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榆林市委办公室
榆办字 〔２０２０〕１４号

中共榆林市委办公室

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 “塞上森林城” 提质增效行动

实战方案» «榆林市造林绿化示范点

建设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

门,各人民团体: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实战方案»«榆林市造林

绿化示范点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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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贯彻落实.

中 共 榆 林 市 委 办 公 室

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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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森林城” 提质增效行动实战方案

为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造黄土高原

生态文明示范区,巩固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成果,根据市

委、市政府 «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黄土高原生态文明

示范区的决定»(榆发 〔２０１９〕１０号)的部署要求,现就开

展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制定如下方案.

一、重要意义

(一)开展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是打造榆林

防沙治沙名片的需要.７０多年来,榆林人民坚持治沙造林,

使８６０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半固定,使陕西绿色版图向

北推进了４００公里.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榆林时,重点关注

榆林防沙治沙及生态建设工作.但相对于整体防沙治沙取得

的成就,榆林主城区周边绿化还显薄弱.开展 “塞上森林

城”提质增效行动,可以构建市域健康、安全的森林生态系

统,建设宜居宜业的生态榆林,为生态文明建设、黄土高原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树立典型样板,打造新时期榆林防沙治

沙名片.

(二)开展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是加快推进

榆林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国家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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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战略,省委、省政府把建设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

区确定为我市 “三大目标”之一,市委四届七次全会出台了

«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决

定»和 «榆林市生态文明建设实战方案»,２０１９年成功获得

“国家森林城市”授牌,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新阶段、

面临新机遇.开展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有利于进

一步凝聚全市共识,落实国家战略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目

标,加快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

(三)开展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是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通过开展 “塞上森林城”提质

增效行动,在城区周边建设百万亩以森林为主体的绿地系

统,可以发挥防风固沙、改善气候、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

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为居民提供广阔的休闲、运动、游乐场

所,为建设宜居美丽森林城市打下坚实基础,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二、目标任务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以绕城快速干道为框架,

重点区域为外侧５公里范围,内侧延伸至榆林城市建成区.

要充分利用城市周边荒山荒坡荒地和市区内闲置土地,建设

成片森林,推进陡坡耕地、沙化耕地治理.用三年时间,对

上述区域内的裸露土地全面绿化,完成新造林及低效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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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５０万亩,巩固提高现有绿化成果;在主城区外围建成

百万亩森林,实现提质增效目标.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按照 “因地制宜、一次规

划、分步实施”原则,林草、住建、资源规划、执法等相关

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制定规划方案.原则上避开绕城快速干

道两侧各级道路征地范围,在有条件的地块再各拓展１００
米,全部规划为生态建设用地,进行园林式高标准绿化.绕

城快速干道内侧区域按城市绿化要求进行绿化.绕城快速干

道外侧５公里区域,按照 “适地适树”原则,乔、灌、花、

草合理搭配,尽快形成绿化景观.

三、建设内容

(一)绕城快速干道绿化.道路全长９０公里,在两侧各

１００米范围内,参照绕城快速干道 (西段)长草滩段、 (东

段)马圈沟至七里沙段绿化带建设模式和标准,建设高标准

绿化带.可绿化面积１１０１８亩.根据地类条件,绿化树种选

用樟子松、油松、云杉、侧柏、新疆杨、河北杨、垂柳、旱

柳、香花槐、桃树、杏树、白蜡、紫叶矮樱、紫叶李、金叶

榆、沙地柏、水蜡、丁香、连翘、玫瑰、刺枚等.苗木规格

为:针叶树苗高３米以下,阔叶乔木胸径８厘米以下,亚乔

木地径３厘米以下.乔木一律为树阵布局,灌草为团块状混

交,高标准打造道路绿化风景带.规划区域内其它国道、省

道、县道、乡道按照绕城快速干道标准进行全面绿化,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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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度不低于以下要求:国道每侧２０米、省道每侧１５米、

县道每侧１０米、乡道每侧５米,绿化带能宽尽宽.

