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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旅居福地新
打造伊水栾山养生城

栾川栾川□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万建东 杨书涛

10月 30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传遍
栾川人的朋友圈：我省首批省级森林城市的荣
誉花落栾川。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森林城——全县森林覆
盖率82.7%，居全省第一。游客在这里纵情山水、
洗心涤肺，群众在经营绿水青山中赚得金山银山。

在积淀与担当中奋进，在实干与拼搏下腾
飞。近年来，栾川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以“建设旅居福地新栾川，打造伊
水栾山养生城 ”为目标，深入开展森林城市创建
工作，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先后荣获“全国林
下经济示范基地”“国家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县”“河
南省林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林业改
革试验示范区”“国家园林县城”等荣誉称号。

栾川“因林而美，因林而富”的目标正逐步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林业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初步形成。

强化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实施

加强领导，高位推动。成立了由县委副书
记、县长任组长，29家相关单位及15个乡镇（管
委会）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省级森林
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栾川县创建省级
森林城市实施方案》，将创建工作纳入目标考核
体系，形成了县乡联动、全民参与的森林城市创
建工作机制。

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充分挖掘栾川县区
位特点、资源优势、文化特色，编制了《栾川县森
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7）》，按照“一
核三屏五区，十镇百村多廊道”的绿色空间布
局，以水串城，以山嵌城，城乡城景相融相依，分
步实施森林城市建设。

加大投入，保障有力。出台了一系列奖补
政策，对廊道绿化每公里奖补10000元，村庄绿
化每村奖补 50000元，特色花木林果基地每亩
奖补 500元，荒山荒滩造林每亩奖补 500元，低
效经济林改造每亩补贴 700元。2018年以来，
县乡财政共投资 17亿元，撬动社会资金 14亿
元，实施森林城市建设工程。

实施全域绿化，提升森林质量

栾川森林资源丰富，“创森”奔向更大范围、
更高质量、更大福祉的方向，突出“精准”二字。

全域精准国土绿化工程强力推进，坚持“只加
不减，适地适树”原则，山地、城镇、乡村、廊道一起
谋划，整镇整乡或连线成片推进，城乡绿化水平不

断提高，生态环境日益优化，全县城镇、乡村均建
立了完整的绿地系统。“依山就势、疏密有度、错落有
致、显山露水、通风透气”的森林城镇基本形成。

按照“森林村镇”建设标准，坚持“一村一
品、一路一景”原则，大力实施村庄绿化，村道绿
化；坚持“四季有绿、应时现花、季相丰富、景观
美丽”的建设原则，扎实推进县境内的道路两侧
绿化提升工作。村庄绿化率及已建成高速、国
省道、县乡村道绿化率均达到100%。

按照“近自然原则下的综合经营＋目标树”的
经营体系，三年来，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44.7万
亩，打造了暖温带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油松
纯林培育技术等多个森林经营示范样板，被中国
林学会授予“栎类经营示范样板基地”称号。

发展绿色经济，务实强林福民

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之路，栾川县加
快林业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森林康养、
林下种植养殖及苗木花卉产业，努力实现“林下
种、林间养、林中游”。2018年林业生产总值达
到55亿元，比上年增长20%。

森林康养业蓬勃发展，全县森林康养业面
积达到10万亩，建成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等国
家级康养基地 3个。全县以生态旅游为主的专
业村已达 22个。全县发展林下养殖示范基地
0.56万亩、林下种植示范基地 1.5万亩、林产品
采集加工基地 5.1万亩。建设苗木基地 0.92万
亩，引进新品种 150种，形成以三川、叫河等乡

镇为主的彩叶苗木示范区和伊河流域、小河流
域特色苗木产业带。

林业行业扶贫成效显著，从林业项目、政策、
科技、服务等方面对全县 83 个贫困村进行帮
扶。参与林业工程项目的贫困人口达5000余人
次，实现工程落地、生态脱贫。成立河南省首家脱
贫攻坚营造林专业合作社，带动60余名贫困人员
参与工程建设。1023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当上生
态护林员，每人每年实现9000元劳务收入。

