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提示 】

葱郁的绿色连绵不绝，苍翠的树木层峦叠

嶂，林业生态建设赋予了广水人民更多的绿色

生机，宛如置身一幅天蓝、地绿、水秀的绿色画

卷。

多年来，广水林业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

水、忠诚和执著、坚守和奉献，浓墨重彩地描绘

了一道道绿色生态屏障，谱写了一曲曲播绿撒

翠的灿烂乐章。广水市先后被评为湖北省造

林绿化先进县市、鄂豫两省十一县市护林防火

先进单位和国家园林城市，广水市林业局先后

被省人民政府和省林业局评为林权制度改革

先进单位、全省红旗林业局、全省先进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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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

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

辟未来的一百年。”

为全面反映我市社会各界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打

造“汉襄肱骨、神韵随州”，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为歌颂全

市各条战线新业绩，为多视角、多维度展示全市各级各部门高质量

发展取得的新成果新成就，随州日报隆重推出“庆祝建党100周年

•神韵随州100个发展样本”大型专题宣传，今日刊发的是广水市
全力推进绿色生态建设纪实，敬请读者关注。

绿水青山舒画卷绿水青山舒画卷
——广水市全力推进绿色生态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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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
拓宽富民之路

生态建设是林业发展之本，产业是林业发展
之基。广水市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
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
生活福祉的普惠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支撑点。

近年来，广水市通过一批重点林业项目建设，
有力推动了林业产业发展。先后实施了世行贷款
造林项目、退耕还林工程、长防林工程、低产低效
林改造项目、农发项目名优经济林示范基地建设、
中央财政造林补贴项目、中央财政森林抚育项目
等，累计投入林业建设资金 16.2亿元，争取国家财
政资金 8.45 亿元，培植了一大批林业特色产业基
地。其中用材林基地 91 万亩，速生用材和工业原
料林 20 万亩，名优经济林面积 27 万亩，花卉苗木
基地 1.12 万亩。发展了 376 个林业专业合作社和
52 个林业企业，发展林业大户 2351 家，家庭林场
131 家，培植了 7 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解决了 8100
个贫困户的脱贫。拓展森林生态旅游和农村休闲
观光，全市森林旅游年游客接待量达到 85万人次。

广水市为进一步培育壮大绿色富民产业，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壮大
林业产业规模。一是壮大木本油料、花卉苗木等
优势特色基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幅提高林地
产出，增加有效供给。二是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延
长产业链，提升品牌影响，增强竞争力。三是加大
森林、湿地旅游开发力度，引导资源变资产；大力
发展集林果种植、林产品加工、旅游观光为一体的
家庭农场经济，使之成为兴林富民的重要载体。

东风浩荡无边景，万紫千红总是春。如今的
鄂北广水天更蓝、水更秀、树更绿，到处是一幅幅

“青山横北郭、绿水绕人家”的新画卷，到处是一派
生态优良、万物和谐生长的新气象。

广水市林业局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广水市林业局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广水市始终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发展”
理念，先后开展了“四年消灭荒山、八年绿化
广水”、鄂北门户绿化、退耕还林、创建森林城
市、绿色示范镇村建设、“绿满荆楚行动”、“精
准灭荒”工程等活动，并大力号召全民义务植
树，全市生态保护和林业发展意识已显著增
强，林业生态建设已取得较大成效。

落实造林主体，抢抓生产进度。将造林
任务、森林抚育任务、松材线虫病除治任务下
达到镇办，其中造林任务和森林抚育任务由
镇办组织招投标落实造林主体，松材线虫病
除治任务由林业局统一组织招投标落实施工
方除治。

落实造林用苗，加强后勤保障。一是抓
供苗。每年完成林业育苗面积超过 470 亩，
最多一年育苗面积达 1522 亩，出圃各类苗木
最少有 450 万株以上，最多一年达到 1860 万
株，主要培育湿地松容器苗、栎树苗、桃树苗、
油茶嫁接苗、杉木苗，还有其它绿化苗。市种
苗站积极与育苗大户签订采购协议，摸清各
镇办造林需苗树种与数量，安排就近取苗。
二是抓调苗。市种苗站在蔡河镇老虎岗村和
工业园区社区育苗基地各配备一辆运输车负
责种苗调运工作，做到随造随取，就近供苗。

落实组织领导，加强宣传引导。广水市
林业局专门成立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督导、
春季植树造林督导、森林防火督导三个专班，
成员由生态保护修复股、种苗站、森防站负责
人组成，负责督导全市植树造林和有害生物
防治工作。先后在林业建设的不同阶段，积
极加强网上宣传活动，建立广水林业 QQ 群、
广水林业网站消息 QQ 群和广水市精准灭荒
工作微信群，及时传达上级部门工作要求，发
布林业工作动态，部署林业相关工作。

