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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学

在振兴乡村战略新形势下固镇县林业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对策
姚善君
渊安徽省固镇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袁安徽蚌埠 233700冤

摘要 以固镇县为例袁详细总结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年来林业发展取得的成效袁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袁并从空间规划尧产业发展尧队伍
建设尧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对策袁以期为固镇县林业的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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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党的十九大指出袁

2 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固镇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袁主

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遥这一论断对推进实

要表现在林业发展缺少空间规划尧植树造林用地随意性大尧

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遥就固镇县而

作业设计与实施难以精准尧不利于有效提高乡村绿化水平曰

言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袁林业发挥了提供林产品和生态

林业产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袁对乡村振兴的支撑还不够曰管

产品的双重功能袁特别是县域生态环境和自然面貌的改善

护机制还不够健全袁缺乏护林员队伍袁难以做到护林全覆盖

以及推进固镇实施全域旅游战略袁更加离不开植树造林和国

和有效监管等遥

土绿化遥因此袁应该抓住良好的生态环境体系建设袁从根本上
扭转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尧农业生态服务能力比较

3

3.1

薄弱的局面 遥
[2]

合理规划空间袁为乡村林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作为平原县袁固镇县林业发展的用地主要在路旁尧水旁尧

1 取得的主要成效

1.1

对策

村旁尧宅旁袁空间十分有限遥但是多年来袁在路沟河渠的建设
中袁由于没有明确规划出造林用的土地空间袁致使一部分路

坚持开展植树造林袁改善乡村生态环境
根据第三方核查统计袁2018 年全县共完成植树造林

沟河渠还没有栽上树袁村庄的绿化也杂乱无章遥因此袁应树

549.1 hm 遥按造林类别划分袁其中长防林工程 133.3 hm 尧其

立规划先行的理念袁结合蚌埠市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袁国

466.4 hm 遥林业资源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遥

设尧水利建设尧基本农田建设尧城镇和村庄建设的同时袁规划

2

2

他造林 415.8 hm 曰按林种划分袁其中经济林 82.7 hm 尧防护林

土尧公路尧水务尧农业尧住建等相关主管部门袁在实施道路建

1.2

一定的造林绿化用地袁将工程建设用地和造林用地一并征收

2

2

2

创建森林城镇和森林村庄袁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2018 年袁结合美丽乡镇尧美丽乡村建设袁全县共创建省

使用袁解决林业发展空间问题遥一是根据道路等级袁规划一

铺村尧刘集镇张蔡村尧濠城镇刘祠村尧石湖乡陡沟村尧仲兴乡

宽50 m 林带的用地袁结合实施农村四好公路建设袁县道尧乡

级森林城镇 1 个渊新马桥镇冤尧省级森林村庄 6 个渊王庄镇五

定宽度的造林用地袁高速公路尧国省道沿路每侧规划建设

何圩村尧任桥镇任桥村冤袁为乡村绿化提供了样板袁国家林业

村公路要规划一定宽度的路肩平台袁能够种植林带和行道

局尧省林业厅专门对固镇县乡村绿化进行了专题调研遥
1.3

引导林农开展森林抚育袁促进林业提质增效
积极落实中央和省林业扶持政策袁2018 年全年共完成

森林抚育 733.3 hm2袁其中实施中央财政森林抚育 400 hm2尧

省级森林抚育 133.3 hm2尧市级森林抚育 200 hm2袁其中省级

树[3]遥二是在沱河尧浍河尧澥河等河流两侧袁建设宽 10 m 的防
护林带袁在怀洪新河堤坝内侧建设宽 30 m 防护林带尧外侧
建设 20 m 的防护林带遥三是抓好农田林网建设遥结合农田
水利治理和土地整治袁每 20 hm2 左右营造一个林网网格袁特
别是大中沟堤坝的绿化袁要全面收归村集体所有袁由集体实