加强宣传教育，着力绿色创建

为弘扬生态文化,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栾川县深入开展生态文化宣传教育。
创建林业生态文明示范基地、生态文化村8个；将
森林防火、爱鸟周等生态知识作为中小学生的补
充教材引入课堂；组织开展摄影展、征文、绘画比
赛、论坛等活动激发群众的“创森”热情；深入挖掘
森林文化，开展古树名木及林木资源普查，对
23133株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并由中国林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河南栾川古树名木》和《栾川树木志》。

大力开展“森林通道”“森林村庄”“森林城
镇”“森林人家”“绿色单位”“寻找栾川最美森
林”“寻找最美护林员”等以森林为主题的“绿色
创建”活动。获得全省首批“河南省林业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重渡沟、庄子两村获得“全
国生态文化村”国家荣誉，9个乡镇荣获河南省
绿化模范乡镇，22个村获“森林村庄”称号。

“树有高度、林有厚度、绿有浓度、景有美
度、城有韵度”，持之以恒地植绿、护绿、兴绿，栾
川已成为宜居、宜游、宜养的生态栾川。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据悉，该县将持续森
林栾川建设，扩大城市绿量，提升生态质量，努
力打造“现代生态林业栾川样板”，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任光辉 赵晓刚 吴银玲

它是一座历史名城。这里有叫响世界的“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有名扬四海的少林功夫，有
道教圣地中岳庙，有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
院……这是人们熟知的登封市。

它还是一座生态之城。近年来，登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生态涵养区建设定位，建设绿网、彩化嵩山，修复
生态、美化环境，发展绿色经济、美丽经济，全面打
造“多彩嵩山、美丽登封”。继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县（市）、河南省林业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后，10月30日，登封和兰考、栾川、西
平等15个县（市）一起跻身河南省首批省级森林城
市榜单，为美丽登封再次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登封全域绿起来

2018年启动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以来，登封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四大
班子相关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将创建省级森
林城市工作任务纳入政府工作报告，编制印发了《河
南省登封市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7）》
《登封市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实施方案》。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政府主导、全面参与，系
统谋划、高效推进，登封累计投入资金20亿元，实施了
国土绿化提速行动、生态廊道、森林公园、林业产业等
工程。2018年年底，全市森林覆盖率达42.5%，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41%，城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2.6
平方米，省级森林城市35项考核指标均已达标。

城区绿化水平不断提升。以文化公园、太室
阙游园、太和游园及环山旅游公路等项目建设为
重点，实施道路绿化、单位绿化、公共用地绿化，形
成了以道路绿化为骨架，公园、广场、游园均匀分
布，市区园林与城郊绿化相融合，三季繁花、四季
常绿的城区绿化格局。

休闲游憩绿地持续增加。坚持“绿色共享”理
念，2018年，完成了大熊山旅游区项目建设，启动
了万亩香山森林公园建设项目，全市森林公园（体
验园）达到12处。目前辖区17个乡镇全部建有面
积3公顷以上小型公园、游园或成片森林。

村庄绿化特色鲜明。开展乡村片林、景观通
道、庭院绿化等建设，村庄绿化实现全覆盖、全达
标，呈现出四季有绿、季相分明、层次丰富的村庄
绿化景观，有效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生产生活环
境。2019年，计划建成森林特色小镇1个、森林乡
村 39个、乡村绿化 20个，确保 158个村庄达到省
级人居环境示范村标准。

“路网、水网、林网”有机融合。以“全域城镇
化”和“进入登封就进入了景区、进入了森林”的发

展思路，建成商登高速、郑少洛高速、豫见铁路等
生态廊道绿化工程，新增造林7.84万亩，道路林网
更加完善。对水体沿岸进行适宜绿化，展现了河、
库、林、城融为一体的和谐风貌，水系林网基本建
成。选用深根性、高大乔木类树种营造防风固沙
林，农田防护林网实现达标。

