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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每年造林超过5万亩、林木覆盖率提高
4个百分点；连续三年承办全市、全省林业现场会；连
续两次承办全省矿区生态修复现场会……这三年，
郏县生态建设成绩在全省十分亮眼。10月30日，郏
县跻身全省首批15家省级森林城市。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成绩都是
奋斗出来的。2017年以来，郏县县委、县政府大力
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始终把创建森林城市提升到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以特色公益林
建设和山区生态修复为突破口，坚持“三个到位”，
破解“三大难题”，做到“三个结合”，大打一场省级
森林城市创建的人民战争。

目前，郏县林木覆盖率37.1%，城镇绿化覆盖率
41%，村庄绿化覆盖率 36.09%，各项指标均达到或
超过省级森林城市指标要求。森林郏县，花开正艳！

提升认识，坚持三个到位

从2017年提出生态立县战略，申请创建省级森
林城市以来，郏县坚持把“创森”作为改善人居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优先考虑，全力推进。

坚持高点起步，规划引领到位。紧盯建设森林
郏县目标，从山区到平原、从城市到农村、从造林到
管护、从生态到产业，郏县高标准编制了森林城市建
设规划，对全县15个乡镇街道、共计1100多个造林
小班，列出年度建设计划，严格按规划实施。

坚持细化任务，责任落实到位。把创建任务分
解到15个乡镇街道和110个企事业单位，细化落实
到乡镇村组、地块路段、山头小班，县有县的工程、乡
有乡的重点、村有村的任务，99个县直单位划定义务
植树责任区，技术人员分乡包村技术指导。

为了确保各项创建任务落到实处，郏县建立了
领导机制、督导机制、考核机制等三项机制予以保
障。调整了县绿化委员会成员，实行县委书记任第
一主任、县长任主任的“双主任”制；成立以县委书
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各乡镇和相关单位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指挥部。把创建工作列入全
县重点督查工作台账和各成员单位年度目标考核，
验收结果作为考察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坚持营造氛围，宣传发动到位。把 7万份宣传
页、倡议书张贴到各行政村显要位置，县电视台开设

“创森”专栏，城区沿街 126家单位和全部商铺的电
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广播电台、农村大喇叭、微
信群持续开展“创森”宣传，全县上下营造了浓厚的
森林城市创建氛围。群众的热情被激发，安良镇任
庄村通过村微信群发布村庄绿化信息，3天时间就收
到本村贤达人士和外出务工人员66人捐款3.5万元。

积极探索，破解三大难题

地从哪里出？钱从哪里来？树木谁来管？一
直是林业生态建设的瓶颈所在。在“创森”过程中，
郏县想方设法，破解三大难题。

除廊道建设外，郏县的绿化用地主要靠“上山
下乡”。以山区困难地造林为重点，强力推进矿山
生态治理修复，所有矿山企业矿区内无条件修复，
矿区外延 500米无条件补偿或异地造林，形成矿山
生态修复“区内修复、区外补偿”新模式，完成矿区
绿化和异地补偿造林2.04万亩，被自然资源部肯定
为“郏县矿山生态治理新经验”。以农村拆旧复垦、

“双违”整治、“一户多宅”治理为抓手，充分挖掘乡
村土地潜力，对面积2亩以下零星地块，种树、种果、
种花，建成树园、游园、果园、花园。

在解决创建资金问题方面，郏县不仅积极争取国
家储备林贷款，将村庄拆旧复垦奖励资金优先用于乡
村绿化美化，还成立县林产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筹集
资金近 5亿元，建成生态廊道11条、绿化面积1.9万
亩。同时，通过认建、认捐、认种等多种方式，充分发动社
会力量参与森林城市创建，初步探索出县乡村和县直企
事业单位共同参与的公益林建设模式，累计建成公益
林312个，累计绿化面积1.3万亩，植树105万株。