(二)重要节点绿化.在道路平交口、重点地段,参照

包茂高速榆林北入口、榆常路与 G２１０平交口等绿化模式和

标准,打造园林式景观节点,构建特色景观.重点实施绕城

快速干道保宁堡、纬四路、榆补路、小纪汗林场、牛家梁

镇、榆佳路、青云镇、崔家畔村、科创新城草阳路、创业二

路等１０个道路平交口绿化,栽植樟子松、油松、新疆杨、

旱柳、垂柳、桃树、杏树等乔木,搭配榆叶梅、丁香、连翘

等花灌木,地被营造沙地柏、二月兰、荷兰菊、假龙头等植

被,因地修建步道,配置亭台、景观石、停车场等,整体形

成绿树成荫、色彩分明的休闲小游园.新建科创新城中央一

号公园和两个山体公园,建设面积７５０亩.

(三)城区外围生态屏障建设.在绕城快速干道外侧５
公里范围内,对荒山荒地荒沙、撂荒地、不宜耕作土地、闲

置土地进行造林绿化,对低效林地进行提升改造,参照小纪

汗林场万亩樟子松示范区、鱼河镇许家崖武警世纪林的建设

标准,打造城市生态屏障.对绕城快速干道内侧至城市建成

区的绿化用地、闲置地实施高标准绿化.在榆溪河、榆阳

河、无定河等河流两岸建设护岸林.在长城沿线建设高标准

防护林带.完成造林绿化面积５０万亩.选择常绿树种和彩

叶树种、经济林树种,采用乔、灌、草立体配置,形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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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错落有致,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景观.

(四)城区空闲地绿化.对中心城区、高新区及科创新

城的空闲地全面进行绿化,绿化面积９０９万平方米.加大

拆墙透绿力度,对城区公园绿地、道路绿地等进行增绿、补

绿,做到见缝插绿,增加城市绿量,提高城市绿地面积和绿

化覆盖率,提升城市品位.

四、组织实施

(一)动员资源型企业认领实施造林绿化任务.林草部

门将规划的５０万亩营造林地块全部划分至小班,鼓励动员

资源型企业自主造林或采取出资、捐助、认养等方式进行绿

化.企业营造的森林,可以冠名,也可以作为企业的碳汇

林;企业认领并实施完成造林绿化任务量,可以冲抵相同任

务量的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任务,后期治理修复由林草部门组

织实施,完成等当量的治理修复任务.

(二)实行义务植树基地化建设.认真贯彻执行 «森林

法»«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和全

国绿化委员会 «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 (试行)»,

市、区林草部门负责统一划定义务植树基地,组织市、区机

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适龄公民在划定地块义务

植树.

(三)强化科技支撑.科学规划设计,注重生态优先、

以人为本,大力应用多年造林绿化形成的科技成果、先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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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技术,提升绿化效果.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选择造林绿化

模式和植物配置组合,在优先选用乡土树种、草种的基础

上,试验推广应用优质适生抗逆的植物良种,如白皮松、朝

鲜黄杨等常绿乔灌木及二月兰等花卉,丰富绿化层次,实现

精准提质增效.抓好示范点建设,形成典型示范模式,及时

推广应用.应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同步建设一批森林

防火、有害生物监测预警等基础设施,巩固绿化成果.鼓励

科技人员开展技术承包,实行有偿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四)落实后期管护责任.“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

工程推行造管并重、分工负责办法,遵循属地管理、林随地

走原则,造林绿化完成后,交由土地使用者或村集体进行管

理.创新管护机制,成立乡镇林草资源管护站、村组管护

队,配备生态护林员.无力实施管护的,由就近国有林场负

责管护.加强对已植苗木的抚育管理,及时做好补植工作,

保证造林绿化成效.认真落实封山禁牧、森林草原防火、林

业和草原病虫害防治责任追究制度,依法保护林草资源.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挂帅包抓重点项目、重

点地块,每个造林地块由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市级部门

负责协调督导、一家企业认领实施造林绿化任务.包抓领导

总体指导协调,责任部门督促落实,企业按作业设计实施完

成造林绿化任务.实行 “百组千人”协调保障制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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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个技术指导组,成员由市林草系统技术人员组成,每组５
人,负责造林绿化技术指导.榆阳、横山成立１００个协调保

障组,由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乡镇 (街道办事处)、村

组 (社区)工作人员组成,每组８－１０人,负责造林地块落

实、人员协调、技术指导等工作.

