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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11月 14日
下午，初冬时节的开封市龙亭区柳园口
湿地公园，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开封市
四大班子领导与全市500多名干部群众
一起，投入紧张的植树劳动中。

挖坑、扶苗、培土、浇水……经过一
番辛勤劳动，5000余株白蜡、国槐、紫
叶李横竖成行，迎风而立，大家脸上都
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这次义务植树活动，也是开封市今
冬明春植树造林工作的总动员。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冬明春，
开封市确定国土绿化面积 15万多亩，
以环城区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市县乡
村重要廊道建设工程、市县区重要道
路出入口廊道绿化工程、乡村振兴绿
化工程、河湖渠绿化工程等“十大工
程”为载体，全面推进今冬明春国土绿
化工作。

当日，开封市所辖杞县、通许县、尉
氏县、祥符区等县区也各自组织了义务
植树活动。③4

本报讯（记者 代娟 通讯员 袁楠）
挖坑、下苗、填土、浇水……11月 14日
下午，在位于黄河滩区的平原示范区韩
董庄镇大董庄村，新乡市冬季义务植树
活动正在进行。很快，2000余棵楸树、
雪松树苗挺立在黄河大堤北侧。

当天，新乡市四大班子和新乡军分
区有关领导分赴大董庄村和位于卫辉
市唐庄镇田窑村的楸树基地，与各界群
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据介绍，这是新乡市冬季全民植树
造林活动的序曲。11月 20日之前，该
市还将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森林
河南建设当中，并将植树造林与脱贫攻
坚、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近年来，新乡市深入实施以生态建
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加快国土绿化，
增进绿色惠民，先后获得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称号。③5

本报讯（记者 王映）11月 14日，濮
阳市四大班子领导前往范县黄河省级
湿地公园参加全民冬季义务植树活
动。今冬明春，濮阳计划完成植树超过
1000万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
台阶。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濮阳加
快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今冬明春，
该市计划完成植树超过 1000万株，折
合造林面积 8万亩以上，湿地保护率要
达39%以上，林业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
积的 3%以上。同时，濮阳市以国储林
项目为依托，高标准实施“4321”重点
项目群，即建设 4大生态走廊、建设 30
处郊野公园、打造 200个森林乡村、规
划设置100处森林驿站，并在市县城区
周边、生态走廊沿线、新型化工基地等
区域，实施一批绿化提升项目，连点成
线、连线成网，构建绿色屏障。③5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
龙飞）11月14日下午，天气阴冷，但国道
341安阳市龙安区段东侧的土地上却是
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300多名干部职工
挥起铁锹，种下一株株国槐、五角枫。当
天开展的秋冬季义务植树活动中，安阳
市、县两级总参与人数达1.5万余人，植
树总量5万余株，为古都大地添上新绿。

在现场记者看到，大家三四人一组，
扶苗、铲土、踏实，人人都认真完成每道
工序。不到一个小时，1500多株国槐、
五角枫树苗如待检阅的士兵昂然挺立。

今年以来，安阳市各级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紧盯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目
标，启动重点项目224个，截至目前，已
完成 125个，完成造林 12万亩；建成中
华古板栗园、汤河湿地公园等郊野公园
及十几个乡镇游园，有效提升了城市品
位和人民幸福感。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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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李子
耀）11月14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安
排，信阳市全民冬季义务植树活动在平
桥区淮河生态廊道义务植树基地举行。
来自信阳市各市直机关、群团组织和志
愿者共3000余人义务栽植银杏、火炬松
2万余株。

搬树、挖坑、回填、浇水……几棵树栽
好，大家早已累得满头大汗，“实施国土绿
化提速行动，是建设森林河南的一场伟大
战役。”看着刚刚栽下的树木，信阳市林
业局副局长史敦在告诉记者。“我们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让绿满中原、四季常青
成为出彩河南的靓丽底色。”

淮河生态廊道义务植树基地占地
600亩，以特色树种、常绿树种、乡土树种
为主，打造生态景观和园林景观，建成后
将成为一个集生态经济、旅游观光、森林
景观和岸线防护为一体的景观带。③4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11
月 14日，天空时而飘过几丝毛毛雨，天
气寒冷。但在济源市承留镇卫庄村附
近的三湖义务植树基地，却是一派热火
朝天的劳动景象，济源市市级领导及各
单位1000余人正在植树。

植树造林，确保成活是关键。记者
了解到，济源市此次植树都已事先签
约，各单位在分包区域必须按照要求植
树，栽植完成后要管护 3年，以确保成
活。

经过一个下午的奋战，约 1万棵白
皮松、元宝枫、白蜡、樱花按照标准种到
了指定地点。此次义务植树基地面积有
500亩，共将植树3万余株。

近年来，济源市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活动，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完成营造林
70.23万亩，义务植树900余万株，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③4

