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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森林城市建设高度重

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城市宜居性，优化城市

空间布局；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

的理念，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着眼，成片建设森林，恢

复湿地，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2016 年 1 月 26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着

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搞好城市内绿化，使城市适宜绿化的

地方都绿起来；搞好城市周边绿化，充分利用不适宜耕作的

土地开展绿化造林；搞好城市群绿化，扩大城市之间的生态

空间。 

在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的引领下，党中央、国务院对森林

城市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支持森林城市建设。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城乡绿道、郊

野公园等城乡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森林城市，建设森林

小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建设森林城市，进一步提高城

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地率，让城市更自然、更生

态、更有特色。国务院将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批准列为政府内

部审批事项，将森林城市工程列入“十三五”165 项重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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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之中。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

的决策部署，国家林业局编制了《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

（2018-2025 年）》，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森林城市发展

的总体思路、发展布局、重点任务和建设内容以及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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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森林城市发展形势 
 

一、取得的成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

下，国家林业局和各级林业部门围绕“让森林走进城市，让

城市拥抱森林”，以大地植绿、心中播绿为重点任务，广泛

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着力打造以森林和树木为主体，城乡一

体、健康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大力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开创了城乡生态建设的新局面 

森林城市建设已成为各地增加森林面积、保护森林资源

的有效手段。各地通过实施森林增长工程，开展城区的拆迁

补绿、见缝插绿，郊区的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建设，水系和

道路的绿化等，显著增加了城市森林绿地面积。根据对 138

个国家森林城市的统计，近 5 年每个城市年均新增造林面积

20万亩左右。 

（二）拓展了民生福祉改善的新途径 

森林城市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切实为民

办实事、提升市民生态福利的民生工程。各地通过实行公园

免费开放、发展街头休闲绿地、打造城乡绿道等一系列举措，

极大提升了森林城市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改善了城乡居民的

生产生活环境，使老百姓出门能见绿、游憩在林下、休闲进

森林。根据近 5年对创森城市的问卷调查结果，城乡居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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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城市建设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均在 95%以上。 

（三）探索了城市转型发展的新方式 

这些年，许多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如辽宁的本溪、

鞍山，江西的新余、广西的柳州、山东的枣庄等都通过开展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不仅增加了城市的绿色基调，使城市面

貌和生态景观焕然一新，而且培植了以森林为依托的森林旅

游、森林康养等绿色产业，有力促进了城市转型升级和绿色

发展。 

（四）搭建了生态建设全民参与的新平台 

森林城市建设既注重政府主导，也强调全民参与、共建

共享。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在森林城市建设组织领导、资金

投入、政策扶持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鼓励和引导

社会各方力量支持、参与森林城市建设。广大群众通过义务

植树、认建认养等形式参与造林绿化，社会资本通过 PPP、

BOT 等方式投入森林城市建设。据统计，全国创森城市投入

森林城市建设的资金中一半以上来自于社会投入。 

（五）传播了生态文明的新理念 

森林城市建设不仅是加强生态建设的过程，更是向社会

开展生态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生态意识的过程。各地在森林

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文化设施，普及森林知

识和生态常识，提高了广大市民植绿、护绿、爱绿意识和生

态文明素质，让“造林即是造福”“栽树即是栽富”“共建森

林城市、共享生态文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等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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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已有 200多个城市开展了森林城市创建活动，

其中 138 个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有 20 多个省份

开展了森林城市群建设，有 16 个省份开展了省级森林城市

创建活动，建成了一大批森林县城、森林小镇和森林村庄示

范。 

实践证明，开展森林城市建设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改善生

态的新需求，契合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符合建

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新部署，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探

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子，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面临的机遇 

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对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作出了新的部署。森林城市建设正站在新的起点，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 

（一）建设美丽中国提出了森林城市建设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都要切实增强生态意识，切

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我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要坚定不移爱绿植绿护绿，把我国森林资源培育好、保护好、

发展好，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建设美

丽中国确定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之一。国家美不美，看山和

水；只有山青，才能水秀。没有森林，就没有青山绿水，就

不会有良好生态，美丽中国便无从谈起。这就要求，要着力

开展森林城市建设，加快城乡绿化步伐，完善城乡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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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森林资源总量，扩大城市生态空间，提升森林质量和改