(二)创新体制机制.采取 “育苗造林一体化、育苗购

绿一体化、育林造景一体化”模式,鼓励村集体或造林合作

社参与造林绿化,优先雇佣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村民或村

集体有自育苗木的,经林草部门审批后,按照统一规划,可

以自育自造,验收合格后给予补助.有争议的地块,由林草

部门负责实施造林,林随地走.放活土地使用政策,推行

“非林业管理的林业用地”模式,原土地使用性质不变;临

时绿化的地块,绿化建设期未满,因项目建设需要使用的,

由林草部门处置.在非基本农田实施造林的,由市、区人民

政府参照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研究确定补助标准,土地使

用性质不变.要抢抓时间,从简从快,确保不影响造林绿化

进度和质量.

(三)落实工作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造林绿

化方案的要求,任务到乡镇,责任到部门,各负其责,相互

协作,强化措施,推进一体化、大家一起干,确保造林绿化

工程进度.榆阳区、横山区人民政府负责协调落实土地,推

进实施造林绿化项目和后期抚育管理.榆林高新区、空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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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区、科创新城负责辖区内闲置地、裸露地绿化工作.市发

改委负责将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市财政局负责会同相关部门争取建设资

金.市资源规划局负责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留足绿化用地空

间;负责榆林主城区统征未建土地绿化工作;尊重历史,解

决征地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市住建局负责城区公园和道路绿

化.市交通局负责管辖范围内公路两侧绿化.市国资委、市

工信局负责督促相关企业实施造林绿化.市执法局负责中心

城区闲置地、裸露地绿化工作.市能源局负责动员相关煤

矿、洗煤及油气企业认领实施造林绿化任务.新闻宣传部门

负责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市林草局负责编制规划设计、技术

指导服务、苗木检验检疫、工程检查验收、质量考核评价等

工作.其他各有关部门也要结合部门实际,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切实为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做出贡献.

(四)多方筹措资金.建立健全政府导向投入、企业参

与投入、社会广泛投入的多元投入机制.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围绕各自职责,加大绿化资金筹措力度,积极争取中央和

我省专项资金及政策性投入、欧洲投资银行等贷款项目支

持.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参与 “塞上森林城”提质

增效行动等生态建设项目.用足地方财政资源,加大融资力

度,争取政府专项债券,整合林草、资源规划、生态环境、

水利、住建等部门生态建设资金,支持 “塞上森林城”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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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行动.动员社会团体、组织、个人在规划区域内实施造

林绿化,采取单位承包、社会捐赠等方式,多渠道吸引各类

资金投入.

(五)严格督查考核.建立 “保障小组推进、行业部门

跟进、督查督办问责”督促落实体系,实行 “网格化管理、

督查专员推进、目标任务突破、模范单位挂牌”,加大督查

力度,强化责任追究,总结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建

设经验措施,在全市推广.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市政研

督查办定期组织督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限期整改.市、

区林草部门组织对造林绿化任务完成情况、营造林质量、管

护成效进行检查验收和考核评价,对任务完成好、成效显著

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优先推荐参评绿化先进企业、单位和个

人;对工作进度缓慢、任务完成较差、措施不到位的予以通

报批评.

附件:１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规划布局图

２ “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企业植树地块认

领表

３ 城区空闲地绿化统计表

—１１—



—２１—



—３１—



—４１—



—５１—



榆林市造林绿化示范点建设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

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决定» (榆发 〔２０１９〕１０号),

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着力推进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四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建设黄土高

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目标,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

为基本方针,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基本途

径,以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为基本动力,探索不同区域生态

治理的模式,构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互协调的体制机

制,为全市造林绿化做出示范.