本报讯（记者 何可）11月 14日下
午，正在参加巩义市“两会”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群众1000余人来到康店镇
马峪沟村旁的河滩，挥锹种植元宝枫、栾
树近万株，为巩义的“青山工程”“添绿”。

据介绍，“青山工程”总投资36.4亿
元，工程主要包括国家储备林造林工程、
生态市建设造林工程等。初步规划是利
用6至8年时间，完成20.4万亩新造林，
2.5万亩森林抚育，现有林改培3.2万亩。

今明两年，“青山工程”计划投资
3.959 亿元，实施造林面积 5.58 万亩。
记者了解到，“青山工程”不仅造林规模
大，而且树种选择上也更丰富，其中北
部邙岭主要栽植树种为杜仲；生态水系
坞罗区域主要栽植树种为常
绿或彩叶树种；石质山区
主要栽植树种为侧柏、黄
栌等。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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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王风
娇）11月 14日，鹤壁市在淇河国家湿地
公园召开国土绿化提速行动誓师大会。
当天，各县区全民冬季植树活动亦同步
展开。全市逾6万名各界人士义务栽种
雪松、白皮松、侧柏等树木30万余株。

近年来，鹤壁市高度重视国土绿化
工作，持续开展实施了太行山生态廊道
绿化、南水北调生态长廊完善提升等林
业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国土绿化工作成
绩显著。

目前，鹤壁市不仅拥有云梦山国家
森林公园、淇河国家湿地公园，还拥有黄
庙沟、南山、黄洞等省级森林公园 6处，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据介绍，该市将深入开展“全域植
绿，绿满鹤壁”行动，以抓好城乡绿化、
抓好山区绿化攻坚克难等为重点，实施
城乡绿化美化、西部太行山区绿化等工
程，确保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全域植绿
工作全面部署、全面开展，为鹤壁的发
展增添更多的“金山银山”。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金志
锋）11月 14日，洛阳市四大班子领导和
市直机关、企业等干部群众 500多人来
到伊滨区伊水游园开展冬季植树造林。

前不久，洛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
开，发出国土绿化提速提质行动的动员
令，强调坚持“规划见绿、见缝插绿、提质
优绿、协力植绿”原则，以“11555”工程为
统揽、以“七绿”工程为抓手，规划总任务
16.4万亩。按照要求，今年年底前要完
成造林绿化任务的60%，2019年 4月底
前全面完成绿化任务。

在“一心一环五河五山五都”绿化的
“11555”工程中，洛阳重点对隋唐遗址公
园和以环城市区的连霍、二广、宁洛高速
公路绿化，对黄河、伊河、洛河、瀍河、涧河
沿线实施全面绿化，结合邙山、周山、龙门
山、万安山、首阳山的区域实际进行高标
准、大绿量绿化；结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
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和
隋唐洛阳城遗址等五大都城遗址的保护
规划，因地制宜，增加绿色元素。③4

□本报记者 陈慧

人们一般认为，植树应在春天，我
省开展秋冬季节大规模植树，是否可
行？能成活吗？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11月 14日，记者请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总工程师夏丰昌一一解析。

夏丰昌认为，在我省范围内，深秋、
初冬时节植树完全可以。由于我省春
季气温回升快、降水量少，造林时间短，
又是春耕大忙季节，劳力紧张，春季造
林相对匆忙，成活率反而不高。

秋冬季植树好处有不少。一是作业
时间长，可以从容安排劳力，提前筹划。
二是造林时地温往往还比较高，适宜的
温度有利于苗木根系伤口形成愈合组织
而产生新根，成活率高。而且，树苗次年
春天发芽早，增强抗病抗旱能力。

我省今年秋季气温普遍偏高，至11
月中旬，气温仍然达 10℃—15℃以上，
而且在 11月 11日—12日还普降冬雨，
墒情良好。因此，现在正是造林大好时
节。

即使如此，秋冬季造林还是需要把

握好造林时间、树种选择、苗木处理等
问题。

植树应选择在落叶前后即 10月底
至 11月底较好。夏丰昌解释，此期间
树木地上部分虽然停止生长，但根系还
在生长，苗木移植后利用地温较高的有
利时机，根系可恢复生长，有利于成
活。栽植过早，地上部分代谢旺盛，蒸
腾量大，容易失水死亡；栽植过迟，地温
偏低，不利于根系恢复，也影响成活。

