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州在“创森”过程中注重道路绿化工作，为城市营造优美的生活环境。

在“创森”过程中，梅州市重视大型交通

枢纽的绿化工作，图为俯瞰程江高速立交。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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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林业生态文明建设

珠三角9市已全部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明年建成首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

2008年10月，广州获颁“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正式拉开广东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下面简称“创

森”）的大幕；2014年9月，惠州获得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加快了广东

省“创森”步伐；2018年10月，深圳、

中山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至

此，珠三角9市全部获得“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珠三角地区形成全国

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的雏形。

目前，广东省已启动全域“创

森”工作，力争在2020年率先建成

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群———珠

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 同时，广东

省启动全域“创森”工作，推动森林

县城、森林乡镇、森林村庄建设。 目

前已有连南县、揭西县、仁化县、南

雄市等11个县加入建设森林城市

行列。

2008年10月16日， 国家林业局、广

东省政府和经济日报社在北京主办新

闻发布会，公布一重要消息：广州获颁

“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 这是广东首个

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城市，也是

我国首个获此称号的一线城市， 有力

地证明了广州演绎“GDP与绿色齐头

并进”大戏的成功。

在此之前，全国只有贵阳、沈阳、长

沙、成都、包头、许昌、临安7座城市获得

“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 经济总量居全

国大城市第三、高楼林立的广州，凭什

么跻身“森林城市”行列？

当时的广州市林业局负责人给出

了答案：独具特色的“广州绿”———广州

完成了100多座天桥、立交桥的绿化，形

成总长1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红、黄、

白、紫四色争奇斗艳，三季开花、四季常

绿；广州近郊建成50个森林公园或自然

保护区，占地112.7万亩，达广州市国土

面积的10.1%， 数量、 面积均居全国之

最；广州市内建成191个城市公园，基本

实现“出门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要求的指

标来回答就是： 广州市林木绿化率达

44.4%，森林覆盖率达38.2%，城区绿化

覆盖率达37.14%，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2.62平方米， 各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

森林城市的要求， 广州为全国树立了

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统筹兼顾、 协调

发展的范例。 自此，广州正式开启广东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新征程。

那么，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创森”情

况又如何呢？

省林业局介绍，目前粤东粤西粤北

地区有 10 个市已经启动了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工作。 今年，梅州、汕头争取能够

创建成功，并带动其他市，力争 2020 年

全省 21 个地级市都能加入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的行列。

据了解，目前，梅州市各项“创森”

任务已基本完成，40 项指标已基本达

标，并于今年 8 月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申请验收，有望成为粤北地区第一个国

家森林城市。 据统计，“创森”以来，梅州

全市累计完成绿化造林 109 万亩，森林

抚育 482 万亩，新建各类公园 39 个，市

区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 平方

米，绿化覆盖面积达 2956 公顷，覆盖率

42.94%， 市民出门平均 500 米左右就有

公园休闲绿地。

茂名“创森”40 项考核指标达标率

达 82.5%；2018 年城市增绿超 286 公顷、

城区公园绿地面积增加超 127 公顷；市

区空气质量优级天数占比 52.3%， 排名

全省第一。

“我们将统筹推进粤东粤西粤北森

林城市建设， 抓好一系列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 高质量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 ”广东省绿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推动梅州、汕头、茂名等市落实好总体规

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城市增绿、身边

增绿，着力补齐生态短板，力争每年都有

1至2个城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目前，梅州、汕头、茂名、潮州、阳江

等 10 个城市正在积极开展创建工作。

粤东粤西粤北10市启动“创森”工作

梅州有望成为粤北首个国家森林城市

7 月 26 日，韶关市始兴县政府召开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新闻通报会，通报创

建情况。 自 2018 年初，始兴县在全省率

先启动县级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至

今，5 大体系 40 项指标均已达标， 目前

正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申请，有望

在今年成为广东首个县级国家森林城

市。

目前，韶关市正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创建工作，同期在 7 个县

（ 市

）开展县级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工作， 力争在 2021

年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全力打造

全省乃至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

地级市。

继 2018 年珠三角地区 9 市全部成

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之后，广东省启动

全域创森工作，推动森林县城、森林乡

镇、森林村庄建设。 目前已有连南县、揭

西县、仁化县、南雄市等 11 个县加入建

设森林城市行列，今年将推动更多的县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珠三角地区已形成了全国第一个

国家级森林城市群的雏形，粤东粤西粤

北地区“创森”行动全面均衡发展，县级

国家森林城市、森林小镇、森林乡村等

各层级森林系列创建活动蓬勃开展，

“可以说广东省全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局面已全面打开，为开创广东城乡生态

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省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说。

11个县加入建设森林城市行列

始兴县有望成为广东首个县级国家森林城市

省林业局透露， 目前， 广

东省正在制定 《广东省森林城

市发展规划》， 以珠三角国家

森林城市群为绿心， 以粤北、

东西两翼森林城市为生态屏

障，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森林城

市群， 构建岭南特色的森林生

态安全屏障。

“今年我省将加快组织实

施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推

动湾区森林保护与发展网络建

设， 全域一体打造珠三角国家

森林城市群， 打造环湾区城市

森林生态防护屏障。”广东省林

业局局长陈俊光说， 重点在城

市生态系统共谋共建及生态廊

道互联互通上下功夫， 组织编

制和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水鸟生

态廊道、 珠三角森林生态廊道

等区域规划， 协同推进绿色山

体和蓝色海湾保护，推进山体、

水体、绿色通道、生态廊道的整

体 A 连接、互融互通，建设一

批具有世界级水平的自然生态

文化科普场馆， 加快培育岭南

特色森林生态文化。

广东全域一体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群

打造环湾区城市

森林生态防护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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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广州成为

“国家森林城市”

开启广东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征程

创建森林城市

全省在行动

珠三角

9

市

●2008 年 10 月，广州获颁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014年9月，惠州；2015年

11月，东莞；2016年9月，珠海、肇

庆；2017年10月，佛山、江门，先

后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018 年 10 月，深圳、中山

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至此，

珠三角 9 市全部获得该称号。

粤东粤西粤北

●梅州、汕头、茂名、潮州、

阳江等 10 市启动“创森”工作。

●梅州有望成为粤北首个

国家森林城市。

●2020 年， 力争全省 21 个

地级市都能加入创建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