(二)基本原则

坚持走科学、生态、节俭绿化之路.遵循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规划统筹,优化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绿化,以水定林

—６１—



(草)、量水而行,乔灌草结合、封飞造并举.

坚持适地适树,兼顾经济和生态效益.根据不同地类,

以乡土树种为主,优先选择观赏价值高、生长周期长的树

种,尽量采取针阔、乔灌混交的配置方式,严禁大树进城.

坚持示范引领,整体推进.选择重点区域、村庄、流

域、矿区,实施一批绿色生态示范工程,建设一批绿色生态

示范基地.

坚持党政主导,全民参与.综合应用行政、经济、法

律、科技等手段,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党政主导、部

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造林绿化的工作格局.

(三)目标任务

坚持 “造管并重、保治补用”的方针,围绕生态宜居城

市建设、生态廊道建设、森林质量提升、草原生态修复、美

丽乡村建设、林草产业建设、农田防护林网建设、自然保护

地建设八大工程,打造一批造林绿化示范点,掀起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新高潮,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完成榆林市生态建设 “一

湖两地六个城,百镇千村万里路,十万亩草百万亩林”工程

(即对红碱淖和全市的湿地、自然保护地进行综合治理;创

建六个省级以上森林城市,一百个森林乡镇,一千个森林乡

村,一万公里绿色通道,每年完成十万亩饲草基地、一百万

亩造林种草任务),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步伐,打造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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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

二、示范模式

(一)四大区域生态治理示范模式

根据自然地理、地形地貌、生态治理要求等因素,将全

市划分为风沙草滩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沿黄土石山区、白

于山河源梁涧区四个生态治理区域,分别进行典型示范.

１风沙草滩区生态治理示范模式

风沙草滩区为我市防风固沙重点区域,以 “沙地固沙还

灌草,农区防风还林网”为总体生态治理方略,以植被保护

与修复为主,对老化退化林地进行改造,提高林分质量.

以横山雷龙湾、榆阳小壕兔樟子松造林等模式为样板,

科学造林育林,推进百万亩樟子松基地建设,增加区域森林

覆盖率,建设北部稳固的防护林体系.以榆阳区土地整理项

目防护林建设为样板,建设具有景观效果和防护功能的乡村

农田防护林网 (带).以榆阳灌木饲料加工、沙梁梁柳编、

定靖特色苗木花卉基地等模式为样板,建设百万亩木本油料

林基地,营造长柄扁桃、沙棘等灌木经济林;开展灌木平茬

复壮、中幼林抚育工程,改造低效林分;发展紫花苜蓿、蛋

白桑等人工饲草基地,推进舍饲圈养,推广先进饲养管理技

术,积极推动草畜产业走集约化、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定边

苟池湿地公园为样板,开展北部盐碱地综合治理,改良盐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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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土地,增加植被、发展盐碱地经济林.

２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治理示范模式

黄土丘陵沟壑区为我市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以 “坡面退

耕还林还草,沟道拦蓄整地,梁峁固土保水”为总体生态治

理方略,进行生态综合治理.

以榆阳赵家峁模式、横山黑峁墩模式、米脂高西沟模式

为样板,梁峁缓坡修梯田栽果树、２５°以上土地退耕还林还

草,沟底造林筑坝防洪,打造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的绿色生

态综合体.以榆阳古塔两杏基地、米脂山地果园等模式为样

板,建设百万亩 “两杏”基地和山地苹果、核桃等经济林基

地,发展李、山楂等小杂果经济林,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以

绥德马家洼流域生态治理为样板,以小流域为单元,荒山荒

地营造油松、侧柏、柠条等水土保持林,有效防治坡面侵蚀

和水土流失.以神木大柳塔神东矿区、陕北矿业矿区生态治

理为样板,加快煤矿采空塌陷区治理和自燃火烧区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与恢复.