善生态景观，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了森林城市建设新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林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内容。良好生态环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

质量、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基础和保障，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

要求。我国还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而且森林大多分布在

远离城市的山区林区，很难满足城市居民“推窗见绿、出门

进林”的需要。这就要求，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

求，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着力开展森林城市

建设，促进城乡居民身边增绿，发展生态公共服务，让居住

环境绿树环抱、生活空间绿荫常在，增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

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新期待。 

（三）推进绿色发展赋予了森林城市建设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

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要紧紧

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

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

容量。这就要求，要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有效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扩大城市的环境容量。大

力发展以森林资源为依托的绿色产业，壮大绿色经济规模，

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和绿色增长。广泛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繁

荣生态文化，增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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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文明。 

（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辟了森林城市建设新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

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

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

不充分。这就要求，要城乡一体地开展森林城市建设，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积极发展以森林为依托的种植、养殖、旅游、休闲、

康养等生态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进乡村绿化美化，

拓展乡村公共生态游憩空间，打造乡风浓郁的山水田园，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传承乡村自然生态景观风貌，努力建

设风景如画、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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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维护生态安全、增进

生态福祉、提高生态意识为总目标，以构建功能完备、健康

稳定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为总任务，以恢复城市自然生态、

营造城市宜居环境为总抓手，扩大生态空间，增加生态产品

供给，弘扬生态文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和美丽中国提供生态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合理布局，突出重点。 

充分考虑我国自然地理特征、资源环境条件、森林植被

分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同时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城镇化发展布局等，对全国森林城

市进行科学区划布局，确定建设重点和发展区域。 

——坚持系统建设，统筹推进。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有机生命共同体的战略思想，

将发展森林作为森林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森林对

维护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特殊作用。同时统筹兼顾湿

地保护、河流治理、防沙治沙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推

进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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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城乡一体，示范带动。 

把城区绿化与乡村绿化统筹考虑、同步推进，改变城乡

生态建设二元结构，消除城乡人居环境差距，为城乡居民提

供平等的生态福利。同时通过开展国家森林城市群、国家森

林城市、省级森林城市等创建，全面引领推动森林城市建设。 

——坚持惠民富民，强化服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建设思想，围绕方便老百姓进入森

林使用森林、保障老百姓身心健康、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等需

求，把森林作为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强化生态公共服务功

能，确保森林城市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循序渐进，科学推进。 

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把森林城市建设作为一

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科学持续推进。坚持立足当前，务

求实效，反对违背群众意愿的形象工程，特别是大树古树进

城和非法移栽。坚持着眼长远，循序推进，反对违背自然规

律的蛮干行为，特别是运动式推进。 

三、规划目标 

到2020年，森林城市建设全面推进，森林城市数量持续

增加，森林城市质量不断提升，符合国情、类型丰富、特色

鲜明的森林城市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城乡生态面貌得到明显

改善，生态文明意识明显提高。建成6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

200个国家森林城市。 

到2025年，以森林城市群和森林城市为主的森林城市建

设体系基本建立，森林城市生态服务功能充分发挥，人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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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明显提升，森林城市生态资产及服务价值明显提高。

提升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质量，建成300个国家森林城市。 

到2035年，森林城市群和森林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城市

森林结构与功能全面优化，森林城市质量全面提升，城市生

态环境根本改善，森林城市生态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民

共享森林城市建设的生态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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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布局 
 

一、总体布局 

以我国地理分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为基础，以服务“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为重点，以“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

局、林业“十三五”发展格局为依托，综合考虑森林资源条

件、城市发展需要等因素，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规模，对山

水林田湖草进行统筹规划、综合治理，提升城市森林生态系

统功能，努力构建“四区、三带、六群”的中国森林城市发

展格局。 

“四区”为森林城市优化发展区、森林城市协同发展区、

森林城市培育发展区、森林城市示范发展区。作为森林城市

建设的主体区域，需要充分结合区域发展程度，分类侧重推

进森林城市建设。主要目标是形成有区域特点的森林城市建

设模式。 

“三带”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森林城市防护带、“长

江经济带”森林城市支撑带、“沿海经济带”森林城市承载

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城镇、城市发展带，需要提高生

态支撑能力。主要目标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生态支撑，通过

城乡统筹发展提升城乡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六群”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中原、