在林木管护方面，郏县建立了“专、巡、护、管”四
位一体管护机制。专就是绿化工程养护期内由施工
单位负责，进行专业抚育；巡就是以县森林公安局为
主，成立专门巡护队伍，全天候巡护巡查；护就是设置
县乡村三级公益护林员岗位，对树木进行日常养护；
管就是成立县级林木管护督查队伍，强化对林木管护
工作监督管理，做到树木有人管、长得好、保得住。

统筹推进，做到三个结合

植树就是植富,造林就是造福。郏县把“创森”
工作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基层党建结合起来，不
仅激发了各方参与“创森”的热情，群众也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创森”福利。

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庭院种花、村内种树、村
外种果，全县 377个行政村中，80%以上都建成了
庭园街道“景观林”、村中空地“休憩林”、村庄周围

“经济林”。依托绿化美化成果，各地大力发展乡村
休闲观光旅游，绘就“美而富”的乡村振兴画卷。

与脱贫攻坚相结合。郏县绿化办、扶贫办联合组
织开展“送果树进农家”活动，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人至少3棵果树的标准，无偿赠送各种树苗14万株；
乡村两级公益林种植的果树，交给贫困户管护，收益
归贫困户所有，拓宽了贫困户稳定增收渠道。

与基层党建相结合。创新“党支部+公益林”模
式，村组干部和党员带头，动员广大群众种植“党员
树”“父亲树”“母亲树”，建设“支部林”“扶贫林”“乡
贤树”，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和无职党员示范带动，
在森林城市创建中得到充分体现。

创建森林城市，是载体、不是目标；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下一步，郏县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盯建设森林郏
县目标不动摇，以“六化”建设为重点，持续推进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力争通过3至5年努力，绿满郏县、绿
秀郏县、绿美郏县、绿富郏县，让绿色成为郏县最靓
丽底色，为建设森林河南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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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绿色屏障 打造生态林州林州□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杨鹏

这里有百里画廊太行大峡谷,这里有世界一
流的国际滑翔基地,这里是红旗渠精神的发源地,
这里森林环抱、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林州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坚持森林围城、生态兴城的发展战略，围绕“山
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
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的发展目标，大力开展
国土绿化工作，先后获得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
（市）、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市）、全国经济林
建设先进县（市）、全国绿化模范市等多项荣誉。

10月 30日，林州市荣膺全省首批“省级森
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47%，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常年保持在 300天以上，林州上榜首批省
级森林城市实至名归。一座绿色、健康、和谐、
自然的森林生态城市正在悄然崛起。

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林州市林地面积 171万亩，占全市总面积
的 55%。其中，经济林 30万亩，公益林 47.2万
亩。虽然是我省林业大县，林州人植绿兴绿的
步伐从未停下。

2017年，党的十九大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实现路
径。这一年，结合安阳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
要求，林州率先提出与安阳市实行联升联创，同
步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林州市以大地增绿、环
境增美、农民增收为核心，紧紧围绕《林州市省
级森林城市建设规划》和《河南省森林城市评价
指标》，从森林生态网络体系、产业体系、文化体
系、支撑体系四个方面，重点实施了城区森林与

绿地建设工程、郊野公园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
与生态修复建设工程、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乡村
绿化美化建设工程、森林与湿地保护建设工程、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生态便民工程、林业产
业工程等9大工程共20.79万亩。

三年来，林州市建成 7个森林艺术创作基
地、7个森林科普教育基地、7个花卉苗木基地，
2个森林康养基地，3个大型郊野公园，创建省
级森林城市的六大类35项指标已全部达标，形
成了城乡一体、布局合理、植物多样、景观优美
的森林生态体系。

按照《规划》要求，林州10年将建设“创森”
工程 83.3 万亩，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51.82%，全
面实现森林城市建设目标和林业现代化，建成

森林林州。

领导重视 高效推进

“创森”不是林业部门一家的“独角戏”，既
要高位推动，又需部门互动。林州成立了由市
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挥长的高规格创建省
级森林城市指挥部；成立“创森”办公室，负责全
面安排部署“创森”各项工作；把“创森”工作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向全市人民做出郑重承诺。
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引
导群众增强植绿、爱绿、护绿、兴绿的意识。