３沿黄土石山区生态治理示范模式

沿黄土石山区为我市红枣优生区,土地贫瘠、岩石裸

露、产业结构单一.以土坡乔灌草结合、石坡垒石造林、陡

洼喷播种草为总体生态治理方略,进行生态综合治理.

以沿黄公路 (吴堡—佳县段)绿化建设、佳县泥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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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峪、府谷黄甫镇、郝家寨、绥德枣林坪、清涧太极湾等

为样板,对沿黄公路两侧、沿岸山体、沿线城镇村庄、旅游

景点进行绿化美化,打造沿黄风景旅游带.以佳县赤牛坬、

清涧王宿里等为样板,严格保护、适度开发,加强景观绿化

和生态修复,打造生态文化基地,促进沿黄古村落保护建

设,助力沿黄旅游发展.以佳县、清涧红枣降低塑型、提质

增效为样板,对现有的红枣经济林进行改造,提升红枣品质

和质量;适度发展海红果、花椒、核桃、油用牡丹等经济树

种;扶持红枣加工企业和合作社,建设红枣综合加工基地和

海红果深加工产业基地,打造沿黄林业产业经济带.

４白于山河源梁涧区生态治理示范模式

白于山区降雨量相对偏低,水资源短缺,植被稀少,人

口流失较为严重,以针阔混交、灌草搭配、因地制宜、综合

治理为总体生态治理方略.采取针阔乔木搭配灌木饲草进行

混交造林绿化,部分陡坡采取柠条、紫穗槐、沙棘等纯灌木

造林方式,进行生态综合治理.

重点建设灌木饲料林基地和生态型干杂果基地.深山区

营造侧柏、油松、河北杨、沙棘、柠条等生态林和山杏、大

扁杏、文冠果等经济林;浅山区和梁峁涧地发展桃、杏、葡

萄、山地苹果、核桃等经济林,试验栽植蛋白桑等新品种,

建设经济林基地.整合闲置荒山荒地资源,人退林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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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林项目,推进百万亩规模化生态林场建设,全面提

高白于山区植被覆盖率,逐步实现由黄变绿.

(二)城镇及绿色通道点线网络建设模式

以榆林市区为中心,按照城镇体系＋交通干线＋县城＋

重点乡镇＋美丽乡村的脉络,以绿化为民、绿化惠民为思

路,以大地增绿、生态增彩、群众增收为目标,打造河湖水

系、道路沿线、重要矿区、产业园区、城镇村庄等生态综合

治理和植被恢复示范点.将各示范点连点成线,连线成片,

形成示范点网络.

１城区森林公园建设模式

以榆阳区季鸾公园、空港区沙地森林公园、靖边五台森

林公园、定边马莲滩森林公园、绥德龙湾森林公园、子洲佛

殿堂森林公园、清涧笔架山森林公园、神木两山森林公园等

城区森林公园为示范,１２个县市区各打造一处森林公园,

有条件的打造湿地公园,作为城市后花园,既是城市氧吧,

又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已有森林公园的进一步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森林质量和植被景观,丰富公园功能.

２特色森林村镇及旅游景点建设模式

以榆阳赵家峁、三道河则、牛家梁农场,横山吴家沟、

雷龙湾,绥德赵家坬、郝家桥,佳县赤牛坬、泥河沟、木头

峪,子洲王阳洼,清涧袁家沟,米脂高西沟,靖边清凉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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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为示范,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田园综合体新业态发

展.在重点村镇打造一批森林小镇、康养基地,依托森林文

化、历史文化底蕴吸引游客,开发集采摘、观光、森林康养

于一体的森林旅游业,拓宽绿色发展空间,助力生态扶贫.

３交通干道绿化美化模式

以榆靖高速、榆佳高速、榆绥高速、榆神高速绿化为示

范,打造高速通道绿化防护带示范工程;以３０７国道靖边五

台至小河段、３０３省道定边段、神木东过境线、２４２国道绥

德过境线绿化为示范,打造市域主要通道两侧绿化示范工

程;以沿黄公路佳县—吴堡段、米脂杨家沟红色旅游线为示

范,打造全市旅游观光路线景观绿化示范工程;以榆乌路、

三榆路、府谷野石路、清涧清辛公路绿化为示范,打造城乡

重点通道绿化示范工程.