如今，广水市已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118.1 万亩，封山育林 110 万亩，低产低效林
改造 16.2 万亩，创建省级绿色示范乡村 85
个，随州市级绿色示范乡村 156 个，创建省级
森林城镇 5 个。先后完成了退耕还林工程、
长防林工程、低产林改造工程、木本油料经济
林基地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和生态公益林
保护工程、森林公园及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以
及野生动物保护工程；资源巡查管护和森林
病虫害防治工作步上新台阶；全市有林地面
积由 106.49 万亩增加到 156 万亩，荒山荒地
面积由 41.48万亩减少到 3.98万亩，森林覆盖
率由 28.18%增加到 41.97%；活立木蓄量由
161.70万立方米增加到 576万立方米。

植树造林
厚植绿色根底

广水市林业局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始终把森林资源保护放在突出位置，以资源培育、森林防
火、宣传教育和健全机制等方面为抓手，着力筑牢绿色生态屏
障，维护森林资源安全。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力量。在森林资源
管理体制上，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设立了 3 个市级
森林资源管护站，分片包保负责，完善了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形
成了“市级森林资源管护站+镇办林业管理站+村级护林员”的
管护体系。加强森林资源的巡护、监督和森林防火宣传、巡查,
切实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严格执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
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逐步落实局法治建设工作汇
报制度、述职述法述廉制度、年度法治建设绩效考核制度，不断
强化法治林业建设责任。规范林业行政执法，建立健全行政许
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行为规范，明确办事依据、
办事程序、办事标准、办事时限、办事结果、办事纪律以及监督办
法。

严格规范林地审批，强化森林资源监管力度。2021 年以
来，共审核审批使用林地项目 37 宗，面积 67.5655 公顷，在林地
审批工作中，严格执行使用林地定额管理制度，强化项目使用林
地监管落实工作职责。一是利用“双随机一公开”平台抽检当年
审批项目并公示，确保用地单位严格按审批范围规范使用林地；
二是落实了“风电光伏项目使用林地”专项检查行动；三是完成
了广水市 2021年森林资源督查专项行动外业工作，正在梳理涉
嫌违法占地项目，逐步查处销号；四是森林公安、林业行政执法
大队等组成常态化巡查专班，摸排毁坏森林资源线索，做到不留
巡查死角；五是采取有效措施督办项目用地单位临时使用林地

及相关林业案件中毁坏林地、林木生态修复工作。
严格林业执法，加强打击破坏林业资源强度。严厉打击非

法运输经营加工木材、偷砍盗伐林木的违法行为。为加强对木
材经营加工市场的监管，广水市林业局安排 3 个森林资源管护
站对各镇办已经设立的木材经营加工市场进行定期的巡查监
管。同时，采取森林公安、林业行政执法大队分片负责和管护站
分区巡查的监管制度，制定了“广水市森林资源检查工作方案”，
对该市森林资源管理工作做出了统筹安排；开展了打击毁林专
项行动，集中整治 2013年以来非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滥伐盗
伐林木、违规拆分审批、临时使用林地逾期、违规调整及破坏公
益林等六大类林木采伐的违法行为。

加大预测预报检疫力度，提高科学防治有害生物深度。科
学高效推进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加强监测预警，上报系统病虫情
监测数据 20次，发布生产性预报 5期，完成枯死松树日常监测和
春秋季松材线虫病疫情普查工作。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成效
显著，实现枯死松树清除率 98%和疫木除害率 100%目标。加强
检疫检查，完成绿化苗木产地检疫，检疫各类绿化苗木 600余万
株，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
项行动，完成全市 23 家木材加工厂、362 户农户以及 6 处建设工
地的 2 轮排查工作，责令除治公司 1.1 万吨松木就近粉碎处理，
监督 1.8万吨松木枝桠就地焚烧处理。

强化管理
筑牢生态屏障

▲▲ 保护森林生态保护森林生态，，造福子孙后代造福子孙后代

▲▲ 广水市森林公安局浆溪店派出所救广水市森林公安局浆溪店派出所救
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草原雕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草原雕

▲▲ 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 广水市森林公安局查获的非法猎物广水市森林公安局查获的非法猎物▲▲ 广水市森林公安局查获的非法猎物广水市森林公安局查获的非法猎物

▲▲ 森林消防队员整装待发森林消防队员整装待发

▲▲ 森林巡防队森林巡防队

▲▲ 国家森林乡村国家森林乡村———狮子岗村—狮子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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