关中－天水 6 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作为各区域的森林城市

群建设示范，需要提高城市的生态承载能力，主要目标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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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连城，加强城市间的生态空间一体化。 

二、发展分区 

（一）森林城市优化发展区 

1、区域范围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涉及 13 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160个地级市（自治州）、1266 个县（市、区），

涉及 79611 万人口，区域经济总量 500474.27 亿元。 

2、区域条件 

该区域主要包括华东、华南区，气候主要为亚热带季风

气候，年降水量 800—2000 毫米。现有森林面积 7729.84 万

公顷，森林蓄积量 33.14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40.52%。城

市绿地面积 180.5 万公顷，公园面积 24.33 万公顷，城市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 40.86%。 

3、突出问题 

该区域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较大，大气污染、

水污染问题突出，海岸侵蚀情况严重，森林结构较不合理，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城市人居环境亟待进一步

优化美化。 

4、建设重点 

该区域定位于森林城市质量全面提升。主攻方向为对现

有国家森林城市进行优化。启动森林城市总体规划到期续编

工作，以充分展现城市特色，加强生态科普教育基地等生态

服务设施建设，提升森林城市的惠民作用。在城市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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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选择基础条件较好区域，统筹开展森林城市群建设。     

    （二）森林城市协同发展区 

1、区域范围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陕西，涉及 9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80 个地级

市（自治州、盟）817 个县（市、区、旗），涉及 32130 万

人口，区域经济总量 178612.86 亿元。 

2、区域条件 

该区域主要为我国东北、华北区，气候主要为温带季风

气候，年降水量 400—800 毫米。现有森林面积 7416.16 万

公顷，森林蓄积量 47.82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30.14%。城

市绿地面积 60.84 万公顷，公园面积 11.3 万公顷，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 39.30%。 

3、突出问题 

由于该区域城市发展起步较早，经过大规模高强度的城

市建设，生态承载力已接近阈值，加之该区人口众多，资源

过度开发，对生态系统产品的需求超过供给，人口资源环境

矛盾突出。区域森林分布不均，大多数的森林、绿地分布在

城市边缘，而城市中心人口众多、建筑群密集，公共绿地面

积少，山脉、水系、道路等生态廊道不连贯，城市生态空间

严重不足。 

4、建设重点 

该区域定位于森林城市协同发展。主攻方向为指导有条

件的地区、城市开展森林城市建设，加大森林城市在区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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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拓展。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政策、资金上加大

北京、天津、雄安新区等特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力度，扩大

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增加城市内森林绿地面积，提高城市

生态承载力。结合东北城市转型发展，引导一些森林资源较

好城市开展森林城市建设，充分发挥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三）森林城市培育发展区 

1、区域范围 

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涉及 4 省（直辖市）的

46 个地级市（自治州）、438 个县（市、区），涉及 19636 万

人口，区域经济总量 77240.28 亿元。 

2、区域条件 

该区域主要为我国地理西南区，气候主要为亚热带季风

气候，年降水量 400—1600 毫米。现有森林面积 4587.72 万

公顷，森林蓄积量 38.21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40.18%。城

市绿地面积 24.43 万公顷，公园面积 4.46 万公顷，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 38.83%。 

3、突出问题 

该区域地处西南边陲，城市大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

东部沿海省份的差距较大，城市间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区

域内森林多集中在山地、高原、河流源头，天然次生林人工

化严重，人工纯林多。部分地区生态脆弱，水土流失和石漠

化危害严重。城市森林景观破碎化，林分质量普遍较差，城

市森林整体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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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重点 

该区域定位于森林城市的培育及质量提升。主攻方向为

选择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城市开展森林城市培育，提升森

林景观质量。以森林县城培育为先导，优化城市森林生态格

局，注重保护大树古树、风水林、风景林，保留乡村自然景

观风貌。以大江河源头、生态功能区等区域内的森林城市建

设为重点，突出森林城市的生态功能，加强区域内的森林经

营，提高森林质量，构建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打造优

美宜人的城市森林景观。 

（四）森林城市示范发展区 

1、区域范围 

包括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涉及 5 省（自治

区）的 48 个地级市（自治州）、330 县（市、区），涉及 6607

万人口，区域经济总量 23742.56 亿元。 

2、区域条件 

该区域为我国西北区，气候主要为温带大陆性气候、高

原高山气候，年降水量 50—400毫米。现有森林面积 3145.45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 28.64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9.00%。城

