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之城 全民共享
———广州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纪实

本报记者 李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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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国家林业局、广东省人民政
府联合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五届
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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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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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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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广州市举行。这标志着广州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广州，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
程中，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建设城市
森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增
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走在了全国经济建设与
生态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前列。

数年不懈“创森”

让千万百姓受益

几年来，通过政府和公众的努力，广州城
市森林建设日新月异，生态环境逐日改善。
“出门见绿，树木越来越多，绿色愈来愈

浓，如今广州的早晨是被鸟儿叫醒的”，市民
用最朴实的语言，描述心中的广州森林城市
之变。
“如同煲汤，细柴文火，火候到了，汤自然

就成了。”爱喝汤的广州人用煲汤来比喻自己
城市的创森历程。

广州在“创森”上可谓花了“大气力”。广
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曾多次强调林业在建设生
态型城市中的基石作用。广州市市长张广宁
明确要求“努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使广州生
态环境更好”。为给全市人民营造一个“适宜

生活居住、适宜创业发展”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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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以“生态优先、以人为本、林水结合、
城乡一体”的城市林业建设原则，启动了总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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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元的“青山绿地、碧水蓝天”工程。
一期工程建设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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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在中心城
区、新建和改造

''

个绿化广场、
))

个城市公
园，

!&!

条道路（河涌）绿化带，对
!")

座立交
桥、人行天桥实施立体绿化，形成了“四季常
绿、三季有花”的景观长廊；在城乡结合部，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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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城市主干道林带、
!'

个近郊区森林
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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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森林景观节点，对
#("

个采石场
实施关停并整治复绿，基本形成了点线面结
合的城市森林景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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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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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广州再次启动了“青山绿
地、碧水蓝天”二期工程，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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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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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区再增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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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在
#"(

平方公里以外的市域范围内，再建设绿地
!""

平方公里。
大工程带动城市森林建设大发展。目前，

广州全市林木绿化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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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
达

'%+&,-

建城区绿地率
''+%$,

，建城区绿化
覆盖率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平
方米。

创新发展模式

促经济生态多赢

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广州在推进森林城

市建设中，结合当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将空
地绿化、租地绿化同引导农民发展花卉苗木产
业相结合，积极探索出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农
民受益、城市增绿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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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
.

产业”的新
模式，让农民既有金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

广州番禺区鱼窝头镇的细沥村、万洲村村
民，以前种田时每年每亩地的收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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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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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政府引进大型的园林绿化
公司，建成广州市一大型苗木基地。不但周边
生态环境改善了，当地村民还通过在附近苗圃
打工的办法，实现了经济大幅增长。

据了解，这种将空地绿化、租地绿化同引
导农民发展花卉苗木产业相结合的做法，在
我国出现尚属首次。目前，广州在新机场高速
公路、南沙大道（鱼窝头段）规划建设了两个
专用林区（苗木生产基地），总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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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亩，储备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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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加上广从、广汕路和
京珠、北二环、流溪河畔的苗木花卉近

&

万
亩，实现了政府节资、农民增收、城市增绿的
“三赢”局面。

通过“退二进三”战略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西焦公园位于广三铁路两侧原西焦煤场
地段，上个世纪末，该地是灰尘滚滚、污染严
重的煤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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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后，煤场改建生态公
园，成为城市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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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广州原则通过
了《关于广州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工作实施
意见》及《关于加快市属国有企业“退二进三”

工作实施意见》，广州市将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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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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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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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工业企业和危化品企
业分批搬迁或关停。

众所周知，广州城区建筑密集，寸土寸金
之地绿化成本极高，但广州四季处处绿色逼
人。目前，全市共有花园式、园林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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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全市小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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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式单位、园林
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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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全市独立庭园单位的
#!+',

，广州市民出门可见赏心之绿。

营 造 绿 色 家 园

市民绿色消费实惠多

愈来愈浓的绿色，让广州市民正在得到
越来越多的绿色实惠。让广州人骄傲的绿色
消费，主要包括森林公园、出门见绿、沿海湿
地区候鸟翔集的海上森林……

目前，广州已批建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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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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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占广州国土总
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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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量、面积均居全国省会城
市前列。根据规划，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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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森林公
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总数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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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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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占广州国土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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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
足不出市，就可领略从高山到盆地，从丘陵到
平原，从河流到海洋的森林美景。

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国际花园城市、全国林业生
态建设先进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桂冠”
纷至沓来。

历经数年的努力，一个森林绿群山、森林
围珠水、森林绕名城、森林保良田、森林护碧
海的森林城市格局基本形成。今日的广州，正
日益舒展在绿意浓浓的生机中，森林公园的
树影婆娑中、古树名木的围绕中……

瞄准新加坡、香港等国际先进城市，以建
设宜居城市“首善之区”、文明城市、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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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绿色亚运”为指向，广州扬帆再起航！

