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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批15个县（市）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系列报道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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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陈新生 叶志阳 胡荣坤

去年夏天，郑州市正上初中的小姑娘吕欣
雨去新县游玩一周后，一直念念不忘，总央求着
家人再去新县。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是很多人对新
县这个山水红城的印象。

有山皆绿，有水皆清，古村落、古民居星罗
棋布，地处大别山腹地的新县，先后获得全国绿
化模范县、国家生态县、国家首批生态保护和建
设示范区等殊荣，这里就是人们“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

2017年以来，新县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坚持视山如父、视水如母、视林如子，大
力推进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全县共计完成
义务植树193万株，造林9.12万亩，森林抚育完
成20.22万亩，完成了27个美丽乡村建设任务，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8.56%，植被覆盖率达
95%，全面实现省级森林城市创建的各项指标。

生态文明建设大步走在全省前列，10月 30
日，新县顺利摘得我省首批“省级森林城市”桂冠。

全民共创，描绘如画蓝图

规划先行，“创森”才更有章法。新县高标
准编制《河南省新县省级森林城市建设规划
（2018-2027年）》，立足新县生态功能区位和森
林、湿地等自然资源分布状况，结合地形地貌、
城镇总体布局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提出了“一
心、一带、四区、多廊”的城市森林布局体系，规
划包括森林生态网络建设、森林生态文化建设、
林业产业发展和支撑体系建设四大工程。

坚持高位推动，新县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书
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15个副县级领导干
部任副指挥长，51个部门和乡镇负责人为成员
的高规格创建森林城市工作指挥部。县主要领
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县人大、政协多次组织
开展“创森”工作专项调研和视察，全县上下形
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为了把“纸上蓝图”变成实景图，新县将“创
森”工作纳入全县年度目标统一考核各乡镇，各
单位均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健全和完善
县、乡、村三级林长责任制，按照党政同责、分级
负责的原则，县委书记、县长率先垂范担任全县

的总林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和乡镇区（街道）主
要负责人个个有任务，人人有指标，5名县级林
长、89名乡级林长、615名村级林长为新县创建
省级森林城市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彰显特色，厚植生态优势

新县的优势在生态，潜力在生态，品牌也在
生态。在“创森”工作中，新县努力扬长补短，实
施“三线两区一城一乡一河道”工程，落实廊道
建设、城乡绿化提升、河流绿化美化、景观苗木
基地、特色经济林、古树名木保护六大任务，迅
速在全县掀起创建高潮。

做到绿化无死角、全覆盖，在县域内主要交
通干道和乡村旅游公路沿线等区域实施退菜还
林还绿，县城区所有地块都实施退菜还林，努力
做到“应绿尽绿”。

不仅提速度，还要功能优，新县突出造林绿
化的生态效能和旅游景观效能相结合，推动绿
化向彩化、美化升级。在城区绿化中，聘请专业
设计团队，按照一街一景的标准，提升城区 8条
主要街道绿化水平，实施了十个重点绿化园区
及大别山露营公园、龙泉山城中公园等建设，提

升了城市绿化品位。
坚持新造与管理并重，新县高度重视森林

资源的保护。尤其是对8086株古树名木，新县
更是倍加呵护。专门出台《新县古树名木管理
办法》，为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筛选了100
个树王，编纂出版了《新县树王 100》画册。在
香山湖管理区水塝村韩山村民组建成了新县树
王博物馆和特色森林小镇驿站。

多元投入，强化资金保障

培育森林资源，改善森林植被，真金白银的
投入必不可少。新县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为

“创森”工作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政府划拨专项资金为生态“买单”。新县将

森林城市建设工程纳入财政预算，采取贷款贴
息、项目补助、奖励等方式，重点推进古树名木
保护、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生态景
观林带工程建设。

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植绿兴绿。农业、林业、水
利、国土、发改、扶贫等涉农部门，所有可以用于国
土绿化的项目资金，全部整合用于造林绿化工程。