生态修复初见成效。通过闭矿造林、关厂造
林、景区修复等多种措施实施生态修复。采取“合
作社+土地流转+困难地造林”生态修复模式，
2018年以来完成生态修复 6000亩。启动了嵩山
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生态修复工作；围绕“多彩嵩
山、美丽登封”建设，完成梨面沟、摩天岭试点建
设，栽植树木5.6万余株。

让生态之美入心来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森
林城市的建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

绿地面积大幅增加，市区公园类绿地面积达
300公顷，大中型公园数量达23个，建设森林绿道
37.5公里，每万人拥有绿道长度0.52公里。

生态产业风生水起，以核桃产业为引领，登封
森林旅游、花卉苗木产业、林下经济产业多业并举、
协调发展，初步建立起种类完备、富有活力的林业
产业体系，“生态美”与“百姓富”正在同频共振。

要“大地植绿”更要“心中播绿”。登封市开设
森林城市创建和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专栏，营造浓厚
森林生态文化氛围。在道路两侧、景区、公园等处，
装置各具特色宣传保护牌近千余块，对树木的种
类、分布、作用及野生动植物保护进行宣传。建设
中灵山核桃教研基地、登封市生态示范基地等科普
基地共4处，为市民提供良好生态文明教育平台。

古树名木是传递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载体。
登封全市登记在册古树名木2020株，共有古树群
24个，古树5422株。为强化宣传保护，登封市邀请
专业制作团队制作 4期古树名木节目，拍摄印制
《登封市古树名木画册》《嵩山古树》《全国千年古树》等
画册，全市古树名木建档率和保护率全部达到100%。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的氛
围日益浓厚，对森林城市、国土绿化提速行动的支
持率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群众义务植树热情高涨，自 2016年来，全市
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96%以上。

通过创建省级森林城市，生态文明理念深入
人心，城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森林旅游业态有效
培育，巩固提升了登封的生态优势。未来三年，登
封市委、市政府确定了“一核、两山、一带、多廊、多
点”的生态景观空间布局，计划完成生态建设
14.53万亩，基本搭建起登封绿色生态空间的“四
梁八柱”，全力打造登封“山之美”，绘就嵩岳大地
山青、水秀、人和、景美的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陈慧

又是一年好风景，金秋十月植树忙。兰考大
规模国土绿化工作又拉开了帷幕，这已经是兰考
县开始冬季植树的第四个年头。

近年来，兰考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积极创建省级森林城市，举全县之力，汇全民
之智，连续4年开展冬春两季造林绿化工作，完成
造林 15万亩，植树近 3000万株，林木覆盖率达到
30.15%，全方位提升了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改善了
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实现了绿色贯通城乡，生态
成果共享。10月 30日，兰考县被省林业局命名为
首批“省级森林城市”。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红色
的兰考，正向生态兰考、森林兰考快速迈进。

领导重视，高位推进“创森”

森林城市，是对一个城市在生态建设方面的
最高评价，也是最能反映城市生态建设整体水平
的荣誉称号。

为了快速推进森林城市创建工作，让兰考的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景更美，开封市委常委、
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森林城市创建工作。2017年 7月，兰考县
成立创建森林城市指挥部，县长李明俊任指挥
长。按照“一核一带，多廊多园”的总体布局，兰考
县邀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规划院编制了《兰
考县省级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统筹推进城
市、森林、湿地、流域、农田五大生态系统建设，勾
画了一幅森林兰考的美丽画卷。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兰考县坚持用森林城市
创建工作引领全县生态建设和城市发展，先后编制
印发了《兰考县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设计方案》《兰考
县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兰考县创建国家园林县
城实施方案》《兰考县鼓励发展苗木产业实施方案》
《兰考县支持造林绿化农村经济美丽乡村工作奖励
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吹响了“创森”集结号。