加大投入，精品带动。林州投资37.64亿元
建设了十大精品工程：建设了中华古板栗园、太
行山森林运动公园、黄华河公园和淇淅河国家湿

地公园项目；完成学院路东部山体、三个高速路
口重点区域绿化工程；对围绕市区的红旗渠大道
等主要道路进行了绿化改造；建设了15个城市
绿地游园;建成了 100个特色林产品种植园、采
摘园、生态园、观光园和100个园林示范村。

森林围城 生态兴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按照“六化”要
求，林州市重点实施六大工程助力省级森林城
市创建工作。

山区森林化。完成太行山绿化工程人工植苗
造林5.5万亩，封山育林2.2万亩；森林（经济林）抚
育3.3万亩。选用多个乡土树种乔灌混交，彩叶与
常绿苗木相搭配，重点打造桃源河以东南三环两

侧可视山体及林长高速西侧等3个示范点。
城市园林化。为实现森林进城，全面完成

龙头山公园等城市绿地工程建设，新增绿地面
积100公顷，各镇办充分体现“一园一特色”，达
到四季有景，主题突出，层次分明。

乡村林果化。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调整种植
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优质林果业发展，打造
一批果品采摘、生态休闲、住宿餐饮一体化的精
品农家乐建设项目；大力推进“庭院经济”，开展

“乡村林果化示范村”建设。建成森林乡镇2个，森
林村庄7个，森林人家2个；新建公共休闲绿地280
个；建成森林特色小镇3个。完成全市古树名木的
挂牌保护工作，传承乡村自然风貌和人文历史。

廊道林荫化。提升改造生态廊道 7条，绿
化里程 391 公里。以道路、水系为依托，形成

“点、线、面”以常绿的乔木和灌木作多层配置，
高低错落，色调相宜。实现生态廊道绿化向美
化、彩化、常绿化升级，丰富绿化层次，打造一年
四季景不同的生态走廊。

庭院花园化。组织开展“花园式标兵单
位”“花园式庭院建设”等活动，推进绿化进机
关、进企业、进校区、进农家，实现全市所有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农家院等庭院都达到绿
化美化。

森林公园、湿地、保护区建设工程快速推
进。完善城郊中华古板栗园、太行山森林运动
公园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淇淅河国家湿地
公园顺利通过省林业局和国家林草局验收；万
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按照规划完善勘界、立界
等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孕育着希望，绿色承载着梦想。林州，
这座绿色、生态、活力之城，将进一步和森林相拥
相融，将更加和谐宜居，更加璀璨夺目，必将弹奏
出新时代“生态林州、绿色家园”的美丽乐章。

汝州城市中央公园风景如画

郏县不断掀起植树造林热潮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雷雯豪 韩少伟

多年砥砺，一朝勃发。10月 30日，曾经“半
城煤灰半城土”的汝州市，摘得“省级森林城市”
这顶沉甸甸的桂冠。

从黑色到绿色，汝州的城市主色调发生华丽
蝶变。近年来，汝州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建设山水宜居绿城为目
标，大力实施全域国土绿化工程，扎实推进省级
森林城市建设，不断提升生态汝州建设水平。目
前，全市林木覆盖率 36.71%，城市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41.7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92平方米。

如今的汝州，从城市到农村，不同层次的
“绿”紧密相连，而又相互呼应，织成了一幅美丽
的城市森林锦绣。漫步汝州大地，春夏秋冬四季
之美，让人流连忘返；鸟瞰城区，汝水环绕，绿漫
全城，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好似一幅

“水天一色、满城皆绿”的山水画卷。

蓝图绘就强推进，城乡面貌换新颜

汝州市坚持把林业生态建设作为一项事关经
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础工程、民生工程、德政工
程，组建了市委书记任政委，市委副书记、市长任
指挥长的森林城市创建指挥部，先后编制完成《汝
州市省级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汝州市绿地系
统规划》《汝州市林地利用保护规划》等中长期国
土绿化规划，确定了“一核四星，一带两翼，多廊多
点”的总体绿化布局。严格执行省级森林城市建
设规划，汝州累计投入 60余亿元资金，编织起一
张独具特色的林业生态绿网。

