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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河北省张家口市及承德坝上地区南临京津，外接内蒙古、辽

宁和山西，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是我国北方阻挡风沙南侵

的重要生态屏障，地理区位和生态功能极其重要。加快该区域造

林绿化步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服务功能，对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筹办 2022年冬奥会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7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张家口时指示，要加强生

态建设，树立生态优先意识，建成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

境支撑区，探索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兴市、生态强市的路子。

2018年 12 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提出，要加

强环北京西北部地区防护林建设。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张家口市及

承德坝上地区植树造林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以及北京市、河北省等有关方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等，组织编制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及承德坝上地区植树

造林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在科学分析张家口市和承德坝上地区森林资源

及生态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明确了该区域植树造林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建设任务、技术方案和保障措施等，是该区域开展植

树造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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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及承德坝上地区包括张家口市 19 个县区和承德市丰

宁、围场 2 个县（以下简称项目区），总面积 5.46 万平方公里。项

目区地理坐标东经 113°50′～118°14′，北纬39°30′～42°40′，地处河北西北

部，西与山西为邻，北与内蒙古相连，东与辽宁接壤，南与京津毗

临，为内蒙古高原和海河平原过渡带，是京津冀重要水源涵养功能

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是拱卫首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一、基本情况

（一）地形地貌

项目区以阴山余脉为界，分坝上、坝下两大地貌单元。坝上地

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海拔 1300-2200 米，地势南高北低，山丘、

淖泊相间分布，呈典型波状高原景观。坝下为太行山、燕山、恒山

交汇地带，海拔 360-2800米，山川起伏，沟壑纵横。

（二）气候条件

项目区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坝上为寒温区，坝下为凉温区。

主要特点是春季干燥多风，夏季降水集中，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

冷少雪。受地形和大气环流影响，项目区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坝上

在西北高压气流控制之下，寒冷多风，干旱少雨，年均气温-1-2℃，

极端最低气温-43.2℃，无霜期 80-100 天，年均降雨量 300-430毫米，

年均蒸发量 1400-1700 毫米，植物生长期短，适生树种少。坝下气

候受纬度和地形影响较大，由北到南温度梯次增高，年平均气温

5-9℃，无霜期 80-170 天，年均降水量 350-560 毫米，降水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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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 7-9月份，年际变化大，雨热同季，时空分布不均，旱、涝、

雹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尤以旱灾为最。

（三）土壤与植被

坝上土壤种类主要为栗钙土、草甸土和沼泽土等，土层薄，耕

作层以下多为碱性白干土。坝下丘陵山区为褐土、棕壤土，土层瘠

薄，保水性较差；河川地带多为潮土和风沙土。

项目区植物随海拔变化呈垂直地带性分布，有野生陆生植物

120 科、513 属、1343 种，其中木本植物 62 科、129 属、369 种。

人工针叶林主要以落叶松、油松、云杉、樟子松等为主；人工阔叶

林主要以杨、榆等为主，经济林树种主要有苹果、梨、葡萄、杏、

枸杞、沙棘、核桃等。

（四）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河北省 2017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

1. 张家口市：国土总面积 5519.48 万亩，其中农业用地 3745.61

万亩，建设用地 246.55万亩，未利用地 1527.32万亩。在农业用地

中耕地 1398.20万亩，林地 1648.96万亩，草地 361.28万亩。

2. 承德市坝上地区：国土总面积 2666.41 万亩，其中农业用地

2282.39 万亩，建设用地 53.70 万亩，未利用地 330.32 万亩。在农

业用地中耕地 309.23 万亩，园地 6.11万亩，林地 1699.24 万亩，草

地 240.06 万亩。

（五）森林资源

根据河北省最新森林资源档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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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家口市：全市林地面积 3214.73万亩，其中乔木林 1591.11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49.5%；疏林地面积 8.94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0.3%；灌木林地面积 566.07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17.6%；未成林地

面积 602.15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18.7%；苗圃地面积 11.82 万亩，

