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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近日， 全国绿化委员会、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积极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意
见》。《意见》提出，要多途径、多
方式增加绿色资源总量，着力解
决国土绿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土绿化
事业发展格局。

为实现这一目标，要认真落
实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
搞绿化的基本方针， 坚持国家、
集体、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一起
上，积极引导各方面社会力量和
资金投入国土绿化， 形成多层
次、多形式、全方位推进国土绿
化的强大合力。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意见》提出的主要任务是：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大面积增
加生态资源总量，持续加大以林
草植被为主体的生态系统修复，
有效拓展生态空间；大幅度提升
生态资源质量，着力提升生态服
务功能和林地、 草原生产力，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下大力气
保护好现有生态资源，全面加强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
保护，夯实绿色本底，筑牢生态
屏障。

具体的目标是： 到 2020 年，
生态环境总体改善，生态安全屏
障基本形成。 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 森林蓄积量达到 165 亿
立方米，每公顷森林蓄积量达到
95 立方米，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
用率达到 70%，村庄绿化覆盖率
达到 3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到 56%，新增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000 万公顷。 到 2035 年，国土生
态安全骨架基本形成，生态服务
功能和生态承载力明显提升，生
态状况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
基本实现。 到 2050 年，迈入林业
发达国家行列，生态文明全面提
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实现这一目标，《意见》提
出坚持保护优先。 保护现有生态
资源是国土绿化行动的首要任
务。 坚持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
度，全面强化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等生态系统保护，巩固生态
建设成果。 准确把握保护生态与
发展经济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发展

与保护协调统一，推进国土绿化
可持续发展。

要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
与。 强化行政推动，坚持和加强
各级人民政府、各级绿化委员会
对国土绿化工作的领导，完善领
导体制，落实责任机制，为开展
国土绿化行动提供坚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 认真落实全国动员、
全民动手、全社会搞绿化的基本
方针，坚持国家、集体、企业、社
会组织、个人一起上，积极引导
各方面社会力量和资金投入国
土绿化，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
方位推进国土绿化的强大合力。

积极推进社会造林

《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社
会造林，引导各类主体参与国土
绿化。

一是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行植
树义务，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投入国土绿化行动。 组织广大群
众种植幸福林、青年林、巾帼林、
亲子林等，开展“植绿护绿”、“绿
化家园”、“保护母亲河行动”等
主题活动。 认真实施《全民义务
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 落实
好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
护、认种认养、志愿服务等 8 类
尽责形式。 深入推进“互联网+全
民义务植树”， 完善全民义务植
树网络平台，创新拓宽公众尽责
和知情的有效途径。 建设好各类
义务植树基地， 逐步建立国家、
省、市、县的基地建设体系。 认真
落实属地管理制度， 依托乡镇、
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城
乡适龄公民义务植树预约登记、
组织管理、统计发证等工作。

二是协同推进部门（系统）
绿化。 认真落实《全国造林绿化
规划纲要（2016—2020 年）》，将
完成管理区域绿化、增加辖区生
态资源总量作为工作重点，加快
推进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等
绿化美化。 着力抓好公路、铁路、
河渠、堤坝等绿化美化，科学配
置绿化植被， 建设层次多样、结
构合理的绿色生态通道，丰富通
道景观， 改善沿线生态环境，提
升防护功能。 积极开展“绿色机
关”、“绿色单位”、“绿色学校”、

“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绿色

矿区”、“绿色营区”等建设工作。
深入推进矿山复绿，对重要自然
保护区、景观区、居民集中生活
区的周边和重要交通干线、河流
湖泊直观可视范围，采取工程措
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使
生态得到恢复、景观得到美化。

三是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造林。 积极发展造林主体混合
所有制，探索国有林场林区与企
业、林业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多种
形式的场外合作造林和森林保
育经营， 有效盘活林木资源资
产。 组织动员国企、民企、外企、
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
社会力量参与国土绿化，培育一
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与修复的
专业化大型企业。 大力推广“生
态+脱贫”模式，林业重点工程建
设任务向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
贫困地区倾斜，优先扶持组建以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主的造林
专业合作组织，承担营造林工程
建设任务。 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带动一批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到
2020 年， 力争组建 1.2 万个造林
（草）合作社（队），吸纳 10 万以
上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

