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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启政办发〔2018〕120 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 年全市造林绿化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各相关部门： 

《2019 年全市造林绿化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第 24 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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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市造林绿化实施意见 

 

近年来，我市围绕南通市委、市政府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相

关要求，立足自身实际，合理规划，创新思路，全面拓展，扎实

推进，全市造林绿化发展迅猛，林木覆盖率列南通前列，生态效

应不断放大。为更科学合理地做好全市造林绿化工作，结合南通

创森办深化森林城市建设任务要求，现就 2019 年全市造林绿化工

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林业生态发展方向，注重挖掘造林绿化潜力，

不断美化优化生态环境，加大造林绿化管护力度，打造美丽、生

态、宜居启东，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二、工作目标 

在巩固造林绿化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确保林木覆盖率稳中有

升，实现林业资源总量增加，林业质量和结构逐步优化，林业资

源管护水平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产业结构和布局更趋

合理的总体目标。2019 年，全市以道路、江海堤岸、河道沿线和

水源保护地等为重点区域，合计完成新增和改造成片造林面积 0.7

万亩，启动和开展森林公园、头兴港滨河公园、火车站站前广场

等绿化建设，建设慢行系统 5 公里以上，创建森林城镇 1 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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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绿化示范村 11 个，新增和完善林网折算面积 800 亩以上，全面

落实各项管护举措。 

三、重点任务 

（一）公园广场建设工程。一是森林公园建设。在沿江生命

健康科技城总体规划绿化预留区域内，启动建设高标准沿江森林

公园前期工作，规划建成布局合理、管理科学、功能齐全、效益

良好的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走进森林、享受自然的生

态需求。由农委牵头落实。二是头兴港滨河公园建设。在头兴港

河两岸、南苑路至世纪大道区域，建设滨河公园，公园面积360

亩。由住建局和城投公司组织实施，力争2019年完成建设。三是

蝶湖公园建设。加快推进蝶湖公园建设，公园面积2800亩，建设

慢行系统5公里以上，建设绿荫停车场1个。由住建局和城投公司

组织实施，确保2019年完成建设并全面开放。四是火车站站前广

场绿化建设。打造新建火车站广场休闲绿化，面积140亩，由住建

局和城投公司组织实施，力争明年7月份前完成建设。五是本土原

生态植物园建设。在汇龙镇鹤群村，收集种植本地乔灌草植物资

源，合理配置，打造本土特色的小游园，面积15亩，由汇龙镇组

织实施，明年7月份前完成建设。 

（二）绿色通道造林建设工程。在前几年主要公路全线造林

绿化的基础上，继续抓好沿江公路、336 线、221 线、G40 高速公

路、通海大道、南海公路、王海公路、临海公路、吕北公路、海

防公路等主要公路沿线断档地块的补缺造林，在县道、乡道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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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两侧沿线进行造林绿化，沿线绿化率力争达 100%，做到沿路

绿化无空缺、无断档，打造高品质绿色生态长廊。在高速公路和

主要公路相关出入口及重要节点，进行绿化节点提档升级。在主

要公路两侧各 100 米范围内，在县道和乡道两侧各 20 米范围内，

在村道两侧各 5 米范围内，按照往年补助标准和要求进行造林，

该工程共造林 1300 亩，其中原交通绿化区域的公路沿线断档地块

由交通局组织实施，其它地块由各所在区镇组织实施。高速公路

和主要公路相关出入口及重要节点绿化提档升级由住建局或交通

局组织实施。 

（三）骨干河道造林建设工程。全面提升骨干河道生态、景

观功能，在全市三级以上河道和部分四级河道两侧沿线按照往年

补助标准和要求进行造林绿化，其中一、二、三级河道单侧林带

宽度分别不低于 50 米、30 米和 15米，四级河道单侧林带宽度

15米内。一、二、三级河道在前几年全线造林绿化的基础上，继

续抓好沿线断档地块的补缺造林，因地制宜，能宽则宽，全线贯

通。四级河道绿化按照《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

建设标准的通知》（苏水农〔2018〕33号）文件标准执行。该工

程共造林1200亩，由所在区镇组织实施，其中四级河道沿线两侧

造林由水务局和所在区镇组织实施。 

（四）沿海沿江防护林建设工程。完善和提升沿海、沿江防

护林体系建设水平，构建林网化与水网化为一体的沿海沿江森林

生态屏障。以沿海沿江水工用地和堤岸沿线为重点，林带宽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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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范围内，开展沿海沿江造林绿化，打造生态高效、防风固堤、