森林抚育示范片 66.7 hm2袁广大林农对林业经营和精细化管

施造林遥四是抓好城镇和村庄绿化遥建设环镇尧环村林带袁新

1.4

村庄空隙地和房前屋后袁见缝插绿袁建设小果园尧小片林遥

理有了初步的认识遥

组织开展植绿扶贫袁助力实施林业产业精准脱贫

在 7 个贫困村尧扶贫重点帮扶村实施订单林业袁通过野公

司+基地+贫困户冶模式发展林业育苗产业袁调整提高用材林尧
经济林尧育苗尧花卉等脱贫扶持补贴标准袁让广大贫困户从
中受益遥
1.5

森林旅游成为热点袁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
美丽乡村尧千亩樱花园尧梨花节尧玉鹏生态文化园尧垓下

菊花节等迅速成为旅游热点袁共接待游客超过 200 万人次袁
大力提升了乡风文明程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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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美丽乡镇和美丽乡村新植树达 6.7 hm2 以上袁充分利用
3.2

建设专业化管理队伍袁为乡村林业发展提供队伍保障
建设三支林业专业化管理队伍遥一是林业技术队伍遥植

树造林尧种苗繁育尧勘查调查尧检查验收尧病虫害防治等林业
业务专业技术性极强袁具有不可替代性袁做好林业工作首先
必须有一支专业的技术队伍[4]遥目前固镇县林业技术推广中
心和乡镇林业站人员老龄化袁20 年来人员只退不进袁空编 10 人袁
缺编严重袁应尽快列入招录计划袁补充缺编人员遥二是林业

执法队伍遥县林业派出所缺编缺人袁目前仅 4 名森林干警袁
力量薄弱袁县林政稽查大队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得不到有
效保障袁人心不稳定袁给林业案件查处带来较大影响袁应尽
快补充林业派出所的编制人员袁将林政稽查大队人员工资和

姚善君院在振兴乡村战略新形势下固镇县林业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对策
办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袁保持队伍的稳定性遥同时还要加
强林业执法办案的宣传力度袁增强全社会对依法治林的认

对一些企业尧合作社和大户袁每年要给予 1 500 元/hm2 的林
木抚育补贴袁提高造林和抚育的积极性袁提升森林整体质量遥

识遥三是护林员队伍遥要组建一支能够深入一线尧扎根一线

3.3.5

员袁可以结合建立林长制袁由村级林长兼职护林员袁也可以

湿地城市袁固镇县也要挖掘湿地资源潜力袁开展湿地保护利
用袁创建 1~2 个省级湿地公园袁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袁发展

的护林员队伍袁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袁每个村配备 1 名护林

发展森林旅游康养产业遥进一步结合蚌埠市创建国际

森林旅游或湿地旅游产业袁提供生态产品和人们生活康养尧

结合扶贫工作袁从贫困户选聘生态护林员遥
3.3 加大产业发展袁为乡村林业发展提供收益保障

旅游的好去处遥在建设野高特美强冶新固镇过程中袁把发展全

3.3.1 扶持发展牡丹与文冠果产业项目遥建设 667 hm 油用

域旅游作为一项战略袁造林绿化也必将是一个重要的工

牧丹与文冠果种植和优良品种选育示范基地袁并采取野公

作支点遥今后固镇县要加大建设植物园尧森林公园尧自然保

司+合作社+农户冶的模式袁以提供种苗和技术服务及保证回

护区等袁为保护区域生态环境提供有力支撑袁全方位提升乡

收产品为支撑遥在全县范围内袁合作发展油用牡丹与文冠果

村生态环境建设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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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套种和优良品种选育 2 667 hm2袁建设旅游尧文化尧康养

等与牡丹和文冠果产业结合的田园综合体项目遥鼓励发展

3.4 加强领导袁为乡村林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习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党中央对生态环