加强生态资源保护

《意见》提出，要加强生态资
源保护，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一是全面加强天然林保护。
落实《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
案》， 全面保护 29.66 亿亩天然
林，实施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

工程，19.44 亿亩天然乔木林得
到全面保护。 继续停止天然林商
业性采伐，并按规定安排停伐补
助和停伐管护补助。 加强天然灌
木林地、未成林封育地、疏林地
管护和修复。 恢复森林资源、扩
大森林面积、 提升森林质量、增
强森林生态功能。

二是着力巩固森林资源成
果。 科学划定并严守林地、草地、
湿地、 沙地等生态保护红线，坚
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底线。 严格
落实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 加快推进
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建立自然
资源开发使用成本评估机制，实
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严格
林地用途管制和林地定额管理，
实施差别化林地管理政策，严格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保
护生态功能重要和生态脆弱区
域林地。 严厉打击乱砍滥伐、乱
捕滥猎、毁林开垦、非法占用林
地、湿地等各种破坏生态资源的
违法犯罪行为。

三是不断强化草原资源保
护。 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确
保面积不少、质量不降、用途不
变。 严格落实草原承包、基本草
原保护、 禁牧休牧划区轮牧、草
畜平衡等制度，落实年度任务草
原禁牧 12 亿亩以上和草畜平衡
26 亿亩以上。组织开展草原执法
专项检查，依法严厉查处非法开
垦、非法征占用、非法采挖草原
野生植物等破坏草原的违法行

为。 严格依法做好草原征收使用
审核审批工作，强化草原野生植
物采集管理。

四是全面加强森林草原灾
害防控。 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警
监测， 强化火源管控和监督检
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防扑火
能力建设，努力形成科学高效的
综合防控体系，实现森林、草原
火灾的有效预防和安全扑救。 加
强林业草原有害生物监测预警、
检疫御灾和防控减灾，落实重大
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责任，着
力抓好松材线虫病、 美国白蛾、
鼠（兔）害等重大林业和草原有
害生物防治， 努力减少灾害损
失。 着力抓好重大沙尘暴灾害应
急处置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工
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损失。

五是加大古树名木保护力
度。 摸清全国古树名木资源，及
时掌握资源变化情况。 加强古树
名木认定、登记、建档、公布和挂
牌保护，建立古树名木资源电子
档案， 启动古树名木公园建设。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明确管
理部门，层层落实管理责任。 探
索划定古树名木保护红线，严禁
破坏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境。 科
学制定日常养护方案，落实管护
责任。 开展古树名木抢救复壮，
对濒危的古树名木，要及时组织
专业技术力量，采取地上环境综
合治理、地下土壤改良、树洞防
腐修补、 树体支撑加固等措施，
逐步恢复其长势。

� � 11 月 20 日， 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在北京召开全国社区
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
工作推进会。 民政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
成付出席会议并讲话。

詹成付指出， 培育引导社区
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 是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 完善社区服务体
系、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抓
手， 对于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
来， 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社区
社会组织的工作要求， 深入落实
《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的意见》，围绕社区社会
组织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取
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各地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深入理解社
区社会组织内涵和重要作用基础
上，以创新机制、完善平台、强化
保障为重点， 努力开创社区社会
组织改革发展工作新局面， 具体
要做到“五个一”：一是要坚持一
个方针， 就是始终坚持党对社区
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 二是要明
确一个目标，重点发展国家倡导、
社区需要、机构规范、效应明显的
组织； 三是要完善一套分类管理

制度； 四是创造一个有利于社区
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环境； 五是
增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一
套本领。

会上，北京市民政局、山东
省民政厅、上海市杨浦区、浙江
省诸暨市、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和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等地方
代表，以及福州市鼓楼区三坊七
巷社区学习促进会、南昌市青云
谱区小桔灯社会公益创新发展

中心、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社会
组织联合会、大庆市高新区社会
组织孵化园和北京思诚朝阳门
社区基金会等社区社会组织代
表作了经验介绍和典型发言。 同
时，会议还对社区社会组织宣传
工作等事项进行了研究讨论，并
对下一阶段社区社会组织改革
发展以及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
机构登记管理等工作作出安排
和部署。 （据民政部网站）

民政部举办全国社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工作推进会

� � 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在国土绿化方面已经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探索。 图为阿拉善 SEE 一亿棵梭梭项
目（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