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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政办发〔2021〕11号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朔州市国土绿化彩化财化发展的

指导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

单位：

“十三五”期间，全市林草系统认真贯彻中央、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建设“塞上绿洲、美丽朔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战略定位，依托国家、省级和市县重点造林工程，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科学规划，规模质量整体推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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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绿色、增面积、增蓄积、增效益、增收入”为目标，2020 年

底全市林草面积达 762.97 万亩，其中：林地面积 395.61 万亩，

草地面积 367.36 万亩。2019 年森林覆盖率 20.25%。虽然林草建

设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与全省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林业和草原

发展方式依旧粗放，树种单一、林分结构不稳，森林质量不高、

森林生态功能低下。全市仍有可造林地块近 50 万亩，且多分布在

贫瘠、干旱地区，存在造林投入低、造林任务落地难、造林成活

成林难等诸多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林长制和“绿化彩化财化”发展要求，

高质量推进我市“十四五”国土绿化工作，经市政府研究同意，

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

要求，大力学习和弘扬右玉精神，以现代林业产业发展为目标，

以“绿化彩化财化”为发展主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开展质量与规模并重的国土绿化行动，全力把我市打造成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样板区和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二、基本原则

——坚持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推动林草深度融合，加快国土绿化进程。

——坚持生态优先，全面保护。坚持以生态保护与自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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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全面保护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原真性。

——坚持质量为重，内涵提升。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质量

优先，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坚持绿色发展，生态惠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巩固林业生态扶贫成果，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满足人

民对良好生态和物质产品的需要。

三、总体布局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定位，以产业发展为动力，

以提质增效为方向，以工程建设为载体，通过生态修复、改造提

升、补植补色、产业拓展等措施，加快推进“三山二带一区”建

设（“绿化三座山”：一是西部管涔山生态防护林建设工程，二

是中部洪涛山劣质地造林工程，三是南部恒山水源涵养林建设工

程；“建设二条带”：一是沿长城生态旅游带，二是桑干河流域

生态经济带；“打造一个区”：打造金沙滩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示

范区），构建布局合理、结构稳定、功能完备、产业优化的林草

生态建设新格局。

四、工作目标

2021-2025 年年均实施营造林、草地修复 30万亩，其中：人

工造林 10 万亩，森林经营 18 万亩，草原修复 2 万亩，“十四”

末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省定目标，实现全域绿化。不断提高“点

绿成金、增值变现”的绿色功能，让朔州大地“景色美、产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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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富”。

1.增绿量。以洪涛山绿化为重点，提升“三山二带一区”建

设成效，通过人工造林，使现有 50万亩的可造林地块得到最大限

度的增绿，夯实“绿水青山”生态本底。

2.增颜值。通过森林资源的提挡升级、林水田统筹融合、乔

灌草花合理配置等措施，使阔叶树种达到 50%以上、彩化比例在

20%以上，增强生态景观多样性、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

3.增效益。通过发展干果经济林、林下产业、生态旅游业和

优化种苗结构等措施，以科学试验和引进培育为路径，破解发展

经济林和林下产业的技术瓶颈，逐步拓展和提升林业经济效益，

增加林农收入。

五、建设内容

（一）荒山造林工程。

坚持以国家省级重点工程为载体，带动全市国土绿化高质量

发展，统筹安排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

国家工程和京津冀生态屏障区建设等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分区

治理、分类施策、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宜造则造、宜封则封，

坚持绿化、彩化和财化有机结合，加快采煤沉陷区、工矿废弃地、

破损山体及困难立地的生态治理和植被恢复。在营造林工程中，

结合“彩化”要求，乔灌草结合、阔叶林针叶林混交，适度栽植

辽宁丁香、山桃、榆叶梅、珍珠梅、金叶榆、红瑞木、火炬树、

紫叶李、卫矛等适合本地生长的花灌木，大规模营造生态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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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配置景观林，进一步夯实绿色本底，扩大彩色体量，提高造

林保存率和成林率，推动造林绿化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

变。积极开展创建 “森林城市”“森林乡村”活动，深入开展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发动全社会植树造林种草，创造全民爱绿护绿

