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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始兴县林业工作综述及2019年工作展望

2018 年是始兴林业发展史上极不

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始兴林业发展迎

来重大机遇：始兴县先后成为全省仅

有两个造林工程管理模式改革试点之

一、全省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创建试点

县、全省唯一的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

验区。这一年，始兴林业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始兴隘子满堂村被中国生态

文化协会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成

为该年度全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行

政村，始兴县亚历亨茶叶有限公司被

评为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成绩来自实干，辉煌源于奉献。

在过去的一年里，始兴县林业系统的干

部职工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以“不忘初心、牢记

林业人使命，建设美丽始兴”系列党建

活动为抓手，砥砺奋进，奋发有为，为谱

写“绿水青山，美丽始兴”的时代华章添

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态文明建设涉及面广，周期长，
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决不是抓
一两项工作、努力一两年就能干成，而
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并矢志不渝地
坚持，才能有所成效。始兴县深谙此
理。历年来，始兴县各届领导班子都把
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优先位置，通过加强
组织保障、建立机制、狠抓落实，不断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该县先后获得了“广东省林业生态
县”“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中国优
秀生态旅游县”等荣誉称号。2017 年，始
兴县被评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
2018 年，被列为全省首个国家森林城市

创建试点县。生态建设不断结出硕果，
正是始兴县要将“生态始兴”这张蓝图一
绘到底的体现。

始兴以“生态立县”为依托，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开展集中连
片造林，势必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这是始兴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宣言。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事接着一事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年来，始兴县对照国

家森林城市指标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扎实开展
四项行动，努力把始兴县打造成为“城在
林中、林在城中、院在绿中、人在景中”的
森林城市。

——开展森林提质行动，实施森林进
城围城、森林精准经营与提质等工程，为
始兴城乡添绿增绿。

——开展公园之城行动，因地制宜增
加森林公园、口袋公园，不断提高公园质

量和服务品质，改
善 始 兴 的 人 居 生
态环境。

——开展生态
绿廊行动，推进“六
道两江三廊”绿化建
设。

——开展绿美乡村行
动，大力发展“森林旅游 + ”等
产业项目，促进始兴林业产业发展。

一张蓝图绘到底 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18 年以来，始兴县林业局大力开
展造林绿化，在城镇及周边见空增绿、见
缝插绿，让城镇居民享受绿色生态环境；
在乡村不断推进绿化美化工程，让田园
山村更添诗情画意。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始兴县累
计完成森林碳汇造林任务 280 公顷，乡
村绿化美化任务 27 个，生态景观林带
完善提升 15 公里，60 公顷；完成 2017 年
度中央财政森林抚育 1354.8 公顷，2018
年度森林抚育 360.4 公顷；完成封山育
林 1400 公顷，培育苗木 25.3 公顷，完成
全县迹地更新 579.3 公顷；全县义务植
树 43.08 万株。

为 建设独具特色的森林公园，同
步推进城镇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打
造 宜 居 城 镇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发
展，始兴县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条件

做起了文章。
始兴沈所镇南蛇岭，北临墨江，南靠

玲珑岩风景区，自然环境优美，动植物资
源丰富。2018年，始兴县林业局主持编制
了《始兴县南蛇岭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力
争在 2020 年打造始兴南部“绿肺”。

墨江沿岸作为始兴县城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在刚开通山水大桥、金润大
桥时，墨江城南沿岸是一块荒芜的土
地，鲜有绿色。2018 年，始兴县“见缝插
绿”地在墨江城南沿岸建设城市口袋公
园种植花草树木，铺设绿化道并布置一
批健身器材，将城市生态、人文、功能融
于一体。

目前，沿着墨江沿岸环河跑、散步已
经成为小城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城
市口袋公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
个生态媒介。

“种”字篇“种”字篇

造林绿化让城乡大地绿起来

生态兴则文明兴。始兴林业部门按
照严管“一寸地”“一把刀”“一条虫”和

“一把火”的要求，全力做好护绿使者这
个角色，让始兴的绿色资源长青。

严管“一寸地”和“一把刀”就是保护
好每一寸森林、每一寸绿地，防止砍向树
木、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黑刀”。2018年
始兴县林业局开展了“绿剑2018”专项打
击行动及林业系统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重点对林区内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严管“一条虫”就是开展对有害生物
的防治。始兴县加强了主要林业有害生
物的监测和预报，春秋两季定期开展松
材线虫病、马尾松虫病等林业有害生物
的普查和除治工作。

严管“一把火”，落实森林防火禁火
令，防止山火的发生。2018 年，始兴县
进一步建立健全“六网”森林灾害防控

联动机制。“组织网”强领导，由县森林
防火指挥部牵头，林业局领导带队，先
后 7 次对镇、村三级森林防火工作部署
落实情况进行督导；“责任网”树意识，
各乡镇严格落实镇领导包村、镇村干
部包片责任制；“宣传网”造氛围，2018
年共发动森林防火宣传人员 5 万余人
次，印发《禁火令》7.5 万张在集市等地
张贴、发放给全县农户签收；“监控网”
重预防，作为护林员巡护网格化管理
系 统 试 点 成 功 的 第 一 县 ，将 全 县
172620 公顷山林实行网格化管理，确
保 森 林 监 控 无 死 角 ；“ 防 护 网 ”有 准
备 ，加 大 对 森 林 防 火 装 备 投 入 ，2018
年累计投入 250 万元用于购置防火车
辆 器 具 、防 护 服 及 新 建 监 控 系 统 等 ；