景观优美的沿海沿江绿化防护林带。该工程共造林600亩，由水

务局组织实施，按照工程化造林要求进行招投标造林，所需经费

列入农村造林绿化预算内。  

（五）水源涵养林建设工程。在头兴港河水源保护地区域大

力推进造林绿化，对头兴港河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所有农田统一流

转进行造林，对居民搬迁或违建拆除的建筑设施地块，均需清理

复耕后进行造林；对头兴港河二级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还没

有流转造林的农田鼓励统一流转进行造林。土地流转、居民搬迁、

违建拆除和土地复耕由汇龙镇负责实施；区域内造林绿化按照往

年政府和企业合作造林政策由城投公司负责实施；造林绿化后由

农委进行核查确认，对造林成功的地块，纳入全市农村租地造林

绿化范畴。该工程共造林450亩，由汇龙镇和城投公司组织实施。 

（六）高标准农田林网配套造林建设工程。加强农田林网建

设，结合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道路或河

道两侧，各种植1～2行大规格乔木，推荐种植美国红枫、三角枫、

榉树、水杉等树种，逐步形成完整的农田林网体系，建设标准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方案为准。该工程共造林折算面积800亩，由市农

委和相关区镇组织实施。 

（七）提档升级更新造林建设工程。重点对主要公路沿线两

侧、沿海沿江防护林和农田林网中原树种和林相差的造林地块进

行提档升级改造，把造林绿化与珍贵化、彩色化、效益化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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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林地中加强林木管护并增加种植优选推荐树种，不断提高

林业质量和效益，持续促进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对更新改造成功

的地块，按照往年苗木栽植费补助标准进行补助。该工程实施面

积共1750亩，其中原交通绿化区域的公路沿线提档升级由交通局

组织实施，水工用地地块提档升级由水务局和所在区镇组织实

施，其它地块由各所在区镇组织实施。 

（八）森林城镇和绿化示范村创建工程。根据江苏省绿化委

员会《关于扎实开展国土绿化彩色化珍贵化效益化示范创建工作

的意见》要求和南通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相关要求，在全市开展

森林城镇创建活动，创建森林城镇 1 个以上。根据新农村建设总

体要求，按照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规划布局省级村庄绿化

示范村建设，要求所规划的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30%以上，新建

农村集中住宅区绿化覆盖率 35%以上，创建区域内所有道路、河

道绿化率达 90%以上，户均达到 20 株树，房前屋后绿树成荫，

建成省级村庄绿化示范村 11 个以上。对达标并通过验收的分别

给予相应补助资金，由创建所在区镇及村组织实施。 

四、时间部署 

全市造林绿化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全年持续开展好造林绿

化管护工作。 

（一）第一阶段（2018 年 12 月上旬至 2019 年 1 月中旬）。

各区镇和市有关部门对照造林绿化目标任务，认真编制好造林绿

化规划，把造林绿化任务认真细化分解落实，并将造林绿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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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报市绿委办（电话：83317065）。各区镇召开当年度造林绿化

工作动员会议，进行全面发动和部署，同时开展好当年度土地流

转、苗源落实和询价、验苗等工作。 

（二）第二阶段（2019 年 1 月中旬至 3 月下旬）。各区镇和

市有关部门对照造林绿化目标任务，于 2019 年 2 月下旬前完成当

年造林地块的土地流转工作，2019 年 3 月下旬前全面完成新造林

种植任务，并完成历年未成功造林的补植工作。市农委要及时研

究推广适合我市的苗木新品种和新技术，做好检查指导工作，督

促各区镇对照任务，抢抓时点，确保质量，全面完成。 

（三）第三阶段（2019 年 4 月上旬至 11 月底）。由各区镇对

所在区域当年度新造林和历年政府租地造林面积进行核实后报市

农委并开展好全年度林木管护工作，做好相关台账资料；农委做

好当年度小班录入并上报造林自查小班卡片，督促和指导各区镇

的林木管护，同时做好上级部门来启验收核查准备；由农委和财

政部门联合，对各区镇上报核实的造林面积和成活率、保存率、

相关示范村创建等情况进行抽查检查，财政局根据各区镇上报核

实面积和抽查检查情况进行资金拨付。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站位，落实责任。大力推进造林绿化，是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要提高对开展造林绿