植绿氛围。每年实施人工造林 10 万亩以上，到 2025 年，全市宜

林荒山基本绿化，实现全域绿化奋斗目标。

（二）通道绿化工程。

以“突出防护功能，体现美化效果，兼顾经济效益”为目标，

对县域境内公路、铁路、河流、渠库等重点通道绿化进行改造。

采用通道两侧 “由近及远”“花、灌、乔梯级”的模式，在不侵

占基本农田的情况下，在国省道两侧不超 5 米、县乡公路两侧不

超 3 米、河道库渠岸线周边合理规划绿化林带，进行通道林带建

设和提档升级。通道绿化两侧沿线以栽种杨柳树、国槐等阔叶树

种为主，配置金叶榆、黄刺玫等花灌木，让通道成为生态建设的

绿化带、彩化带、景观带。

（三）村庄绿化建设工程。

坚持“山上治本”与“身边增绿”同步推进，大力实施乡村

绿化工程，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加大乡村绿化力度，持续增加乡村绿化总量，提高乡

村绿化美化质量，有效发挥林草植被净化环境的作用，拓展构建

多功能兼顾的复合绿色空间，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严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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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古树名木，重点推进村周绿化、村内绿化和农田林网建设，

努力实现“山地森林化、农田林网化、村庄园林化、道路林荫化、

庭院花果化”的乡村绿化格局。努力打造一批自然生态有效保护，

绿化总量持续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高，村容村貌明显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幸福乡村。每

年完成村庄绿化建设任务 30 个以上。

（四）低效林改造工程。

以永续经营理念为指导，依托森林抚育、天然林管护、退化

林修复等项目，采取多树种、多模式、多形式、多机制的退化林

分修复改造技术，以旅游通道两侧、旅游景点周边为重点，规划

安排对域内进入成过熟期、林分衰弱、林木生长衰退(已开始大量

枯亡)、防护功能下降的林分进行科学改造，增加彩叶树种比例，

着力发展混交林，提高林分质量和景观质量，培育健康稳定、优

质高效、景观优美的森林资源，体现生态综合治理成效。合理规

划对域内低质低效沙棘、柠条等灌木林资源进行改造，通过修剪、

嫁接、防治病虫害、优化采摘方式等措施，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

每年实施低效林改造任务 5 万亩。

（五）森林抚育工程。

按照分类经营、分区施策、造管并举、量质并重的原则，强

化系统管理，实施科学经营，培育多目标多功能健康森林。分类

开展森林经营，科学实施天然林经营，保育结合，人工促进天然

更新和森林演替，调整林分层次结构、龄组结构、径级结构，优

化树种组成，培育混交复层异龄林，努力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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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生态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林经营，推动人工公益林近自然

经营，积极开展中幼龄林抚育和低效退化林分改造，优先发展乡

土树种和珍贵树种，着力提高阔叶树种比例。适度开展灌木林改

造，有条件的地区适度培育乔木树种，形成乔灌混交，或依实际

条件改造形成经济灌木林，提升林分功能，提高综合防护效能。

不断改善森林结构，提高森林生产力，丰富生物多样性，促进森

林安全，维护森林健康，充分发挥森林多种功能。每年实施中幼

林抚育 3 万亩。

（六）草原生态修复工程。

加大草原生态修复力度，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程，以山

地草原类、山地草甸类草原生态修复治理为重点，因地制宜确定

不同区域草地生态修复途径，恢复土石山区、水源涵养区、重点

水系区、生态脆弱区和“三化”严重区的草地植被。加大天然草

地保护力度，坚持林草融合发展，杜绝在北部稀疏草地盲目植树，

杜绝在林带中盲目铲草。实施基本草场建设、草产业发展、草畜

一体化示范、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垦撂荒草地治理，扩大基本草

场面积。强化黄土高原草原生态治理修复与保护，构建功能完备

的草原生态系统和受益稳定的产业发展体系，提高林草植被规模

和质量，扩大设施化农牧业生产，构建北方绿色生态屏障。强化

草原监督管理，加强草地重点县管理体系、防护体系和执法体系

建设。每年实施草原生态修复 2 万亩。

（七）经济林产业发展工程。

近年来，全市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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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和利用经济林、林下经济、苗木、花卉等产业，逐步把资源