突出重点，全面增绿添彩

按照森林城市建设方案，兰考县突出重点，按
照“多种树、种大树、种本地树”的原则，迅速掀起
森林城市建设高潮。

做好建成区为核心的创建工作，实现森林进
城。在城区，拆墙透绿，所有机关大院、行政事业单
位拆除围墙，绿色共享；结合海绵城市理念，在廊道
两侧建设植草沟，栽植适合本地的草本植物，完善城
市立体结构，增加生态景观；完成兰阳湖、青莲湖、仙
霞池、凤鸣湖及上河恬园等城市生态景观项目。在
城郊，对环城各乡镇（街道）开展绿化提升，建设环城
生态防护林，打造“进城先进林”的生态景观。

提升廊道绿化，打造廊道林荫化的生态景
观。在“创森”工作中，兰考县积极打造千里生态
长廊，提高常绿树种比例，提升景观效果。对高
速、乡级以上道路、县管主要河道进行高标准绿化

提升，绿化宽度 50米至 100米，完成乡级以上廊
道绿化 592 公里，乡村道路 963 公里，河道绿化
154公里，高速绿化49公里，共造林4.5万亩，植树
750万株，建成了 30余条泡桐景观大道及“河清、
岸美、水绿”的河道新景观。

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建设生态宜居、产业兴旺
的美丽乡村。在城郊周边 11 个村庄，打造宽度
100米的围村林；在 26个重点村，对所有入村干
道、村内道路两侧进行绿化提升，村内所有庭院及
全县8200个五好庭院，栽植山楂、枣树、樱桃等果
树，平均每户 5株。在柳林林场，将其与周边村庄
经济林联通起来，打造万亩梨园，统筹发展生态、
产业、旅游等工作。在明清黄河故道，以国有兰考
林场 4.47万亩林地为依托，稳步推进新建 1处省
级森林公园。在全县，规划 3年完成优质苗木基
地 10万亩，建成 100-150公里范围内规模较大、
辐射面积较广的绿化苗木基地。

统筹推进，全民共建共享

自2017年 7月启动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工作以
来，县财政、社会资本累计投资5.5亿元，兰考县生
态总量、资源绿量显著增多，兰考的人居环境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为汇聚
“创森”强大合力，兰考县动员和号召全民开展义
务植树。每年植树节期间，兰考县四大班子领导
带头参加义务植树，各部门动员组织适龄公民参
加植树造林，各企业、协会、学校等组织形式各异
的义务植树活动，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 95%以
上。去冬今春造林季，兰考县连续组织 3次义务
植树，在 20个义务植树示范点，累计 50000余人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植树50万余株。

为提高广大群众对“创森”的知晓率、参与率
和满意率，兰考县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
心，广泛开展“创森”科普教育和信息宣传工作。
在黄河湾旅游区、上河恬园、泡桐森林公园、凤鸣
湖湿地公园等地各建 1处生态文化科普教育示范
基地；在黄河大堤开展千人骑行、万人竞走、野生
动物放归等活动，引导群众领略生态之美、森林
之美；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组织森林文化
科普宣传；举办“森林兰考”杯摄影大赛活动，收
集摄影作品 500 余幅；精心制作“创森”动画、视
频在电视台、大屏幕等循环播放；利用手机短信，
发送“创森”动员信息 10万条；建立“森林兰考”
公众号，每天推送“创森”进程和科普知识等；在
建成区、镇村张贴宣传版面，让“创森”广而告之，
深入人心。

今日兰考，实现了“让森林拥抱城市，让城市
走进森林”的目标。兰考县将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进一步和森林相拥相融，向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继续努力，届时，红色兰考将变得更加绿意盎然，
更加和谐宜居。

登封强力推进森林城市建设，打造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生态涵养区

通过“创森”，兰考实现绿色贯通城乡，生态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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