化工作的认识，各区镇作为造林绿化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协

调者，要把造林绿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对辖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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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绿化负总责。要把全民义务植树作为推动造林绿化的强大引

擎，全市动员、全民动手，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造林绿化

义务劳动，各级领导要带头实干、率先垂范，广大干部职工要主

动参加，当好先进，做出表率，形成党政机关示范带头、各行各

业积极响应、适龄公民全员参与、社会各界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 

（二）优化布局，提升质量。立足沿江沿海生态保护、“两沿

三园”绿化布局，切实推进造林绿化建设，做到应绿尽绿、见缝插

绿。认真开展重点绿化工程的“回头看”工作，及时更新改造、完

善提升，切实提高造林绿化建设质量和实效。要进一步健全技术

推广服务体系，加大林农技术人员培训，严格执行造林绿化技术

规程和相关标准，严格把好整地、苗木、运输、栽植、抚育关。

加强造林实用技术和治理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加大优势树种的推

广力度，推广应用耐盐碱抗旱防涝造林新技术和混交造林模式，

提高林地质量。 

（三）多方筹资，加大投入。要加大对造林绿化的投入，积

极探索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基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渠

道投资机制。积极争取财政支农、林业贴息贷款、农业综合开发

等专项资金，用于造林绿化建设补助。充分发挥市场的驱动作用，

优化政策措施，激发市场活力，吸引龙头企业、家庭林场等新型

经营主体投资建设林产品基地和造林绿化，解决投入不足和管护

困难等问题。 

（四）明晰产权，增强活力。进一步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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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林地、林木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确立林地经营的主体地位，全

力维护林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经营者从事造林绿化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造林者得实惠、生态环境有改善、林业产

业快发展”的目标。政府租地造林由政府直接实施的地块，林木所

有权和经营权归政府所有；政府租地与企业合作造林的地块，主

栽定植树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归政府所有，其余林木所有权和经

营权归企业所有。 

（五）加强管护，确保成效。要加大种苗育苗、整地栽植、

抚育管护过程中的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力度，强化工程质量管理。

建立健全管护责任机制，确保绿化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严格做好有害生物监测和防治，加强森林防火。新造林两年内管

护经费由造林主体负责，必须做到包栽包活包管护，两年期满后，

对政府直接实施的造林地，根据管护各项措施验收达标到位情况，

由市财政每年每亩拨付 0-100 元管护经费；对政府引进企业进行

合作造林的林地，在合同期内，由所在政府督促企业进行管护，

合同期满后，按照协议将保存的生态林移交政府。除市财政拨付

的管护资金外，各区镇要认真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管护方案，

合理安排专项管护资金。 

（六）强化考核，监督落实。各区镇和市有关部门年度造林

绿化工作完成情况列入全市三农工作考核范围，重点考核造林绿

化任务完成情况，林木成活、保存情况以及管护责任制落实情况，

在此基础上，评选出先进集体若干名。对当年新流转的政府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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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面积，市财政按每亩 30 元的工作经费对区镇进行补助。为防

止影响林木健康生长，严禁在林下种植油菜、玉米等高秆作物以

及藤蔓和机收作物等对林木生长有明显影响的品种。除政府生态

造林外，所有建设规划用地内不得抢栽抢种苗木，一经发现，由

各区镇立即组织清理，对清理不力的，对区镇的造林绿化考核给

予扣分。 

（七）严格执法，规范发展。依法严厉打击乱砍滥伐林木等

违法犯罪行为。市农委要加强对破坏林木林地的检查执法，对发

现的各类毁林案件要严肃认真及时查处；各区镇要加大对辖区内

林地的巡查力度，对发现的毁林事件要及时报知市农委，并配合

做好案件查处。各地如有重大建设需要变更或征占用林地的，都

必须上报依法逐级办理相应的征占用手续。 

 