三、典型示范

(一)榆阳区:榆乌路＋马合镇街道绿化＋农田防护林

网示范点

榆乌路绿化示范点:道路两侧栽植樟子松、垂柳、香花

槐等行道树,外侧栽植小樟子松防护林,道路两侧空闲地栽

植榆叶梅、丁香等花灌木,打造景观大道.

马合镇街道绿化示范点:主要对街道两侧及空闲地进行

绿化,栽植香花槐、山杏、暴马丁香等绿化树种,实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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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美化、香化.

农田防护林网示范点:对明杰草产业基地２１块农田三

角带、２条外环路和１条外缘林带进行绿化,栽植樟子松、

合作杨等防护林,起到立体防护效果.

(二)横山区:榆靖公路横山段＋城市运动公园＋吴家

沟村绿化示范点

榆靖公路横山段绿化示范点:道路两侧栽植樟子松、白

蜡等乔木及珍珠绣线菊、红王子锦带等花灌木.

城市运动公园示范点:按照公园规划设计,栽植造型油

松、国槐等乔木,丁香、连翘等花灌木,充分利用植物的景

观价值为市民提供优质的休憩、运动环境,彰显城市文化.

吴家沟村绿化示范点:主要对吴家沟村观光道路、铁

路、广场等进行绿化,栽植油松、新疆杨、金叶榆等苗木,

打造宜居美丽乡村.

(三)神木市:榆神高速锦界段＋东过境干道＋两山森

林公园＋杨家城遗址示范点

榆神高速锦界段示范点:在道路两侧栽植樟子松、杨树

等行道树,在道路外侧栽植樟子松防护林,道路两侧空闲地

栽植榆叶梅、丁香、地锦等花灌木,打造景观大道.

东过境干道示范点:道路两侧山体栽植樟子松、侧柏、

油松、金叶复叶槭、五角枫,提升道路绿化景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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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森林公园示范点:栽植侧柏、油松、樟子松、山杏

等,提升公园景观效果,为人们游憩、疗养、避暑、文化娱

乐和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

杨家城遗址示范点:已绿化区域以增彩为主,空白区域

以增绿为主,栽植侧柏、油松、山桃、山杏、五角枫、云杉

等树种,形成多样化景观,提高生态功能.

(四)府谷县:神府高速出入口绿化＋野石路两侧山体

绿化＋高寒岭景观示范点

神府高速出入口绿化示范点:主要以行道树栽植、小景

点打造和荒山绿化为主,栽植油松、中槐、新疆杨等乔木及

花灌木.

野石路两侧山体绿化示范点:对道路两侧视野范围内山

体进行绿化,主要栽植油松、圆柏、金叶榆等.

高寒岭景观示范点:主要栽植油松、樟子松、金叶榆等

绿化树种,打造以樟子松、油松为主的生态景观林.适当点

缀彩叶树种和花灌木,打造森林茂密、三季有花、四季常

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景观.

(五)定边县:白泥井镇衣食梁村绿化＋环城防护林带

＋３０３省道定边段绿化＋大河畔反坡梯田绿化示范点

白泥井镇衣食梁村绿化示范点:主要对园区内道路进行

绿化,在园区外围建设防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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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防护林带示范点:以树阵形式栽植樟子松、国槐等

针阔乔木,搭配栽植彩叶树种和花灌木,打造城市外围防护

林带.

３０３省道定边段绿化示范点:道路两侧绿化宽度４~１２

米,主要栽植樟子松、杨树、丁香等,打造景观风景带.

大河畔反坡梯田绿化示范点:采用反坡梯田、鱼鳞坑、

水平阶整地方式,栽植柠条、山杏、油松、山桃等.