市绿地面积 12.86 万公顷，公园面积 1.63 万公顷，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 34.82%。 

3、突出问题 

该区域总体属生态脆弱地区，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危害严

重，气候变化对生态的影响突出。区域内水资源匮乏，森林

资源总量较少，分布不均，缺乏乔木林，林分质量偏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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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与村镇之间缺乏林带相连，城市内森林呈孤岛状分布，以

森林为主体生态防护屏障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4、建设重点 

该区域定位于推动森林城市的典型示范建设。主攻方向

为以区域内现有国家森林城市为典型，总结和推广建设经验

和模式，为资源条件类似地区、城市提供森林城市建设示范。

重点选择部分资源条件较为良好的地区，优先启动森林城市、

森林县城建设。对于资源条件较弱区域，因地制宜、分区施

策，有效增加城市内森林绿地面积。 

三、重点区域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森林城市防护带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为基础，重点建设方向

定位于保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态空间。结合地域资源条件、

采用适宜模式，加大城市内外宜林地造林增绿，加强环城防

风防沙林建设，开展各具特色的森林村庄建设，打造具有国

际示范意义、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防护屏障。 

（二）“长江经济带”森林城市支撑带 

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为基础，重点建设定位于提

供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支撑。以省为单位，加强沿江森林城市

带建设，加强城区水网、道路网为骨架的生态绿廊和景观廊

道建设，注重河湖湿地保护与修复，构建以森林为主体的沿

江绿色生态屏障。 

（三）“沿海经济带”森林城市承载带 

以“沿海经济带”为基础，重点建设定位于提升沿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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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的生态承载力。加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城

市聚集区森林城市建设，以国家级森林城市为基础，打造各

具特色的森林乡镇、森林村庄，充分展现城市文化特色，注

重扩大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增强森林生态产品供给，提高城

市生态承载力，构建以森林为主体的沿海森林生态屏障。 

（四）森林城市群 

按照全国森林城市发展四大分区，以示范试点为抓手，

结合城市资源条件和发展进程，在各区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城市群开展森林城市群建设。重点开展森林城市群建设示范，

构建健康稳定的城市群森林生态系统，有效贯通城市间的森

林、湿地等，扩大现有生态空间，形成成片森林湿地，防止

城市连片发展，加强城市群生态空间的连接，优化城市群发

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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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点任务与建设内容 
 

一、重点任务 

（一）森林城市群建设 

针对城市群发展对林业生态、产业、文化等多种服务功

能的需求，以及有效应对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期待，

依托河流、湖泊、山峦等自然地理格局，构建互联互通的森

林生态网络体系，城市群地区蓝绿空间占比 50%以上。初步

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中原、关中－天水

6 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鼓励和支持各省（区、市）建设有

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森林城市群。 

（二）森林城市建设 

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增加城市森林面积、提升城市森

林质量、增加城市居民游憩空间为目标，加强城市森林建设。

森林覆盖率达到《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要求，城区树冠

覆盖率达 25%，城区主、次干道中，林荫道路里程比例达 60%

以上。 

 

表 1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任务表 

省份 
城市（区）

数量 
县（区、市）

城数量 
国家森林
城市数量 

2020 年规划
新建国家森
林城市数量 

2025 年规划
新建国家森
林城市数量 

北京市 16 — — 3 8 

天津市 15 1 — 1 2 

河北省 11 170 3 4 2 

山西省 11 119 2 1 2 

内蒙古自治区 12 102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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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城市（区）