吸引社会资本进山入林。鼓励企业、社会团

体、公民投资或捐资造林绿化，推进森林进城、森
林环城、森林乡村和立体绿化等其他类型的增绿
工程建设。引进上海山里人公司、武汉中科新
园、河南兴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在新县投
资建设油茶、黄桃、猕猴桃、红豆杉等基地。

广开融资渠道，汇聚各方力量，据统计，新
县“创森”共筹措各类资金 40441.75 万元，其
中，财政投资 18699.25 万元，利用项目资金
8452万元，民间资金13290.5万元。

森林城市建设的强力推进，也搭建了生态文
化的传播平台。新县运用报刊、电视、广播、新媒
体平台等多种形式，积极营造“创森”氛围。举办
的大别山山茶花节、“美化大别·绿满山河”创建
森林城市摄影大赛、新县县树县花评选等活动，
群众无不踊跃参加。人民群众对森林城市建设
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借得春风铺锦绣，乘势而起书华章。森
林城市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新县将深入
践行绿水青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
恒地开展“大地植绿”和“心中播绿”，加快推
进老区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美
丽山水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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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胡庆国 徐茂权

在河南，有这样一个县，
其百岁以上老人 29 人，90
岁-99岁老人 2395人，总人
数占比全省第一，堪为养生
福地、长寿之乡，它就是信阳
市光山县。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
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
生态催生长寿之乡。从2017
年启动省级森林城市创建伊
始，这三年，光山县打赢一场

“创森”人民战争，实现国土
绿化大提速、生态功能大提
升、民生福祉大改善：

林木覆盖率由“创森”前
的42.78%提高到45.85%，增
加了3.07%；年平均负氧离子
浓度为1553个/立方厘米，跻
身 2019 年度“中国天然氧
吧”榜单；空气质量排名2018
年及今年上半年蝉联全省第
一，“光山蓝”享誉中原……

10月 30日，生态光山昂
首阔步迈入全省首批 15 家
省级森林城市阵营，开启大
规模国土绿化新征程。

切实加强领导
坚持高位推动

光山为什么行？光山为
什么能？提高政治站位，高
位推动是关键。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是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

“创森”正是加速国土绿化的
一个重要载体。

光山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森林城市创建工作,成
立了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
长任指挥长、县委副书记任
常务副指挥长的“创森”指挥
部，组建了“创森”工作办公
室，并成立由县处级领导任
组长的综合协调、督察督办、
资金保障、业务指导等 4 个
工作组。各乡镇（街区）也成
立了“创森”机构，把“创森”
作为中心工作，全县上下形
成了城乡互动、部门联动、社
会行动的“创森”工作局面。

为保证“创森”工作深入
推进，成立了以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任组长的
专项督导组，在全县形成学比
赶超的“创森”工作氛围。创建期间，光
山县多次召开高规格动员会、推进会、观
摩评比会，有序强力推进“创森”工作。

县四大班子领导率先垂范，县、乡、
村三级义务植树活动高潮迭起。仅
2019年2月28日一天，县直各单位、各
部门、企业、学校、共青团、妇联及民兵预
备役官兵2600余人，就栽植桂花、茶花、
紫荆、国槐、樱花等苗木16000多株。

用好活动载体
社会广泛参与

2018年 11月 13日，省委、省政府
召开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
河南动员大会，动员全省人民打一场
新时代河南国土绿化的人民战争。

一天后，光山县“我为家乡栽棵
树”和“光山县冬季义务植树”活动在
县、乡、村同时启动。县委、县政府向
全县人民发出倡议书，广泛动员和号
召光山籍在外工作的领导、成功人士、爱

心人士参与，为绿荫光山、花
满光山奉献爱心。

“我为家乡栽棵树”活动
坚持富民为本、产业为重、文
化为魂、心齐为贵的基本原
则，县、乡、村三级每年分别
建设不少于 300亩、50亩、5
亩的植树基地。

栽 下 致 富 树 ，打 造 致
富园；栽下勤政树，打造公
仆园；栽下希望树，打造未
来园；栽下守望树，打造创
业园；栽下桑梓树，打造思乡
园……2018年以来，光山县
累计捐款捐树近 8000 余万
元，新建“我为家乡栽棵树”
植树基地6000亩，累积参与
人数70多万人。