桃尧梨尧葡萄尧猕猴桃尧红梨尧核桃等新的树种袁改善林种和树

境建设十分重视袁各级党委尧政府都要严格认真贯彻落实这

种结构遥

一精神遥森林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袁森林资源是重要的战

3.3.2 继续发展杨树用材林遥杨树的飞絮虽然严重干扰居民

略资源袁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遥因此袁应进一步加强对林

的日常生活袁但由于它具有生长快尧材质用途广泛等优点袁

业发展的领导袁要按照省渊市冤的安排部署袁落实森林资源保

仍是农村绿化的主要树种遥杨树作为较好的用材林树种袁目

护发展目标管理责任制袁全面推深做实林长制袁建立健全县尧

前还没有其他树种可以替代遥今后主要以种植无絮杨为主袁

乡尧村三级林长工作体系袁增强各级领导和林长做好林业工

目前固镇县苗圃已繁育无絮杨苗木 2 hm 袁逐步替换现有的
2

杨树品种遥

支持发展林下经济遥把 S304 林带下种植中草药尧蔬

3.3.3

菜尧林下养殖等成功经验进行推广袁增加林地产出袁增加林
农收入[5]遥

3.3.4

扶持开展森林抚育遥以往只注重植树造林量的增长袁

对林木的质量管理粗放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遥实际上林业
的发展既要增量袁也要提质遥特是近年营造的中幼林袁需引
导群众开展修枝尧除草等工作袁加快幼树生长袁促进成林成
材遥因此袁增强财政投入的持续性尧连续性尧稳定性袁特别是

作的责任理念和思想认识袁充分发挥林长的组织尧领导尧巡
查尧协调作用袁共同做好林业工作袁早日实现固镇乡村振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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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管理水平袁提高抵御灾害能力袁保持森林健康遥林区

树高与胸径的比值应在 80~100 之间袁约80 说明株数过于

有保持林路畅通才能保证森林得到及时抚育并提高工作效

前称为树木的野形干冶阶段袁在此阶段 60%以上的健康树木袁

道路建设是提高森林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的基本保障袁只

稀疏袁不宜疏伐曰跃100 说明密度过大袁应该及时疏伐遥树木

率袁才能有效防治各种森林自然灾害和森林火灾的发生袁才

增径冶阶段袁这一阶段树木生长需要更大空间袁要进行适时

9

的高生长达到最终生长高度的 1/2 以上称为树木的野展冠
疏伐袁使大多树木保持在当前树高 1/2~2/3 的高度上都生长
有营养活枝袁特别是通过伐除干扰树为目标树生长创造适宜

能实现有效的管林护林袁防止乱砍盗伐等毁林案件发生遥
加强观测样地建设袁积累碳活动对森林变化的响应数据袁

不断完善森林经营技术
森林经营中的样地建设和数据测量尧分析是认识森林发

的生长空间遥

育机理尧完善森林经营技术的重要手段袁要做好样地的档案

7 减少对森林的人为干扰袁采用野近自然育林冶技术

管理袁记录样地数据袁如经营类型尧森林类型尧林分结构袁蓄

在森林经营过程中通过减少对森林的人为干扰袁可以大

积量和生长尧灌木尧草本植物尧土壤变化情况遥确定样地总体

幅降低森林的碳排放遥这种作业体系完全杜绝对森林的皆

实验目标尧每块特定样地实验目的和经营方式袁并对测量数

伐作业袁只进行弱强度的择伐袁也不主张对森林大砍尧大栽

据进行比较分析袁得出提高碳汇能力的最佳措施遥

的改造袁而是渐进式转化袁对中尧幼林抚育不提倡全林割灌
作业而实行对幼苗周边灌木中间折断的抑灌作业袁植苗造林
不刨穴整地而进行刮草皮植栽遥一切作业方式都主张借用自
然力量袁顺势而为袁这种作业方式可以极大地减少森林的碳
排放遥
8 加大林区基础设施建设袁提高森林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加大以林路为中心的林区基础设施建设袁提高森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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