树种选择也有讲究，通常选择有潜
伏芽、萌芽力强的树种，如杨树、泡桐、
柳树、栾树、国槐、刺槐、法桐、紫荆、合
欢、楸树、榆树、五角枫、白蜡、红叶李、
乌桕等，它们还具有较强的耐寒性。苗
木应选择良种壮苗，起苗后至完成栽植
的时间越短越好，不应超过3天。

常言说三分造七分管。做好栽后
管理对于秋冬季造林来说非常重要。
夏丰昌提醒，要及时浇水与扶正。有条
件的地方最好在栽植穴覆盖一块 1平
方米的塑料膜，保水增温，可大大提高
成活率。对于大苗，要为树干下部 1米
以下涂白。③4

秋冬季植树好处多

本报讯（记者 陈慧）11月 13日，实
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
员大会召开后，我省各地尤其是林业系
统干部职工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他们
纷纷表示，要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加压
奋进，发力提速，坚决做好森林河南建
设这篇大文章。

14日，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动员部
署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和森林河南建设
具体工作，开展了大规模义务植树活
动，迅速掀起冬季植树造林热潮。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
河南动员大会正式吹响了全省人民大
打国土绿化人民战争的嘹亮号角。14
日，王国生书记、陈润儿省长等省主要
领导又带头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
行动率先示范、引领，充分表明省委、省
政府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大
美河南、造福全省人民的坚强决心。”省
林业厅厅长刘金山说，全省林业战线将
深入细致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加压
奋进，勇于担当，高质量促发展，高标准
干工作，坚决做好森林河南建设这篇大
文章，不辜负全省人民对建设美好生
态、创造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

郑州市林业局局长崔正明表示，动
员大会站位高、立意远，规划布局宏大，
工作安排具体，标准要求明确。郑州林
业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积极
主动对接《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
（2018—2027年）》，以郑州黄河中央湿
地公园建设和交通网络沿线综合整治
为重点，全力以赴开展国土绿化提速、
廊道绿化提质、湿地生态修复、森林公
园体系建设等工作，完善森林资源保护
体系，加快打造与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地位相匹配、与人民群众对高品质
生活期盼相适应的生态保障体系。

省经济林和林木种苗工作站干部职
工一致认为，动员大会的召开必将进一
步加快我省国土绿化步伐。植树造林，

种苗先行，他们将积极努力为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和森林河南建设提供可靠种苗
保障，引导种苗生产企业调整树种结构，
推广林木良种，不断提高我省种苗生产
技术水平和优质种苗供应能力。

近两年，兰考县大力开展国土绿
化，城乡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很多
兰考群众反映家乡更美了。兰考县委
书记蔡松涛说，这都归功于持续开展的
造林绿化工作。兰考要认真贯彻大会
精神，强化责任担当，以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为目标，以国储林建设为抓手，科
学规划树种搭配，全力推进国土绿化，
着力实现蓝绿空间提升，产业提质增
效，森林覆盖率显著提高。

信阳市林业局局长肖国平说，动员
大会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林业人异常
振奋，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
将切实增强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困难补齐短板，
积累生态资本、绿色财富，擦亮信阳生
态名片。”肖国平说。

本报今年 5月推出的《青山不老》
一文，报道了商城黄柏山林场林业工人
一代接一代扎根大山深处，坚守绿色梦
想筑就“不老”传奇的故事。黄柏山林
场场长纪道宝说，动员大会为林场持续
提升建设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林场将努力打造智慧林业、科技林
业、人文林业，持续奋进、积极作为，当
好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汝州市这两年的造林绿化工作走
在全省前列。该市林业局局长鲁武国
说，我们将以森林河南生态建设十年规
划为行动纲领，攻坚克难，加压前进，大
力实施龙山森林康养特色小镇建设、山
区营造林、北汝河防护林带建设等 10
大工程，建设镇郊森林公园 18个，创建
省级森林小镇 3 个，创建森林村庄 55
个，强力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等工作。③4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反响热烈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反响热烈，，我省干部群众纷纷表我省干部群众纷纷表示示

做好森林河南建设这篇大文章

11月14日，省直单位、高校、企业及中央驻豫单位3000余人在郑州市黄河湿地义务植树基地，参加2018年冬季义务植树活动。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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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

我省将完成营造林

811万亩

●2019年，我省将创建10个以上森林城市、1000个以上森
林乡村

●2019年，将新建 10个以上湿地公园、10个以上森林公园
和20个以上森林康养基地

●2019年至 2021年，我省将完成272万亩廊
道绿化任务。

◎我省将新造林360.7万亩
森林抚育450.3万亩

其中廊道绿化计划完成

104万亩

《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2018—2027年）》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文字整理/陈慧 制图/党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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