数量 
县（区、市）

城数量 
国家森林
城市数量 

2020 年规划
新建国家森
林城市数量 

2025 年规划
新建国家森
林城市数量 

辽宁省 14 100 7 2 2 

吉林省 9 60 3 2 6 

黑龙江省 13 128 1 1 3 

上海市 15 1 — — 3 

江苏省 13 97 6 4 4 

浙江省 11 90 12 1 11 

安徽省 16 105 7 6 3 

福建省 10 84 6 4 5 

江西省 11 100 10 1 2 

山东省 17 137 11 4 6 

河南省 17 158 11 5 1 

湖北省 13 103 7 3 6 

湖南省 14 122 7 3 4 

广东省 21 119 7 7 9 

广西壮族自治区 14 110 8 3 3 

海南省 4 23 — 1 5 

重庆市 26 12 1 6 5 

四川省 21 183 10 2 4 

贵州省 9 89 2 1 7 

云南省 16 129 4 1 4 

西藏自治区 7 74 — 1 1 

陕西省 10 107 4 3 3 

甘肃省 14 86 — 1 2 

青海省 8 43 1 1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5 22 1 1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4 104 2 1 3 

合计 407 2778 138 7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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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一）扩展绿色空间 

1、拓展城区生态空间 

将森林科学合理地融入城市空间，使城市适宜绿化的地

方都绿起来。充分利用城区有限的土地增加森林绿地面积，

特别是要将城市因功能改变而腾退的土地优先用于造林绿

化。积极推进森林进机关、进学校、进住区、进园区。积极

发展以林木为主的城市公园、市民广场、街头绿地、小区游

园。积极采用见缝插绿、拆违建绿、拆墙透绿和屋顶、墙体、

桥体立体绿化等方式，增加城区绿量，提高树冠覆盖率。 

 

专栏 1：城区生态空间建设重点 

公园绿地建设。积极发展以林木为主的城市公园、市民

广场、街头绿地，提供日常休闲游憩场所。城区居民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 14 平方米，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达 80%以上。 

    社区绿化建设。加强城市居住区、机关单位、学校、军

营绿化建设，鼓励开展森林小区、森林单位、森林学校、森

林军营的创建活动。 

    林荫道路建设。采用高大、长寿命乡土树种，进行街道

林荫化建设，使城区街道树冠覆盖率达 30%。 

    绿荫停车场建设。采用高大落叶乡土树种，绿化露天停

车场，使其预期树冠覆盖率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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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环城森林 

保护和发展城市周边的森林和湿地资源，建设以生态防

护为主，具有休闲游憩功能的城周森林，利用城近郊道路、

河流，建设景观防护林，构建环城森林屏障。 

 

专栏 2：环城森林建设重点 

环城片林建设。依托城市周边自然山水格局，利用现在

森林、湿地资源及城市周边的荒山荒地、矿区毁弃地、不宜

耕种地等闲置土地，建设成片森林、湿地。每个城市城近郊

区建设 20 公顷以上的森林、湿地 5 处以上。 

    生态防护林带建设。在城市周边公路、铁路、河流、水

渠等地段，建设以游憩景观与防护隔离为主要功能的林带，

与城周生态游憩林相连接，形成一定宽度的环城森林。 

3、开展村镇绿化美化 

开展村镇绿化美化，提升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等“四

旁”绿化和农田防护林水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打造乡

风浓郁的山水田园。 

 

专栏 3：村镇绿化美化建设重点 

“四旁”绿化。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利用乡土树种、

景观树种、经济树种、珍贵树种和花灌木，在村旁、宅旁、

路旁、水旁等空间开展造林绿化美化。 

    庭院绿化美化。选择能满足乡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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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地方文化特色与观赏功能的庭院植物，绿化美化庭院。 

    农田防护林网。对适宜建设农田林网的平原村镇开展农

田林网建设，达到《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农田林网建

设标准。 

（二）完善生态网络 

1、保护现有森林资源 

以优化城市、城市群发展格局为目标，在城市、城市群

发展中优先保护好现有成片的地带性森林资源，保护好区域

性湖泊、河流等湿地资源，形成大块自然森林湿地为主的结

构，传承自然的山水生态格局，维护好城市自然脉络。 

2、建设城市间成片森林、湿地 

城市之间的森林、湿地等生态空间，是城市重要的生态

屏障，可以有效地避免城市无序扩张。要充分利用城市之间

分布的自然森林、湿地，扩大现有生态空间，加强区域性水

源涵养区、缓冲隔离区、污染防控区成片森林和湿地建设，

形成城市间生态涵养空间，防止多个城市连片发展，优化城

市群发展格局，消解城市热岛效应等问题。 

 