(六)靖边县:榆靖高速黄蒿界至杨桥畔段绿化＋五台

森林公园＋３０７国道五台至小河段绿化＋小河清凉寺绿化示

范点

榆靖高速黄蒿界至杨桥畔段绿化示范点:中分带栽植侧

柏、圆柏、臭柏、紫穗槐,道路两侧３０~１００米范围内,根

据地形栽植樟子松、杨树、紫穗槐、臭柏等.

五台森林公园示范点:因地制宜栽植五角枫、香花槐等

乔木及榆叶梅、丁香等花灌木,提升公园景观效果.

３０７国道五台至小河段绿化示范点:道路两侧栽植樟子

松防护林带.

小河清凉寺绿化示范点:主要在景区栽植云杉、垂柳、

白蜡、独杆金叶榆等,提升景区景观效果.

(七)绥德县:榆绥高速绿化＋绥德龙湾森林公园＋２４２

国道过境线绿化＋郝家桥绿化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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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绥高速绿化示范点:道路两侧可视直观坡面营造生态

景观林,采用油松、金叶榆、山杏等增绿添彩的绿化模式,

在两侧山体坡面形成春花烂漫、夏荫浓郁、秋色斑斓、冬景

苍翠的植物景观.

绥德龙湾森林公园示范点:在原有绿化基础上,增加彩

叶树种,提升绿化美化效果.

２４２国道过境线绿化示范点:道路两侧栽植油松,节点

处摆放花箱.

郝家桥绿化示范点:对宜林荒山荒坡进行绿化美化,栽

植油松、樟子松、火炬等,营造生态景观林,提高植被覆盖

率,减少水土流失.对低效林进行抚育管护,提高林分质

量,形成季相变化景观.

(八)米脂县:东山梁公园绿化工程＋杨家沟红色旅游

线绿化工程＋杨家沟毛主席旧居绿化＋高西沟绿化示范点

东山梁公园绿化工程示范点:以乡土树种为主,乔灌草

结合,引进观叶赏花的品种,为公园增色添彩.

杨家沟红色旅游线绿化示范点:路肩栽植新疆杨,间隔

栽植榆叶梅、四季玫瑰,５０m 为一个组合交替进行,下边

坡栽植紫穗槐,碎落台栽植侧柏,公路两边空地栽植油松.

杨家沟毛主席旧居绿化示范点:对毛主席旧居周边的山

体进行高标准绿化,对已绿化的山体进行提升改造,栽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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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樟子松、云杉、侧柏等常绿树种,配置海棠、五角枫、

香花槐、丝棉木等乔木树种及花灌木,提升景观效果.

高西沟绿化示范点:梁峁缓坡修梯田栽果树、２５°以上

土地退耕还林还草,沟底造林筑坝防洪,打造山水林田湖草

一体化的立体绿色生态综合体.

(九)佳县:榆佳高速公路绿化＋白云山森林公园香炉

寺片区＋沿黄公路绿化＋赤牛坬道路山体绿化示范带

榆佳高速公路绿化示范点:在道路两侧及山体栽植油

松,打造景观大道.

白云山森林公园香炉寺片区示范点:以落叶彩叶乔木树

种、常绿树种搭配不同颜色、形态的小乔木、灌木,进行山

体园林式造景.

沿黄公路绿化示范点:道路两侧栽植垂柳、国槐、圆

柏、樟子松、河北杨等乔木,搭配各种灌木和花卉.

赤牛坬道路山体绿化工程示范点:道路两侧栽植国槐、

杜松、玫瑰、连翘、松果菊和天人菊等进行美化绿化;山体

采用石头垒砌鱼鳞坑方式造林绿化.

(十)吴堡县:沿黄公路直观坡面生态治理＋二碛景区

绿化＋产业基地示范点

沿黄公路直观坡面生态治理示范点:栽植火炬、侧柏.

二碛景区绿化示范点:实施山体绿化２３００多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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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油松和侧柏.

产业基地示范点:项目区位于二碛景区以北１Km,栽

植早熟春美、红不软、超越、冬桃等,打造采摘桃园.