城市森林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的基石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朱小丹

城市森林建设是生态化城市发展的主体，是人居环境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居环境改善的基础工程，是提升人
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总量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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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位居全国大城市第三位。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广州不忘生态城市建设，强调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其
中城市森林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广州先后获得
“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殊荣。

加快生态建设 全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城市环境向森林化方向发展，实现从绿化层面向生态层
面的提升，是城市建设的新课题。近年来，广州把建设生态文
明抓紧抓实，全面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大力
实施“青山绿地、碧水蓝天”工程，全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加
快生态广州建设步伐。

在发展理念方面，广州坚持生态优先、林水结合、城乡一
体的原则，明确了发展生态林业、人文林业、多效林业，建设
森林城市的目标。尤其是强调师法自然，大力倡导植物群落
式绿化理念，乔灌草、多树种科学搭配，大力推广和使用乡土
树种，摸索出比单一树种单层绿化生态效益更好、景观效果
更佳、管护成本更低、抗逆能力更强的多树种复层建绿模式，
实现了广州环境建设由绿化层面向生态层面的提升。

在服务宗旨方面，更加注重民生、凸显民生，力求满足人
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广州大力推进“人居
林”、“邻居林”、风水林、景观林建设，使城市环境更加贴近自
然生态，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森林生态产品，丰富了
市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内涵。

在功能布局方面，全市按照城乡生态建设一体化的要
求，通过大力发展环城森林、道路林带、新农村绿化、沿海防
护林体系，实现了林业工作山上山下并重、农村城市并举、平
原沿海兼顾的战略转移，开拓了林业建设新领域，提高了林

业建设影响力。
在综合利用方面，广州在全国率先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制

度，既有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的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工
业防护林，又有以发挥经济效益为主的速生丰产林、经济林、
苗木产业林，还有以发挥社会效益为主的各类纪念林、风景
林、文化林，实现了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
筹协调发展。

在保障措施方面，广州切实加强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严控外来有害生物危害，加大林业执法力度，有效
保护了造林绿化成果。

广州是一座特大型城市，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很大。
目前，广州的土地开发强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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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欧美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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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限水平；去年城市灰霾天数占全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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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水质性”缺水、“热岛效应”、土壤重金属污染、外来有害
生物等对市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持续危害。要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充分认识城市森林的重要作用，坚持走生态城市建设
的道路。森林不仅在改善生态状况、保障生态安全方面能发
挥重要功能，同时森林的生态服务还是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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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重
要部分。据有关部门测算，广州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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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森林绿地，每
年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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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净固定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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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降解二氧化
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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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滞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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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
空气、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滞尘减噪等功能为绿化美化城乡
环境，提高城市环境承载力，扩大城市环境容量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把广州建成宜居花园城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明确要求
广州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路子，努力成为
广东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建设宜居城市的“首善之区”，特别
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广州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的花
园城市之一。这为广州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持生态优先，尤其
要把林业生态建设摆上重
要位置，进一步加强林业
的基础地位，丰富林业的
建设内涵，加大建设力度，
充分发挥林业在生态文明
建设中的环境基础、物质
保障和文化支撑作用，是

广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既定方针。
生态优先，既是指工业发展必然实现节能减排降耗指

标，努力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环保标准，更是指保护、利用好
现有以森林为主体的城市生态资源，搞好功能区划。对已规
划建设的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青山绿地工程新建绿地
等生态区位重要的森林资源划定“绿线”，坚决保护的决心不
动摇。同时，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对已规划建设的森林公园，
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推进森林生态景观资源的开发利
用，以森林生态旅游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良性循环。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经济反哺生态是建设生
态文明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广州青山绿地工程的实践证明
了公共财政加大对林业生态建设的投入是成功有效的。今
后，全市还要继续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生态环境
补偿机制的要求，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突破传统的部门预算
投入体制，加大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林业生态建设
顺利实施。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因地制宜，建立规
范、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落实惠民措施，不断提高生态补偿
标准。

统筹城乡发展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要求。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城市，如北京、
上海、成都、贵阳等，已经率先建立城乡绿化、生态建设一体
化体制。广州也以青山绿地工程为载体，在城乡绿化、生态建
设一体化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较好成效。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有利于全方位展示广州城乡生态建
设成果，有效提升广州国际化大都市形象，并以此为契机，全
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面向未来，全市将在前阶段工作卓有
成效的基础上，拿出干劲和气魄，抓紧推进青山绿地工程“迎
亚运森林城市建设行动计划”，制定实施《广州建设“花园城
市”行动纲要》，全力筹办第五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努力
提升广州城市生态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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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千年花城，以“青山半入城、六脉
皆通海”的自然景观享誉华夏。近年来，广州
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生态建设，始终坚持
生态优先，着力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完
善环保基础设施，构建城市生态安全体系；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广州率先在全国大城市中
初步建成“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生态环境
优美、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城市，探索
实践了特大型城市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统
筹兼顾、协调发展，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
明提升的新模式。

记者：近年来，广州在保持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同时，提出实施“生态优先”战略，

其发展思路是什么？

张广宁：以承办
&"!"