为家乡栽棵树，为子孙
留片绿，人人爱绿、植绿、护
绿，生态文化意识在人们心
中逐渐生根发芽。

坚持“四个结合”
扩大“创森”成果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
山银山。在“创森”过程中，
光山县着力把国土绿化融入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百城提
质等各项工作之中，不断拓
展生态空间，放大森林生态、
经济、社会三大效益。

“创森”与脱贫攻坚相结
合，大力开展成片造林种
茶。坚持“公司+基地+农户”
运作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全县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22.7 万亩，其中新发展 17.7
万亩；茶叶种植面积达到 24
万亩。2019年，全县共完成
成片造林31535亩，连片500
亩以上有 30 多处。广大农
户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
劳动用工等方式，每年户均
增收5000元以上，为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栽上“摇钱树”。

“创森”与百城提质相结
合，扎实开展城区绿化美
化。光山县是我省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示范县，该县把“以
绿荫城”“以水润城”作为创
建森林城市的有力抓手，建
设潢河两岸南北绿道 22 公
里，建成了光州公园、沙滩公
园、盛湾公园等公园绿地景
观，实施 9条城区道路绿化，
增加城区小游园、绿化小品
等 12 处，让群众开窗能见
绿、出门能入园。

“创森”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持
续推进乡村绿化。先后打造出槐店村上
汪店组、晏河乡帅洼村、寨河镇杜岗村、
文殊乡方洼村、弦山办事处上官岗村、砖
桥镇魏老榨等一批“村在林中建，人在画
中游”的美丽乡村。180余处美丽乡村绿
化村组闪亮登场，不断提升乡村“气质”。

“创森”与农村“四好”公路建设相
结合，抓好廊道绿化。按照高速公路安
全保护区外每侧绿化宽度100米以上，
国道、省道和淮河一、二级支流管理范
围外两侧各绿化 50米以上的标准，全
县廊道绿化总面积3.1万多亩。廊道建
设以乡土树种为主，全部实行全垦机械
整地，统一标准起好“三沟”（箱沟、腰
沟、边沟），保证造一片，绿一片。

绿色孕育希望，彰显勃勃生机。
光山县“创森”战犹酣，等到冬去春来，
生态林、经济林、景观林交相辉映，光
山大地必将更加绚丽多彩，光山生态
文明建设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绿满山河披锦绣 美化大别四时新新县新县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柳士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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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大别山北麓，
河南最南端，当商城县被省林
业局授予省级森林城市的消
息传来后，全城为之振奋。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近年来，特别
是创建省级森林城市以来，
商城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造
管并重”的林业发展方针，立
足商城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生
态优势，保护生态、优化生
态、利用生态、转化生态。

结合山区森林化、城市
园林化、乡村林果化、道路林
荫化、庭院花园化“五化”工
程，全县国土绿化面积进一
步扩大，森林质量持续提升，
林业综合效益更加凸显，城
市森林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
达 60.31%，活立木蓄积量
763 万立方米，年均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 320 天左右，森
林商城正从生态大县迈向生
态强县。

生态安全屏障愈
加坚实

视 生 态 为 发 展 的“ 底
线”、把绿色作为发展的“底
色”，森林资源富集的商城
县，以更加竞进的姿态，实施
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在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
基础上，紧紧依托新一轮退耕
还林、天然林保护、长江防护
林、国家储备林等林业重点项
目，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多元
投入，抓重点、攻难点，充分调
动全县上下造林绿化积极性，
抢抓有利时机，大力植树造
林。2016年以来的4年时间，
全县累计投资7950万元，完
成生态建设35.7万亩。其中，
林业重点工程造林 14.08万
亩，完成低质低效林改造0.52
万亩、中幼林抚育21.13万亩。

“创森”以来，商城县建
设油茶、茶叶、青钱柳、豆腐
柴、小杂果等经济林基地8.1
万亩，抚育森林 8.7 万亩，完
成沪陕高速、G220、S337和河道等生
态廊道建设2.2万亩。国土绿化面积大
幅增加，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牢固构建
了坚实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城乡“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着力提供公平普惠的生态产品，让
城乡群众方便地进入森林、亲近森林、享
受森林，是森林城市建设的重要理念。