专栏 4：城市间成片森林、湿地建设重点 

退污还林还湿。针对受严重污染，已经不适宜粮食、水

果等食品类农产品生产的土地，以生态修复和利用为目标，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启动实施退污还林还湿工程，在保护土地

生产性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建设生态防护林、风景游憩林、

苗圃花卉基地等措施，形成污染土地生态修复与生态空间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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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双赢的局面。 

    区域水源补给区森林建设。在城市重要地下水源补给区

和地表水源汇聚区，规划建设以自然林为主的大面积森林湿

地，扩大地表水蓄存和地下水补给的自然生态空间，增加水

源涵养与地下水净化补给空间，提高雨洪资源和中水循环利

用能力，使城市重要水源地森林覆盖率达 70％以上。 

3、建设区域生态廊道 

依托自然山脉、骨干河流水系，通过保护、恢复拓宽、

补缺造林等措施，建设足够宽度和群落结构自然的贯通性区

域生态廊道，把孤岛状的山地森林、平原片林、湖泊湿地、

河流网络连接起来，促进空气交流、水系连通、生物迁徙路

径通畅，实现区域主要森林、湿地之间相互连接。 

4、建设道路、水系林带 

加强区域性道路、河流沿线造林绿化，注重公路、铁路

等道路绿化与周边自然、人文景观相协调，建设“车行绿中、

人在画中”的道路景观，适宜绿化的道路林木绿化率达 80％

以上。注重江、河、湖、库等水体沿岸生态保护和修复，打

造“水清、岸绿、景美”的滨水景观，水体岸线自然化率达 80%

以上，适宜绿化的水岸林木绿化率达 80％以上。 

（三）提升森林质量 

1、培育近自然森林 

在城市森林培育过程中，根据森林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

景观需求，以种植乡土乔木树种为主，合理调控林分密度、

乔灌草比例、绿色彩色树种比例，培育近自然城市森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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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周边生态风景林，针对现有林分的状况开展林相改造，

调节林分树种组成结构，形成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的稳

定森林景观。 

2、提升乡村景观林 

以原生地带性景观的恢复为目标，对现有村镇公园和村

镇成片森林实施林分改造，补植原生树种，建设景观优美、

乡风浓郁的乡村森林景观。注重保护大树古树、风景林，传

承乡村自然生态景观风貌。 

3、增加生物多样性 

以保护与恢复本地区重要动植物栖息地为目标，加强自

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建设，为本地动植物栖息提供足够

的安全空间。保护和选用留鸟引鸟、食源蜜源植物，每个城

市在城区和近郊区打造多处 5 公顷以上城市片林。 

4、提高森林树木养护水平 

在城市森林树木栽植、养护过程中，减少截干、修剪等

过多的人为干扰，培育自然健康的城市森林树木；注重城市

森林绿地土壤的有机覆盖和功能恢复。 

（四）传播生态文化 

1、增加生态文化场所 

依托森林公园、郊野公园、植物园、湿地公园和自然保

护区等自然游憩地，因地制宜地建设能够展现地方生态文化

特色、功能实用、适合开展生态文化宣教活动的各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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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生态文化场所建设重点 

特色场馆。建设森林博物馆、湿地科普馆、森林学校、

生态文化主题馆等生态普教育场馆。 

户外自然体验场所。在城区及城市近郊地区自然游憩

地，如综合公园、植物园、湿地公园、城市绿道、郊野公园

等，开辟建设以科普教育、自然体验为主题的园区或步道，

并配备多样化的自然体验设施或场地，如森林浴场、观鸟屋、

芳香植物园等，鼓励公众走进自然、感受自然。 

生态标识设施。大力加强各类自然公园科普解说设施建

设，园区内广泛使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解说设施，

如标志标牌、宣传栏、互动科普游戏设施等，使公众感受到

浓厚的生态文化宣教氛围。 

2、推动全民自然教育 

大力推动全民自然教育工作，丰富森林城市生态文化内

涵，特别是为城市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的户外学习条件，吸引

更多的教师、学生亲近自然，了解自然和认识自然，促进城

市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帮助树立

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专栏 6：全民自然教育建设重点 

精品课程与活动方案。结合自然资源特色，以植物、动

物、土壤、水等多种自然元素为学习对象，通过自然观察、

手工制作、科学探究、游戏体验等手段，制定一系列能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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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同学习者需求和特点的精品课程与活动方案。 