占林业用地的 0.4%；无林地面积 434.64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13.5%。

全市活立木蓄积量为 2499 万立方米，乔木林平均公顷蓄积 23.6 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 39%。2016-2018 年，张家口市持续加大植树造

林力度，完成营造林 1053万亩，林木绿化率达到 50%。

乔木林以油松、桦树、樟子松、落叶松、杨树等树种为主，其

中油松 477.3 万亩，桦树 347.7 万亩，樟子松 334.5 万亩，落叶松

226.6 万亩，杨树 206.9万亩，以上树种面积占乔木林总面积的 80%

以上；灌木树种主要有虎榛子、柠条、荆条、沙棘、枸杞等。

2. 承德坝上地区：林地面积 1859.15 万亩，其中乔木林 1055.68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62.1%；疏林地面积 31.08 万亩，占林业用地

的 1.8%；灌木林地面积 393.64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23.2%；未成

林地面积 46.53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2.7%；苗圃地面积 12.68 万亩，

占林业用地的 0.7%；无林地面积 319.54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18.8%。

活立木总蓄积量 1980 万立方米，平均公顷蓄积 28.1 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54%。

乔木林以桦树、柞树、落叶松、油松等树种为主，其中桦树 265.3

万亩，柞树 169.6万亩，落叶松 186.7 万亩，油松 73.7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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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河流水系

项目区分属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滦河、西辽河和内陆河

水系，是潮白河、滦河发源地。永定河流域面积 17662平方公里、

潮白河流域面积 9796 平方公里，滦河流域面积 11006 平方公里，

西辽河流域面积为 2793 平方公里，其他内陆河水系 13343 平方公

里，分别占项目区总面积的 32.4%、17.9%、20.2%、5.1%、24.4%；

入官厅水库水量的 90%、入密云水库水量的 85%、入潘家口水库水

量 35%来源于项目区。

（七）社会经济条件

项目区总人口 559.4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375.1 万人，占总人

口 67.1%。项目区有 7 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4.7

万人，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2017 年项目区地区生产总值为

1736.3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58.2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

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比河北省平均水平低 26.6%和 28.8%，

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项目区地处首都上风上水区域，生态区位十分重要，由于历史

原因，该区域生态环境曾遭到严重破坏，虽经多年持续植树造林，

森林资源总量大幅增加，质量有所提高，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北

京冬奥会筹办等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硬骨头地”造林成本高

2000 年以来，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京冀生态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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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林、国家储备林等国家、省、市重点生态工程的大规模实施，

项目区立地条件较好的宜林地已基本绿化，现有无林地多为岩石裸

露、土层瘠薄、坡度较大、交通条件差的“硬骨头”地块。近年来，

劳动力和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造林成本不断提升，初步测算，该区

域平均造林成本上升到 2700元左右。

（二）森林资源总量仍显不足

项目区是阻挡北路和西北路沙尘南下的重要生态屏障，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生态功能区，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

区。但现有森林资源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难以满足京津冀协同发

展、冬奥会筹办等对生态支撑能力不断增长的需求，生态防护体系

尚需进一步完善。项目区尚有无林地 754 万亩，其中当前条件下可

造林地还有 100万亩，剩余的“硬骨头地”造林成本太高，后期养

护也非常困难。

（三）现有林分质量不高

项目区林分大都为稀疏人工单层纯林，单位蓄积量低，生态防

护功能较弱，稳定性差，抗逆性不强。当前项目区 70%以上乔木林

为纯林，乔木林平均公顷蓄积不到 26 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30%，且 70%以上郁闭度低于 0.5。另外，项目区因自然灾害、

立地条件差、气候变化、人为干扰、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很多林

分提前生理过熟，退化十分严重，虽经多年努力，有效修复了 121

万亩退化防护林，但项目区尚有大面积退化林分亟待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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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林成果巩固难度大

