲近自然、体验田园风光的好去处。

西部太行山是鹤壁的生态屏障。在完成浅山
丘陵、宜林荒山地造林的基础上，鹤壁林业部门持
续向深山罕迹、困难地造林进军。在这里造林面
临土薄、干旱、羊啃、火烧等诸多难题，他们通过机
械打坑、挖沟，石头砌穴、垒岸，覆盖地膜、树干缠
膜等栽植方法的创新和严格的管护，大大提高了
造林成活率。近年来，鹤壁每年在西部太行山区
完成造林6万余亩，经省林业厅核验，成活率均在
90%以上。

以道路林网、水系林网和农田林网等“三网”
为骨架，大力构建覆盖全域的城乡绿网生态体
系。在京港澳高速、京广高铁等干线两侧构筑50
米宽的绿色屏障，在107国道、鹤淇大道等重要区
位交通干线两侧构筑20米宽的生态防护带，乡村
道路、河流、水库沿岸都修建了不同宽度的绿化
带。穿梭在鹤壁境内，满目苍翠，景致怡人。

“创森”之美永远在路上

“国家森林城市”不仅仅是一张名片，它是对
鹤壁市美誉度和生态承载力的充分肯定。“创森”
所带来的，首先是青山绿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可
持续发展。

“创森”还带来了金山银山。特色经济林、花卉
苗木、森林旅游日益成为新的林业经济增长点。产
业林的建设给许多贫困户带来了福音，生态旅游也
为鹤壁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目前，鹤壁苗木花
卉产业基地达3.3万亩，成为河南省四大苗木花卉
产业基地之一；各类干鲜果经济林面积达25万亩，
年产干鲜果品13.3万吨；5处城郊大型公园、6处远
郊省级森林公园和一批生态休闲特色村、森林人家
等生态旅游线，年接待游客278万人次。

“创森”只是鹤壁生态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里程
碑，对美好环境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鹤壁始终行
走在林业生态建设的路上。“创森”之后，鹤壁依然
坚持增青山、增绿地、增碧水，开展防护林、用材
林、经济林、能源林、特用林“五林共育”和公路边、
铁道边、河流边、山坡边、街巷边绿化洁化美化的

“五边共美”行动，强力推进以“三廊三带三区”为
骨架覆盖全域的林业生态体系建设，努力推动鹤
壁林业生态建设再上新台阶。

今天的鹤壁，绿树葱郁，硕果累累，淇河汤汤，
太行巍巍。八方游人如织，与鹤壁群众共赏美景。

今天的鹤壁，“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
万里”。翻过一页页生态建设的华美篇章，在城乡
生态一体化中继续谱写新的华章。

今天的鹤壁，空气清新，水源清洁，环境优美，
让你来了就不想走。

▼鹤壁新世纪广场 ▼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