    人才服务体系。自然教育基地广泛招募、培训社会志愿

者，为志愿者提供自然教育服务平台，促进基地自然教育长

期有序开展；从事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的人员与大、中、小、

幼各类教育机构开展长期合作，以讲座、课堂教学、户外学

习等形式宣传生态文化，普及自然科普知识。 

3、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健全义务植树、古树名木保护、生态节庆、环境教育等

各类生态文化活动体系，创新生态文化传播推广形式，加强

城市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

环境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培养公众环境素养、提高公民环

境保护意识。 

 

专栏 7：宣传推广活动建设重点 

公众参与平台。不断拓展生态文化传播形式和公众参与

渠道，开展各种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或通过以资代劳、购

买碳汇等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倡导和组织社会各界参与植树

造林、森林保育活动。 

    宣传推广平台。利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媒体形式

进行科普知识宣传，以国际、国内环境与自然保护相关节日、

纪念日、主题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各类生态文化宣传教育活

动，传播生态文化理念。 

    特色生态文化传承。通过持续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市树

市花评选等富有各森林城市特色的生态文化活动，传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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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和精神认同感。 

（五）强化生态服务 

1、拓展生态游憩空间 

合理布局各类生态游憩地，健全立足市域、县区、乡镇、

社区的多级游憩空间体系，发展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郊野

公园、生态观光园、社区公园等各类游憩空间，提升城市森

林服务半径，为城乡居民提供均衡的生态游憩场所。 

 

专栏 8：生态游憩空间建设重点 

城区生态游憩空间。在城市建成区、城市近郊地区积极

建设城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森林植物园等生态游憩空间，

充分发挥生态游憩与生态文化功能，丰富自然体验、自然教

育等项目，通过绿色建筑、节水灌溉等可持续管理或建设手

段，发挥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绿地等绿色基础设施的

生态服务功能，实现 500 米服务范围覆盖度达到 90%。 

    郊区生态游憩空间。城市郊区建设或提升 20 公顷以上

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等大中型生态游憩空间，

发展康养、乡村游等特色项目，满足城市居民出行 10 公里

可达的目标，提倡对植物景观的近自然化构建和管理。 

    村镇生态游憩空间。结合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加强村

镇休闲游憩场所建设。 

2、完善休闲绿道网络 

建设遍及城乡的绿道网络，使城乡居民每万人拥有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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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长度 0.5 公里以上，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绿色出行的空

间，满足居民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的生活需求。 

 

专栏 9：休闲绿道建设重点 

城区绿道。在城区内选择适宜线路建设社区绿道、市域

绿道网络，串联市区公园、广场、景区、美丽乡村、滨水空

间等人文与自然风光区域，合理设置驿站，配置游客服务中

心、自行车租赁点、餐饮点、观景点、科普解说设施、厕所

等，满足供市民休闲、游憩、健身、出行。 

    区域性绿道。在城市间构建区域性绿道，实现居民“绿

色出行+远行”，拓展居民游憩绿道长度，有机串联自然和历

史文化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历史古迹等重要节点，加

强区域间生态资源共享，构建区域间互联互通的绿道网，加

强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无缝衔接。 

3、发展惠民生态产业 

积极发展以森林为依托的旅游、休闲、康养、种植、养

殖等生态产业，拓展生态服务模式，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充

分发挥森林休闲观光度假功能，打造一批森林康养、森林运

动、森林风情小镇等精品森林生态旅游基地；积极发展森林

旅游活动项目，建设露营基地、房车基地、婚纱摄影基地、

森林采摘园等新型体验基地；发展经济林果、林下经济等生

态产业，促进林农增收致富。 

（六）保护资源安全 

1、加强森林火灾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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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城市森林防火监测网络和应急指挥系统，加强扑火

队伍和装备、物资储备设施建设，重点在大型城市生态片林、

生态风景林、森林公园等资源分布集中、人为活动频繁的森

林地带，实现火源实时摄像监测、火源定位、火灾现场适时

传输，监测覆盖率达到 100%，无线通讯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 

2、加强有害生物防治 

加强城市森林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御灾、防治减灾

三大体系建设。建立森林有害生物鉴定和诊断系统，组建森

林有害生物防治专业队，开发和推广无公害防治技术；加强

引进绿化植物及其对生物多样性潜在影响的评估，实现城市

森林有害生物的持续防控和森林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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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强化对森林城市建设的统一组