项目区地处农牧交错带，林牧、林农矛盾较为突出，禁牧管护

难度大。随着生态修复工程的持续推进，林草植被盖度大幅增加，

森林防火形势日益严峻。近年来大规模植树造林成果大多处于幼龄

林阶段，抵御干旱等自然灾害能力较差，成果尚不稳固。再加上地

方财政有限，幼林抚育、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管护工作开展困

难。

在项目区进一步开展植树造林，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

建设稳固的防护林体系，对于阻挡北路和西北路沙尘南下、涵养京

津水源、改善北京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作用，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支撑冬奥会举办，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

重大意义。

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以构建完善京津冀生态屏障为目标，以创新体制机制

为动力，以增绿增质增效为主攻方向，科学有序开展植树造林，统

筹推进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水源保护林建设，优化林分结构，

提升水源涵养功能，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冬奥会筹办的生态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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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1. 遵循规律，科学造林。因地制宜，以水定林，宜乔则乔，宜

灌则灌，造改结合，科学选择造林树种，优先选择当地适生的乡土

树种和优良品种，优先使用当地苗木，营造混交林，构建立体复合

森林系统。

2. 依靠科技，提升成效。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植树造林中的支

持保障作用，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大力推

广保水剂、节水灌溉造林技术等先进实用技术和成果，不断提高技

术水平，提升项目建设成效。

3. 规模推进，确保质量。科学规划，规模治理，统筹实施人工

造林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加强项目实施和管理，造、管、抚综合

施策，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保证造林质量，重点向冬奥会承

办地、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京冀交界区域倾斜，提升区域水源

涵养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

4.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积极探索，制

定优惠政策，创新投融资机制，建立长效管护经营机制，鼓励和吸

引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造林和后期管护。

（三）编制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京津冀协调发展规划纲要》；

3.《京津冀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4.《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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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1999)；

6.《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

7.《退化防护林修复技术规定》（试行）；

8.《河北省国土绿化规划（2018-2035年）》。

（四）建设目标

力争用 4 年时间，通过人工造林、补植补造、退化林修复等综

合措施，加快项目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到 2022 年项目区森林

覆盖率达到 50%以上；林分结构进一步优化，区域森林质量持续提

高，混交林比例提高 8%；森林健康程度明显提升，区域生态状况

得以改善，为顺利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冬奥会筹办提供强有

力生态支撑。

四、建设任务

到 2022年，项目区完成营造林 209.5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100

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109.5 万亩。将北京市支持河北省的京冀

生态水源保护合作建设项目中余下的 20 万亩造林任务纳入本项目

统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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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目标任务一览表
单位：万亩

县区 合计
人工
造林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小计 补植补造
重度退化
林修复

中、轻度退
化林修复

合计 209.5 100 109.5 69 12.2 28.3

张家口小计 133.5 50 83.5 45 11 27.5

张北县 2.5 1.5 1 1

康保县 4.5 3.5 1 1

沽源县 2.7 0.2 2.5 2.5

尚义县 7.5 6 1.5 1.5

蔚 县 16.5 8 8.5 2.5 2 4

阳原县 11 2 9 1 2 6

怀安县 11.2 3.2 8 1 4 3

怀来县 8.7 2.2 6.5 4 2.5

涿鹿县 5 4 1 1

赤城县 19 8.5 10.5 5.5 1 4

崇礼区 19.8 6.3 13.5 9.5 4

万全区 11.7 1.9 9.8 5.8 1 3

宣化区 5.3 1 4.3 2.3 1 1

桥东区 0.2 0.2 0.2

下花园区 2.6 1.7 0.9 0.9

察北管理区 2.5 2.5 2.5

塞北管理区 2.8 2.8 2.8

承德市小计 76 50 26 24 1.2 0.8

丰宁县 52 32 20 20

围场县 24 18 6 4 1.2 0.8

五、技术方案

（一）树种选择

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和“造林绿化与区域发展相结合、与

生态扶贫相结合”的原则，以乡土树种和优良品种为主，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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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造林树种。苗木要求根系发达、干形通直、色泽正常、充分木