年亚运会为契机，
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抓手，广州实施“森
林围城、森林进城”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近年来，广州着重抓了“青山绿地、碧
水蓝天”工程、“迎亚运森林城市建设行动计
划”等城乡生态绿化重点项目建设，大力建
设道路林带、绿化隔离带、城市公园、生态公
益林、工业防护林、农田林网、新农村绿化、
森林公园等与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相关
的重点工程项目，以“林带

.

林区
.

园林”的
绿化模式，实现了林业绿化山上山下统筹、
农村城市并举、平原沿海兼顾的战略性转
变，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网络化、立体化、
群落化，多效益、多色彩、多层次、多结构的
城市森林生态体系。同时，广州坚持多方筹
集资金，逐步建立起政府、企业和个人多方
投入，高效、稳定的城乡绿化资金投入运行
机制。近

)

年来，政府共投入
!""

多亿元进
行城乡生态绿化，由市和区（县级市）政府分
级负担，纳入财政预算，为城乡绿化建设提
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全市林木绿化率达到
((+(,

，森林
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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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绿地率
''+%$,

，建城区
绿化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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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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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广州城乡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记者：广州城市生态建设注重“以人为

本、民生为重”，让老百姓共享生态建设成

果，主要措施是什么？

张广宁：广州“两个适宜”城市建设理
念不仅仅是环境优美适宜居住，还包含：城
市的规划是科学有序的，城市的环境是绿
色友好的，城市的文化是令人有归属感的，
城市的富庶是惠及所有百姓的，城乡是协调一体的。以此为目标，“生
态优先、宜居为重”、“富民优先，民生为重”已成为广州建设“两个适
宜”城市的核心理念。

在市区，实施市民出门
)""

米见绿地的绿化工程。针对市级公园分
布不均，社区公园缺乏的现状，重点推进社区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和绿化广场建设；开展大规模群落式道路林带升级改造，在道路中间
隔离带和人行道增加以乡土树种为主的乔灌木种类；实施珠江两岸、
河涌整治绿化，以绿化景观建设与截污工程相结合，力求达到水清、岸
绿，方便市民休闲漫步。大力推行立体绿化，广泛开展花园式单位、园
林式单位创建工作，初步形成了功能类型齐全、景观形式与艺术风格
丰富的城市绿化体系。

在乡村，全面推进“创绿色家园、建富裕新村”工作。首先在镇的层
次，按照“今日中心镇、明日卫星城”的建设目标，用

)

年至
!"

年时间，
把中心镇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生态优良、适宜创业发展和生活居住的
现代化新型城区，成为城市拓展和现代文明向广大农村辐射的重要载
体和依托。其次是在村的层次，制定了新农村绿色家园建设的规划，分
年度完成近

(""

个行政村的“一园、一带、一网”的新农村绿化建设项目
和

$""

片乡村风水林的恢复和升级改造，实施绿化面积
'&('

公顷，使
村内居民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

以上，人均公共绿地达到
!"

平方米以
上，建设山清水秀、花果飘香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绿色家园。近两年来，
市本级财政已投入

("""

多万元，完成了
!&"

多个行政村的绿化建设。
记者：科学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很多地区面临的

共同难题，广州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张广宁：近年来，广州积极把森林的“资源优势”变为“优势资源”，
全市形成了“绿色就是希望，绿色就是商机，绿色就是财富；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营造绿水青山就是发展‘金山银山’”的共识，初步
走上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经济与生态同步协调发展的路子。

通过加大投入，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产业生态化。
&""'

年启动投资
(""

亿元的“青山绿地、碧水蓝天”工程，进行城区和城郊绿化建设，使
全市人均绿地面积增加

#+'(

平方米，城市周边绿地率提高了
'+)

个百
分点，极大地改善了城乡绿化环境，提高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
城市环境吸引了国内外的纷纷投资，带动了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
的发展。自

&""!

年以来，广州科学城引进项目近
(""

个，每个项目总投
资都在

)""

万美元以上。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经济果林、绿化苗木等森林相关产业，促进森林生

态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实现生态产业化。全市以森林生态资源为依托，规
划建立了

)"

个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近年来，依靠森林资源优势，积极
培育“流溪香雪”、“石门红叶”和“白水仙瀑”等知名旅游品牌，结合森林公
园片区规划，打造精品森林生态旅游线路，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业。

&""$

年
全市森林生态旅游人数达

'!""

万人次，仅旅游门票收入就达
'+!

亿元。

广州绿色的中轴线。

游人在东湖公园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