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各县（市、区）要继续研究探索经济林发

展方向，引进试种适合我市发展的经济林品种，对其适宜性、推

广性进行研究，依托国土绿化工程，加强榛子、文冠果、仁用杏、

枸杞、山楂、沙棘等传统干果经济林和黄芪、连翘、柴胡等中药

材基地建设。采用“林－菌、林－药、林－禽、林－花、林－蜂”

等模式，在河岸两侧林下栽培香菇、羊肚菌等食用菌，在通道两

侧林下间作黄花菜、菊花、枸杞芽菜等食用菜花，在丘陵山坡林

下发展养鸡、獭兔等养殖业，提高林地利用率，实现林地生物多

样性。以林草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及城乡绿化美化需求为导向，积

极调整苗木、花卉、草籽等品种结构，坚持选育和引进、绿化和

彩化、花草结合，培育一批适合我市气候条件的特色苗木、花草

示范基地，创建具有塞外特色的苗木品牌形象，提高苗木产业发

展水平，促进生态与经济双赢。每年完成经济林建设 10 万亩，其

中：栽植经济林 5 万亩，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建设任务 5 万亩。

（八）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产业。

要依托现有森林景观资源,充分挖掘区域特色和优势,建设开

发一批特色森林旅游景区,不断完善森林公园各项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游客中心、保护宣传设施,提高可入性,提升可游性;

不断实施林相改造、局部森林景观生物景观丰富和再造、裸露区

域生态修复,有效提升森林风景资源品质;大力发展健身休闲设

施、森林养生、森林体验设施,发展新兴森林旅游新业态,建设高

质量的一流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积极推进森林旅游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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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推进森林公园周边群众大力发展森林人家、农家乐、山西特

产销售点等服务设施,带动周边群众脱贫致富。大力发展森林康养

产业，立足发挥优质森林资源的多重功能,打好康养产业特色牌,

每县至少建设一处，以建设绿色、人文、智慧的森林康养基地为

引领,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森林旅游康养目的地, 拓宽农民致富渠

道。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市、县（市、区）、乡、村

四级林长制。将国土绿化、彩化和财化发展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四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规划，强化目标

责任的考核。发展改革、财政、农业、金融、科技等部门要加强

支撑保障，宣传和工会、共青团、妇联要做好宣传组织动员工作。

（二）加强科技支撑。要加大困难立地造林、干旱盐碱地造

林、退化林分修复、干果经济林栽培等技术攻关力度，大力推广

节水抗旱造林、测土配方施肥等实用技术。在工程实施中要因地

制宜，适地适树，积极推广运用乡土树种。要大力开展科技队伍

下乡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加快林业科技

成果转化和实用技术推广，提高国土绿化科技支撑能力。

（三）加强工程管理。要切实加强对造林工程的组织实施和

监督管理，积极推行“招投标制或议标制”“检查验收制”“档

案管理制”等现代管理办法，推动工程监理全覆盖，贫困县要将

国家省级工程造林任务全部议标到造林合作社。要严格依规审批

作业设计,坚持先设计后造林，作业设计要严格执行相关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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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和县区林业局具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编制，明确良种使用和种苗质量要求，

切实提高造林绿化工程质量。

（四）创新造林机制。推进购买式、开发式、置换式造林等

机制，规范扶贫合作社参与机制，拓宽合作社参与范围，推进“平

面参与”向“立体参与”的转变，积极探索集体林地经营权抵押

贷款和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担保贷款模式，用改革思维和创新

办法开展工作、推动发展，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山入林，推动各

类企业参与生态建设，构筑政府+企业+农户的合作模式，打通金

融资本进入林业的渠道，使资源变成资产、资本，真正把生态优

势变成经济优势，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五）加强舆论宣传。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报刊、网站、

微信、微博等多种传媒，开展全方位、大力度、高频次的宣传，

重点宣传推进国土绿化的重要意义、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政策

措施等。同时，要大力弘扬右玉精神，继续宣传全市国土绿化先

进经验、典型事例，拓宽公众参与国土绿化渠道，建设好各类义

务植树基地，开展“植绿护绿”“绿化家园”等主题活动，营造

全市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参与国土绿化建设的浓厚氛围。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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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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