附件： 

1.2019 年各单位造林绿化工作规划明细表 

2.部分推荐彩色与珍贵树种及其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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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各单位造林绿化工作规划明细表 
 

实施单位 
总任务

数（亩） 

绿色通道造林 骨干河道造林 沿海沿江防护林 水源保护地

造林绿化

（亩） 

农田林网配

套造林（亩） 

提档升级

更新造林

(亩) 

城建交通

造林绿化

（亩） 

公园建

设（个） 

森林城镇

建设（个） 

绿化示范

村建设

（个） 

文化教育基

地建设（个） 主要公路沿

线造林（亩） 

县乡村道沿

线造林（亩） 

三级以上河

道造林（亩） 

四级河道造

林（亩） 

沿海防护林

（亩） 

沿江防护林

（亩） 

汇龙镇 900 50 100 100    450 100 100    1  

北新镇 330 50 80 100      100   1 1  

惠萍镇 380 50 80      150 100    1  

寅阳镇 280 50 80      50 100    1  

东海镇 280  80 100      100    1  

南阳镇 580 50 80 200     150 100    1  

海复镇 280 50 80      50 100    1  

合作镇 780 50 80 200 300    50 100    1  

王鲍镇 230 50 80       100    1  

吕四港镇 250 50 100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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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总任务

数（亩） 

绿色通道造林 骨干河道造林 沿海沿江防护林 水源保护地

造林绿化

（亩） 

农田林网配

套造林（亩） 

提档升级

更新造林

(亩) 

城建交通

造林绿化

（亩） 

公园建

设（个） 

森林城镇

建设（个） 

绿化示范

村建设

（个） 

文化教育基

地建设（个） 主要公路沿

线造林（亩） 

县乡村道沿

线造林（亩） 

三级以上河

道造林（亩） 

四级河道造

林（亩） 

沿海防护林

（亩） 

沿江防护林

（亩） 

启隆镇 130  80       50      

启东经济开

发区 
100  50       50      

启东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 

580 50 80 100     250 100    1  

圆陀角旅游

度假区 
200  50  100     50     1 

交通局 200         100 100     

住建局 700          700 2    

水务局 800     300 300   200      

合计 7000 500 1100 800 400 300 300 450 800 1550 900 2 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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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部分推荐种植树种及生物学特性 
 

序号 树种 
应用范围 

树种特性 
珍贵 彩色 

1 榉树 ● ● 落叶乔木，喜光略耐荫。喜温暖气候和肥沃湿润的土壤，耐轻度盐碱。根深而抗风强，抗污染，寿命长。 

2 鸡爪槭  ● 落叶乔木树，喜光，耐半阴，对土壤要求不高，树姿婆娑，树冠伞状半球形，叶形秀丽，入秋转为橙黄、绯红等色。 

3 香椿 ●  落叶乔木，喜温，喜光，较耐湿，适宜于河边、宅院周围肥沃湿润的砂壤土。适宜的土壤酸碱度为 pH5.5—8.0。 

4 紫薇  ●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喜暖湿气候，喜光，略耐阴，能抗寒，喜肥，忌涝，忌种在地下水位高的低湿地方。 

5 樱花  ● 落叶乔木，花叶互生，花于 3 月与叶同放或叶后开花。性喜阳光，喜温暖湿润气候环境，以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为宜。 

6 红枫 ● ● 落叶小乔木，性喜阳光，适合温暖湿润气候，怕烈日曝晒，较耐寒和耐阴，稍耐旱，不耐涝，在微酸性土、中性土和石灰性土中均可生长。 

7 红豆杉 ●  常绿乔木，属浅根植物，其主根不明显，侧根发达，喜荫、耐旱、抗寒，土壤 PH 值在 5.5～7.0 适宜生长，在自然条件下生长速度缓慢。 

8 罗汉松 ●  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弱，耐阴性强，对土壤适应性强，盐碱土上亦能生存，抗病虫害能力强。 