质化、无机械损伤、无病虫害，符合《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6000－1999）中Ⅰ级苗木标准，优先使用当地良种壮苗和容器

苗。

1. 坝上地区主要树种

樟子松、落叶松、云杉、油松、杨树、柳树、榆树、桦树、复

叶槭、蒙古栎、沙棘、柠条、枸杞、欧李等。

2. 坝下地区主要树种

油松、落叶松、樟子松、侧柏、云杉、杜松、杨树、柳树、榆

树、槐树、桦树、椴树、山桃、山杏、五角枫、白蜡、复叶槭、蒙

古栎、柽柳、沙棘、柠条、枸杞、苹果、梨、桃、枣、核桃、海棠、

李、杏、欧李、文冠果等。

（二）造林模式

按照“乔灌结合、针阔混交”的原则，充分考虑树种生态习性和

树种间生态互补性，营造混交林，避免营造大面积纯林；立地条件

差的地段可营造乔灌混交或小面积纯林。采用混交造林模式，优先

选用深根系树种和浅根系树种混交、乔木树种和灌木混交、针叶树

种和阔叶树种混交。混交方式可采用带状混交、块状混交、不规则

混交或网格混交。主要树种配置参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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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树种配置表

主要树种 混交树种

油松
侧柏、落叶松、元宝枫、白蜡、刺槐、国槐、山杏、山桃、柠

条、沙棘等

侧柏 油松、刺槐、国槐、山桃、山杏、紫穗槐、沙棘等

落叶松 桦、杨、樟子松、油松、山桃、山杏等

樟子松 杨、榆、山桃、山杏、柠条、沙棘等

栓皮栎

（蒙古栎）
油松、杨、榆、侧柏、紫穗槐等

云杉 杨、榆、桦、落叶松、柠条、沙棘等

杨 刺槐、紫穗槐、国槐、柠条、沙棘等

1. 人工造林

在宜林地、造林失败地和困难地实施以植苗为主的人工造林。

——乔灌混交典型造林模型

模型配置：

方式 树种
树种

配置

整地密度

（株（丛）

/亩）

整地

方法

整地规格

（cm ）

造林

方式
备注

1 樟子松+柠条 6:4 83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2 油松+沙棘 6:4 83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3 桦树+柠条 6:4 83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技术措施：

整地方式主要采用穴状整地、鱼鳞坑整地等，尽量减小破土面，

注重保护原有植被。整地时间一般在造林前 1－2 个季节。栽植时

间为 4-10月份。新造林地配套建设刺丝、片网围栏等防护设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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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输水管网等浇水设施，工程作业防火道，标识碑牌等。造林

后严格封禁，防止人畜破坏。

——针阔混交典型造林模型

模型配置：

方式 树种
树种

配置

整地

密度（株

/亩）

整地

方法

整地规格

（cm ）

造林

方式
备注

1 樟子松+山杏 6:4 83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2 油松+杨 6:4 74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裸根苗

3 云杉+蒙古栎 6:4 56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技术措施：

同乔灌混交典型造林模型。

2. 补植补造

对郁闭度在 0.5 以下、树种结构单一，且依靠自然力难以提高

郁闭度，需改善林分结构的中幼林进行补植补造，丰富树种结构，

提高森林质量和效益。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充分考

虑原设计树种生态习性，选择适宜补植树种，形成总量适宜，结构

合理的混交林、异龄林。

补植株数应根据已有林木的树种、培育目的、株数、年龄、立

地条件、林隙以及补植树种特性确定，原则上每亩平均 20 株；根

据已有林木的分布确定补植点，宜配置在林间空地、林木分布稀疏

处。

补植补造典型模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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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现有树

种

补植

树种

补植数

（株/亩）

整地

方法

整地规格

（cm ）

造林

方式
备注

1 桦树 油松 20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2 落叶松 桦树 20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裸根苗