织、统一规划、统一协调和统一管理，加强对森林城市建设

的人力、物力、资金支持。推进城市间、部门间协调合作，

提升森林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协同性。各级党委、政府要将

森林城市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领导干部目

标责任制考核内容。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

（2018—2025 年）》，研究制定本地区森林城市建设具体工作

措施，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二、加大支持力度 

将森林城市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大城乡造林

绿化土地供应，城市腾退土地优先用于森林城市建设。积极

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大对森林城市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科

技支撑水平，加强城市森林结构与功能提升等关键技术的研

发，注重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建设城市林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分地区设立森林城市研究中心。加强城市森林学科专业

建设，全面提升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和服务森林城市发展能力。 

三、提升建设能力 

完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形成森林城市建设分级指标

体系和制度体系。加强森林城市信息化建设，建立森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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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运用云技术、大数据全面掌握森林城市建设推进

情况。完善森林城市发展监测评估体系，加强监测体系建设

和技术规程制定，实现监测与评估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加强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尤其基层人员的业务培训，建立稳定的

专业人才队伍。 

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开展森林城市建设国际交流合作，举办国际森林城

市研讨会、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交流会等，促进森林城市

建设新理念、新模式和新实践的对话与合作，分享各国建设

森林城市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设立国际合作项目专题，

组建中外合作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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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国家森林城市汇总表 

省份 城市（区）数量 数量 城市 

北京市 16 — — 

天津市 15 — — 

河北省 11 3 张家口市、石家庄市、承德市 

山西省 11 2 长治市、晋城市 

内蒙古自治区 12 5 
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

赤峰市、鄂尔多斯市 

辽宁省 14 7 
沈阳市、本溪市、大连市、鞍山市、

抚顺市、营口市、葫芦岛市 

吉林省 9 3 珲春市、长春市、通化市 

黑龙江省 13 1 双鸭山市 

上海市 15 — — 

江苏省 13 6 
无锡市、扬州市、徐州市、南京市、

镇江市、常州市 

浙江省 11 12 

临安市、杭州市、宁波市、龙泉市、

丽水市、衢州市、湖州市、温州市、

绍兴市、义乌市、金华市、台州市 

安徽省 16 7 
池州市、合肥市、安庆市、黄山市、

宣城市、六安市、铜陵市 

福建省 10 6 
厦门市、漳州市、龙岩市、三明市、

福州市、泉州市 

江西省 11 10 

新余市、吉安市、抚州市、宜春市、

南昌市、九江市、鹰潭市、上饶市、

赣州市、景德镇市 

山东省 17 11 

威海市、临沂市、淄博市、枣庄市、

济南市、青岛市、泰安市、烟台市、

潍坊市、日照市、莱芜市 

河南省 17 11 

许昌市、新乡市、漯河市、洛阳市、

三门峡市、平顶山市、济源市、郑

州市、鹤壁市、焦作市、商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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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城市（区）数量 数量 城市 

湖北省 13 7 
武汉市、宜昌市、襄阳市、随州市、

荆门市、咸宁市、十堰市 

湖南省 14 7 
长沙市、益阳市、郴州市、株洲市、

永州市、常德市、张家界市 

广东省 21 7 
广州市、惠州市、东莞市、珠海市、

肇庆市、佛山市、江门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14 8 
梧州市、南宁市、柳州市、贺州市、

玉林市、来宾市、崇左市、百色市 

海南省 4 — — 

重庆市 26 1 永川区 

四川省 21 10 

成都市、西昌市、泸州市、广元市、

广安市、德阳市、绵阳市、攀枝花

市、宜宾市、巴中市 

贵州省 9 2 贵阳市、遵义市 

云南省 16 4 昆明市、普洱市、临沧市、楚雄市 

西藏自治区 7 — — 

陕西省 10 4 宝鸡市、西安市、延安市、安康市 

青海省 8 1 西宁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 5 1 石嘴山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4 2 阿克苏市、石河子市 

合计 407 1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