9 榔榆 ● ● 落叶乔木，喜光耐干旱，酸性、中性及碱性土壤均适应，但以肥沃且排水良好中性土壤为最佳。对有毒气体烟尘抗性较强。 

10 银杏 ● ● 落叶大乔木，根深，主干通直，寿命长。阳性树，喜排水良好的深厚砂质壤土。耐寒性颇强，生长较快，不耐水湿。 

11 薄壳山核桃 ●  乔木，阳性树种，对土壤适应范围广，在立地条件好的区域生长迅速，深根性，萌蘖力强，生长速度中等，寿命长。 

12 楸树 ● ● 落叶乔木，深根性，喜光，较耐寒，不耐干旱、积水，稍耐盐碱。萌蘖性强，幼树生长慢。耐烟尘、抗有害气体能力强。 

13 香樟 ●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不强，土壤以深厚、肥沃、湿润微酸性粘质最好，主根发达，深根性。 

14 杂交马褂木  ● 喜光及温和湿润气候。喜深厚肥沃湿润排水良好酸性或微酸性土壤。不耐水湿。 

15 梓树 ●  落叶乔木，主干通直平滑，适应性较强，喜温暖耐寒。以深厚肥沃夹沙土为好。不耐干旱瘠薄。抗污染能力强，生长较快。 

http://baike.so.com/doc/5932487-6145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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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树种 
应用范围 

树种特性 
珍贵 彩色 

16 黄檀 ● ● 喜光，耐干旱瘠薄，不择土壤，但以在深厚湿润排水良好的土壤生长较好，忌盐碱地；深根性，萌芽力强。 

17 色木槭 ● ● 落叶乔木，稍耐阴，深根性，喜湿润肥沃土壤，在酸性、中性、石炭岩上均可生长。 

18 柿树 ● ● 落叶乔木，秋季叶经霜变红，非常美观。深根性，对土壤适应性强，在山地、平原、微酸、微碱性的土壤上均能生长。 

19 枣树 ●  落叶乔木，强阳性，对气候、土壤适应性较强。耐干旱、瘠薄，根系发达，深而广，抗风沙。 

20 光皮树 ●  落叶乔木，喜生长在排水良好的壤土，深根性。喜光，耐旱，对土壤适应性较强，抗病虫害能力强，耐寒。 

21 红豆树 ●  喜光，幼年喜湿耐阴，中龄以后喜光。较耐寒。对水分要求较高；根系发达，寿命较长，具萌芽力。 

22 黄金树 ● ● 乔木，喜光树种，喜湿润凉爽气候及深厚肥沃疏松土壤。耐寒性较差，不耐贫瘠和积水。 

23 栗叶榆 ●  高大落叶乔木，喜光耐干旱，酸性、中性及碱性土壤均适应，尤以肥沃且排水良好中性土壤为佳。抗毒气及烟尘性较强。 

24 圆柏 ●  常绿乔木，喜光较耐荫。忌积水。耐寒、耐热，对土壤适应广、深厚而排水良好处生境最佳。深根性，根系发达。 

25 柏木 ●  乔木，喜温暖湿润，对土壤适应性广，耐干旱瘠薄，也稍耐水湿，主根浅细，侧根发达。耐寒性较强。 

26 黄连木 ● ● 生长较慢，干形难培育，宜适当密植，定向抚育。 

27 三角槭 ● ● 生长较慢，干形难培育，宜适当密植，抗寒性强。 

28 皂荚 ●  生长较慢，干形难培育，宜适当密植，定向抚育。 

29 乌桕 ● ● 生长较快，主干通直，适应性强。 

30 无患子  ● 生长较快，主干通直，适应性强。 

31 朴树  ● 生长较快，干形难培育，宜适当密植，定向抚育。 

32 枫香  ● 生长较快，干形难培育，宜适当密植，适应性强。 

33 中山杉  ● 生长较快，主干通直，适应性强。 

34 落羽杉  ● 生长较快，主干通直，适应性强。 

http://baike.so.com/doc/5932487.html
http://baike.so.com/doc/5437281-56755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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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树种 
应用范围 

树种特性 
珍贵 彩色 

35 栾树  ● 生长较快，主干通直，适应性强。 

36 玉兰  ● 生长较快，主干通直，不耐水涝。 

37 七叶树  ● 生长较慢，主干通直，适应性较强。 

38 金丝垂柳  ● 生长迅速，适应性较强。 

39 花毛竹  ● 竿黄色，节间有鲜艳粗细不一绿色条纹。 

40 紫竹  ● 阳性但耐阴，喜温湿、耐寒-20℃低温、忌水、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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