3 杨树 国槐 20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裸根苗

4 樟子松 桦树 20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裸根苗

5 油松
五角

枫
20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裸根苗

技术措施：

整地、栽植技术同人工造林。建设围栏、防火道，标识碑牌等

附属设施，强化管护，保护造林成果。

3. 退化林修复

（1）重度退化林修复

对枯死、濒死林分采取采伐更新方式进行更新改造。采取小面

积皆伐、带状采伐等方式，伐除病腐枯死木，实施更新造林。对面

积小于 60亩的片林、林带，采取全面皆伐更新；对面积大于 60 亩

的片林和林带进行带状采伐，连续采伐作业面积不得大于 60 亩，

首次采伐强度不超过 80%；对多行林带，进行带状轮伐。

技术措施：

更新造林技术同人工造林。

更新造林技术同人工造林。造林模式参照人工造林典型模型。

重度退化林修复典型模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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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树种
树种

配置

整地密度

（株/亩）

整地

方法

整地规格

（cm ）

造林

方式
备注

1
樟子松

+国槐
6:4 83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2
油松+
杨

6:4 74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裸根苗

3
油松+
桦树

6:4 60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4
油松+
国槐

6:4 56 鱼鳞坑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2）中、轻度退化林修复

对生长状况不良，出现退化的林分进行抚育改造。通过透光伐、

卫生伐、疏伐等措施，清除病、枯、弱林木，调节林分密度，改善

林内通风、光照状况，促进林木生长，逐步提高森林质量；通过对

林间隙地、天窗、行间、林冠下补植补造，改善树种结构，促进形

成复层异龄混交林，稳定和修复森林生态系统。

中、轻度退化林修复典型配置：

方式
原有

树种

补植

树种

栽植数

（株/亩）

整地

方法

整地规格

（cm ）

造林

方式
备注

1 杨 油松 30 穴状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2 杨 樟子松 30 穴状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3 杨 国槐 30 穴状 80×70×40 植苗 裸根苗

4 榆 油松 30 穴状 80×70×40 植苗 容器苗

5 落叶松 桦树 30 穴状 80×70×40 植苗 裸根苗

技术措施：

整地、栽植技术同补植补造。补植株数平均 30 株/亩，根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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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木现状确定补植点。

六、投资估算

（一）估算依据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

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2. 国家林业局颁发的《林业工程概预算编制方法》和《防护林

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试行）；

3. 《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 81号)；

4. 项目区 2018年生产资料物价平均水平。

（二）估算说明

方案投资估算包括工程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其中，直接费用

包括苗木费、整地费、栽植费、抚育管护费、辅助措施费等；间接

费用包括勘察设计费、监理费、管理（验收）费、招投标费等。

（三）单位投资估算

根据当地生产资料物价平均水平、不同造林模式和作业方式等

综合测算，各项工程单位平均投资如下：

工程建设内容 单位 平均投资（元）

1. 人工造林

1.1 张家口坝上地区人工造林 亩 2600

1.2 承德坝上地区人工造林 亩 2200

1.3 坝下地区人工造林 亩 2900

2. 补植补造 亩 700

3. 重度退化林修复 亩 1900

4. 中、轻度退化林修复 亩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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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348590万元，其中人工造林 251640万元，占投资

72.2%；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96950 万元，占总投资 27.8%。

植树造林投资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合计

人工造林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小计
坝上

地区

坝下

地区
小计

补植

补造

重度退

化林

中轻度

退化林

合计 348590 251640 139120 112520 96950 48300 23180 25470

张家口市 218790 141640 29120 112520 77150 31500 20900 24750

承德市 129800 110000 110000 19800 16800 2280 720

七、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显著的生态、社会和一定的经济效益。

（一）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森林面积增加、林分结构得到改善、林分

质量得到有效提升，项目区森林的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固碳释氧、

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保持水土、防止水旱灾害等生态功能将进一

步增强，生态效益将明显提高。项目区将增加森林面积 100万亩，

增加混交林 200万亩以上，混交林比例将提高 8 个百分点。按新增

森林平均每亩每年可保持水土 2吨计算，每年可减少土壤流失 200

万吨；按新增森林每亩平均每年吸收二氧化碳 67 公斤，释放氧气

49 公斤计算，项目区每年可以多吸收二氧化碳 6.7 万吨、多生产氧

气 4.9万吨。另外森林质量的提高，每年还可大幅度减少土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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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多吸收二氧化碳和多生产氧气。