自 2013年起，商城在全省率先开
展美丽乡村建设。“创森”启动后，乡村绿
化美化也是重头戏。全县370个行政村
中，有196个行政村建有3亩以上的小
型公共绿地，建立了河浦村、田湾村、里
罗城村、韩楼村等一大批美丽乡村。全
县23个乡镇中，有22个乡镇政府所在
地均建有45亩以上的小型公园或游园。

在城区，商城县建设各类城市森
林、绿地 1371亩，改扩建桂花博览园、
鲇鱼山水利风景区、铁佛寺省级湿地公

园 408 亩，城市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达到 15.8 平方
米 ，建 城 区 绿 地 率 达 到
47.66%。

大力构建道路绿荫、
水岸绿网，道路林木绿化
率 95.1%，水系绿化率平
均达到 86.7%，如一张绿
网把城乡笼罩其中。如
今，商城形成了以绿美城
镇社区为中心，绿美道路
河流为廊道的林城相依、
林居相依、林路相依、林山
相依、林水相依的城乡一
体化森林景观格局，城乡
绿化美化得到明显改善。

林业特色产业
增绿增收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
就是生产力，商城县将生
态造林与产业发展有机结
合，林业特色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

2018年，油茶、茶叶、
青钱柳等林业产业被列入
商城县十二大支柱产业。
目前，全县有林业专业合作
社 128 个，有长园野生茶
油、龙潭油茶、兴霖农业、黄
檗山旅游、宇发农林、一凡
农林、浩沅松韵林业等省
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 7 家。在林业企业、专
业合作社的带动下，高标
准建成了大规模的油茶、
茶叶、青钱柳、核桃、晚秋黄
梨、构树等林业特色产业基
地约50万亩。全县发展林
下经济面积达36万亩，产
值5.61亿元，被评为“国家
林下经济及绿色特色产业
示范基地”，商城茶油、商城
青钱柳茶获得国家生态原
产地产品认证。

栽下“摇钱树”，结出
“富民果”，绿水青山带来源
源不断的金山银山，2018
年，全县林业社会生产总产
值达36.77亿元,较2017年
增长7.1%，实现绿富同兴。

绿水青山是商城县最
宝贵的资源和最大的优势
所在，该县高度重视森林
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早在
2012年，商城县就率先在
全省实施林业禁采、禁伐、
禁运“三禁”措施，拧紧了

生态“阀门”。对于 120.6 万亩的国家
级公益林，商城县聘用了 1464名生态
公益林护林员，实行全覆盖的网格化
管理。

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中拥有更多
获得感、幸 福 感 ，生 态 意 识 逐 渐 增
强。商城县不断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新建多处生态文化基地、森林体验和
科普教育基地、义务植树基地等，“创
森”宣传铺天盖地展开，成功举办金刚
台、黄柏山全国徒步大会，人民群众对

“创森”的知晓率、参与率、支持率大大
提升。

获得省级森林城市称号，只是森林
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商城上下将继续
发扬“敢干、苦干、实干、巧干”的黄柏山
精神，加快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把
十年森林城市建设蓝图描绘在山水间，
将商城建设成为绿满大地、四季常青、
山水园林、生态文明之城。

光山县着力打造“村在林中建，人在画中游”的美丽乡村

生态商城孕育催生出“敢干、苦干、实干、巧干”的黄柏山精神

10月 30日，在 2019年省级森林城市建设工作会议

上，我省 15个首批荣获“省级森林城市”殊荣的县（市）一

一亮相。首批“省级森林城市”在信阳市“花开三朵”，光

山县、商城县、新县携手戴上这顶象征全省林业生态建设

领域最高荣誉的桂冠。

森林城市建设以来，光山县、商城县、新县等三县提

速国土绿化，护美绿水青山，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中赢得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县人民

正做着最生动的实践。

新县浒湾乡白鹭栖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