“制度网”做保障，逐步构建起更加稳
固的森林灾害防控堡垒。

作为全省唯一的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
验区，始兴不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争当改革发展的排
头兵。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才能牵住
林业改革的牛鼻子。2018 年，始兴县加
强对流转林地林木的监管，制定《始兴县
林地林木流转实施办法》，规范林权交易，
规范统一流转合同文本，对实行林地流转
合同进行备案。截至 2018 年 10 月，该县
流转出林地经营权农户 430 户，林地经营
权流转面积 106.8 万亩，其中包含所选取
试点：司前镇黄沙村九节茶种植基地、太
平镇总甫村中古坑健康小镇项目等。

林业改革涉及面广，除了确权发证、

资源管理、林权交易、行政服务等要不断
推进外，林业改革还要从林农群众的根本
利益出发，敢动真格，敢于硬碰硬。

2018 年始兴县全面落实绿美南粤三
年行动计划，探索森林经营精准化管理,
增加集体林经营收益，扎实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全面提升森
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
务功能。

在探索森林经营管理新模式中，司前

镇的香菇种植是一条新路子：自主种植间
伐枫树并利用枫树种植香菇，突破了审批
程序，实现木材自产自用不外调，通过销
售香菇，年人均收入可达 5-6 万元。

机制得到了理顺，森林得到了保护，群
众尝到了甜头。始兴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充满信心地表示，今后始兴将继续在集体
林业综合改革等方面开展示范试点工作，
为深入推进全国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创造
新经验、作出新示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资源
如何成功转化成经济资源是发展林业产
业的题中之义。韶关市委书记李红军指
出，要把韶关建设成为北部生态发展区核
心城市，推进生态产业化，为全省提供更
多、更好的生态产品。按照这个指示，始
兴立足新定位，紧紧围绕“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在
绿水青山的增值增效上探索出了培育新
型林业经营主体、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等模式，让沉睡的“静资产”转变为流动
的“活资本”，促进自然资源惠民利民。

作为广东省林下经济扶贫示范县，
2018 年，始兴着力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
体，出台了有关林下经济规划和扶持等相
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对林下经济的规划、
推动和扶持，带动林区人民走上了一条脱
贫致富的新路子。通过家庭林场、专业合
作社及林业龙头企业，采取“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
运营模式，引导林农开展标准化生产和产
业化经营，提高林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
度，适应本土特色生态产业发展的需要，
促进林业增效、林农增收，推动全县林下
经济快速发展。

截至 2018 年底，全县已兴办各式家
庭林场、股份制林场 113 个，面积 35333 公
顷。先后成立了各类专业合作社。其中，

“深渡水乡禾花塘养蜂合作社”被评为
“精准扶贫产业帮扶基地”，2017 年产值
达 50 万元，实现深渡水村 14 户贫困户 42
人全面脱贫；始兴亚历亨茶叶有限公司被

评为广东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司前镇黄
沙村九节茶种植初具规模；广东省车八岭
茶叶有限公司被广东省林业厅评为“省级
林业龙头企业”。

生态旅游是实现发展与生态保护兼
容的较好模式，也是把“绿水青山”转化
成“金山银山”的一个重要工具。始兴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创新集体林业发展模
式，延长产业链，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休
闲观光、森林旅游+康养、森林旅游+体育
等产业，建设一批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小
镇、森林乡村、森林人家，使始兴在守住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并不断推动旅游业
转型升级、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道
路上大步向前。

太平镇心泉谷温泉旅游度假小镇项
目就是其中一个，该项目已于 2018 年 11
月底成功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利用森林规
模约 1300 公顷，通过森林公园、田园风光
带、露天温泉、园林景观和户外运动项目
等建设，力争打造一个集温泉、休闲、度
假、游乐、健康运动、山水观赏、乡村风情
体验、居住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型温泉养
生度假目的地。

此外，还与深圳市盛世立业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中古坑健康小镇项目，

利用森林约 856 公顷，通过大力发展生态
体验、山地运动、养生养老、康体健身、林
下经济等业态，并引入部分养生养老研
发、培训机构，构建三养三生产业集群
（养生、养心、养老及生态、生活、生产），
力争建设成有区域影响力、产业特色鲜
明的健康小镇，成为韶关市大丹霞区域
特色功能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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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业化让群众富起来

今年是乡村振兴、打造绿色发展始兴
样板的决胜期，也是县林业局机构改革、
森林经营提质增效的攻坚期，更是始兴林
业加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9

年，始兴林业人将全力以赴，书写“绿水青
山美丽始兴”新篇章。

据悉，2019 年始兴县将以抓党建为中
心，抓工作机制改革和国有林场改革两

项改革，做好国家森林城市、国家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集体林业综合改革三个

“国字号”项目申报和创建，争取森林小
镇、绿美古树乡村、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项目林地指标四个方面省级项目申报
建设，充分发挥始兴林业生态优势，在
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征程中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展望

全力以赴打造“绿水青山美丽始兴”

“护”字篇“护”字篇

保护优先让绿色资源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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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陈巧慧 摄

前言

始兴郁郁葱葱的林海。陈声群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