（二）社会效益

项目的实施将为顺利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冬奥会筹办提供强

有力生态支撑，将在植树造林、补植补造、退化林修复抚育管护等

方面为当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据估算，

项目建设约需 1153万个工日，按当地每名劳动力每年平均工作 100

个工日（3 个半月）计算，项目建设每年可解决 11.5万名剩余劳动

力就业。另外，项目通过机制创新，引进其它社会资本发展林下经

济，可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和带动地方林下经济规模发展；提

高森林质量后，还将带动旅游观光及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国务院各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联

系，密切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项目综合协调，会同有关部门

下达年度投资计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项目的技术指导、检查

和监测评估。项目实行目标、任务、责任、资金“四到省”。河北省

成立各级领导小组，由河北省人民政府负总责，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负责项目立项审批、组织实施、工程质量管理、资金绩效管理、竣

工验收等全过程管理。项目相关县区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为第一责

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层层建立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状，

强化项目建设责任追究。河北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方案编

制、作业设计、检查监督、技术指导等工作，各级发改、财政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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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北京市按照国家相关

部门统一部署，将支持资金拨付给河北省，并加强行业指导和技术

交流。

（二）强化政策保障

创新建设机制，统筹建设任务，可实行“一次造林分年度安排

投资”的方式，加快项目进度。各级政府部门要创新投资模式，多

方筹集资金。在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内，河北省可以加大

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力度，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项目

建设，项目区可统筹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有关资金。

及时将符合国家级公益林区划范围的新增林分调整为国家级公益

林，依法依规经营管理国家级公益林。项目区地方人民政府要积

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节水农业、轮牧休耕，扩大生态空间。

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参与工程建设，强化科技支撑，提高项

目科技应用水平。支持项目区开展碳汇交易，调动社会各界参与

造林的积极性，巩固造林成果。

（三）确保苗木质量

苗木选用应充分考虑防护和涵养性能、生长速度、适生情况等

特点。严格执行“两证一签”制度，原则上采用优良乡土树种，优先

使用当地苗圃生产的良种壮苗。建立服务网络，搞好苗木、种子的

调剂，切实满足项目对良种壮苗的需求。从外调入苗木，要充分考

虑适生性，做好出产地和使用地的检验检疫。所用苗木质量必须符

合《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6000－1999）中Ⅰ级苗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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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按照林木生长规律，切实加强新植苗木、更新植株的抚育管

护，实现抚育管护的常态化。

（四）创新管护模式

坚持生态建设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充分利用生态护林员公益岗

位，鼓励贫困人口参与造林、管护，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加强围栏

封育、工程区禁牧和管护机构队伍建设，建立生态建设保护长效机

制。引入市场主体，探索多种管护模式，采取承包、委托等方式进

行管护，巩固建设成果。健全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分配和使用机制，

为森林资源管护提供资金保障。

（五）严格监督管理

按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管理，以县为单位，实行招投标、

合同、监理和报账“四制”管理。项目聘请具有乙级以上林业调查规

划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作业设计，向社会公开招标信誉好、实力强

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依法签订施工和监理合同，并按照合同约

定和工程建设进度支付资金。切实加强项目实施的绩效考核，将项

目实施、目标落实情况纳入项目区政府的工作目标与政绩考核指标。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要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强化质量跟

踪。实行成效检查验收制度，在县级自查的基础上，由省级组织监

督检查，由国家进行抽查和监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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