(十一)清涧县:笔架山生态文化园＋清辛公路绿化＋

北国风光景区＋黄河太极圣境自然生态景区示范点

笔架山生态文化园示范点:建设红塔广场、红枣文化广

场、石板文化广场、尚德文化广场、国土苑、水土保持示范

园、烈士陵园等多个广场,及红枣、樱桃、苹果等休闲采摘

园,桃花、蜀葵、牡丹等观赏园区,建成山地植物园２００

亩.

清辛公路绿化示范点:道路绿化树种以杨树、圆柏为

主,配以榆叶梅、油松等花灌木和常绿树种.两侧山体直观

坡面栽植侧柏、油松、山桃、山杏、刺槐等树种.

北国风光景区示范点:栽植中槐、银杏、白皮松等乔木

及榆叶梅、月季等花灌木,打造特色景观.

黄河太极圣境自然生态景区示范点:在景区周边荒山荒

坡垒石造林,栽植侧柏、黄刺玫、山桃等混交林.对太极湾

停车场及周边坡洼、管理区及停机坪、太极湾景区道路两

侧、静音寺边畔、十王殿进行绿化美化.

(十二)子洲县:金鸡山绿化＋青银高速子洲南丰寨段

绿化＋电市镇恐龙公园＋龙尾峁核桃基地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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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山绿化示范点:主要栽植圆柏、侧柏、油松、山

杏、中槐及部分彩叶树种,提升总体景观效果.

青银高速子洲南丰寨段绿化示范点:打造四季常绿的景

观大道,在道路两侧及山体栽植圆柏、侧柏、油松等.

电市镇恐龙公园示范点:按照公园广场绿化模式,栽植

圆柏、侧柏等常绿树种,提升景观效果.

龙尾峁核桃示范基地示范点:结合退耕还林发展核桃产

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夯实目标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强化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健全领导包抓机制,主要

负责同志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形成政府主导、部

门协同、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确保全面完成各项任

务.每个县市区要制定实施方案,根据不同自然条件,打造

１~２个试点,为全面推进提供示范.

(二)强化管理,确保建设成效.全面推行承包造林,

确保造林质量.优先设计使用良种壮苗和乡土树种.有苗

木、有地块、有技术的国有林场、苗圃及造林大户在造林绿

化工程招投标时优先考虑.认真编制项目规划设计,加强现

场施工管理和监理,严格检查验收,及时兑现资金.加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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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地的补植补造、抚育和管护及中幼龄林、低效林的抚育

改造,提高林分质量.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加大市县

财政投入,努力打造精品工程.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国土

绿化和产业振兴,优先扶持造林大户和企业,加强对民营企

业的政策保护,实现投资方式灵活化、投资渠道多元化、产

业发展规模化和集约化.进一步完善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

(三)创新机制,破解建管瓶颈.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

和社会对接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按照产权清晰、责权明

确、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的原则,加快推进育苗造林一

体化、育苗造景一体化、育林购绿一体化的 “三育一体”造

林机制改革试点,变 “要我造”为 “我要造”,变被动 “造

绿”为主动 “购绿”.强化后期管护责任落实,推进 “千亩

有人管、万亩设站管、十万亩以上建场管”的精准管护机

制.

(四)重视科技,加强支撑保障.市县两级有关部门要

紧密结合造林绿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积极开展相关课题研

究,统筹安排,将科研经费列入预算.积极引进培育白皮

松、朝鲜黄杨等常绿乔灌木树种,丰富绿化层次.加强与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开发利用体系和集

约经营体系,完善林果产业化发展链条.高度重视人才引进

和本地技术人才培养,建立健全市县乡三级科技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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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林业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

(五)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新闻传媒的

作用,讲好榆林故事,展现榆林风貌.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

与国土绿化的积极性,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道德和文化

基础,形成全民重生态、全民建生态、全力护生态的良好社

会风尚.上下联动、信息共享,发掘生态文化,积极共建生

态文明新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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