两年的时光，汝州人从未停止逐梦“绿色”的
脚步，坚持城市、森林、园林三者融合，城区、近
郊、远郊三位一体，水网、路网、农田林网三网合
一，生态林、产业林、城市景观林三林共建，不断
提升全域国土绿化水平，竭力创建独具魅力的森
林城市。2018年以来，汝州市完成新造林 6.8万
亩，森林抚育改造 8.6万亩，新建花卉苗木基地 1
万余亩，林木覆盖率达36.71%。

为了尽快实现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
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
化，自“创森”以来，汝州市大力实施荒山绿化、龙
山森林康养特色小镇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两侧
绿化、镇郊森林公园建设、林业产业、生态廊道绿
化、城区绿化提档升级、生态文化建设等生态绿
化工程，迅速掀起了造林绿化高潮。

在中心城区，坚持以增加绿量为重点，城市
中央公园、森林公园、滨河公园、广成路郊野公园
等4个城区公园对群众开放，新建龙山森林公园，
形成了相互贯通、相互连接、中轴对称、总面积
1.5万余亩的公园群。截至 2019年 6月底，汝州
市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1257.38公顷，绿化覆盖
面积 1403.81 公顷，公园绿地面积 581.08 公顷，
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83.35％。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全市各乡镇建成中心游园 21个，各行政村新
建游园 293 个，乡镇政府所在地绿化覆盖率达
35.74%，村庄林木覆盖率达30.13%。

不负光阴不负春。如今的汝州，已初步形成
了以汝河为中轴，以建成区为核心，以各乡镇政
府所在地公园、村庄绿化、郊野公园、旅游景区为
重点，以廊道绿化为主线，景观优美、城乡一体的
森林城市景观格局。

“创森”融合新生态，绿色经济增福祉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
是“创森”的应有之义。汝州坚持把创建省级森
林城市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汝州全市经济林面
积达 21.6万亩，林下经济面积达 15.4万亩，林业
专业合作社达 49个。建设大峪镇 1.2 万亩花椒
基地、焦村镇蚕桑基地等特色林业扶贫基地8个，
累计为全市55个贫困村赠送果树8万余棵，受益
群众1.5万户。

按照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理念，积极推进硕
平花海、华予生态园等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培育
发展高效林业、休闲观光、创意林业等新兴业态。
坚持生态林业与乡村旅游相融合，积极推进特色
森林旅游景点建设，培育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目
前，汝州市共有风穴寺、怪坡、九峰山国家森林公
园、硕平花海、紫云山等以森林为依托的旅游景区5
个，并定期举办大峪镇杏花节、陵头镇桃花节、九峰
山重阳登山节、温泉镇蓝莓采摘节等森林文化节活
动。2018年以来，全市森林旅游收入达6.87亿元。

全民参与齐出动，生态文明植心中

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为改善
生态环境，让山常青、地常绿，汝州市副处级以上
干部带头，市、乡、村三级联动，两年来，共出动150
万人次，完成义务植树760万棵，新建义务植树基
地 26个以及荣誉林、乡贤林、美德林等纪念林基
地 38 个，全市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
93.55%。

在北汝河国家湿地公园、九峰山国家森林公
园、国有风穴林场建设生态科普教育基地，每年
开展“湿地日”“爱鸟周”、野生动物保护周和专题
广场文化活动，植绿、护绿、爱绿、兴绿的理念深
入人心，市民对创建省级森林城市的知晓率、支
持率和满意度均在95%以上。

汝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这是一片神奇的
土地，这是一片发展的热土。这里市容整洁、环
境优美、景致纷繁。这里绿道延伸、风景如画、钟
灵毓秀。山的豪迈、水的幽静、林的茂美，如同一
幅瑰丽多姿的叠彩画卷在汝州徐徐展开。一个
崭新的汝州，一个绿水青山、诗意盎然的汝州，正
在绿色发展的轨道上阔步前行。

林州城区绿化向美化、彩化升级 林州市经济林面积30万亩，美了生态富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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