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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怎么种树， 不少小伙伴又
犯难了，到哪里可以种树呢？记者12日
从长沙市林业局获悉， 今年长沙市义
务植树活动主要集中在3月、9月进行，
长沙将进一步建立、 完善19个市级义
务植树基地和98个县（乡）级义务植树
基地，计划义务植树1200万株。

针对参加植树的不同群体对象，
共设置了“青年林”、“雷锋林”、“巾帼
林”、“廉政林”、“两型林”、“自强林”、
“兴业林”、“幸福林”、“党建林”、“车友
林”10个载体，借由不同树种传递不同
寓意。

小知识

植树节·活动

本报3月12日讯 3月12日
至18日，是我省第20个“城市绿
化周”。今天，省住建厅、长沙市
城管局、雨花区园林绿化中心联
合举行“第20个城市绿化周义务
植树活动”。

长沙城管系统在城区远大
一路、芙蓉南路、咸嘉湖景区、冯
蔡路、环保西路等12个点开展集
中义务植树、树木认养、志愿服
务、绿化宣传等活动，据统计，当
天， 全市共栽植乔、 灌木约1万
株。

目前， 我省已有常德市、衡
阳市、岳阳市、资兴市、攸县、桂
阳县等16城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县城），已有张家界市、怀化市
及澧县、新田县、岳阳县、湘潭县
等40城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县
城），园林城市（县城）占到全省

县以上城市总数的56%。至去年
末，全省县以上城镇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
盖率分别达到 12.1平方 米 、
36.8%、41.66%，全面完成“十三
五”规划目标。

省住建厅介绍,“十四五”期
间我省将持续推进园林城市（县
城）创建，力争建成一批地域景
观特色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园林城市。同时，重点推
进“公园绿地5至15分钟服务圈”
和城市绿道建设工程，结合城市
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等，在中心
城区、老城区和历史城区等增设
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口袋公园
等“小微绿地”，努力把公园建在
市民家门口。 ■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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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2日讯 今天是植
树节，连日阴雨的长沙终于迎来
了晴天。当天，2021年植树节“麓
山树·树长沙” 认养认植护绿活
动暨“麓山红”文化旅游年系列活
动在橘子洲景区启动（扫报眉二
维码看现场视频）。即日起，市民
可选择在橘子洲景区有偿认养一
棵橘树、 在桃花岭景区认养一棵
桃树， 或是在麓山景区认养一棵
国家三级古树，活动持续全年。

3月12日这天， 不少在橘子
洲景区认养了橘树的市民，也特
地选在植树节当天来到景区亲
手挂上橘树认领牌，市民黄女士
就替自己4岁的儿子吴岩燊认养

了一棵橘树。黄女士说，“今天特
地挑选了一棵比较小的橘树，打
算每隔一段时间就带孩子来看
看这棵树，让孩子和小橘树共同
成长，培养他爱护树木保护大自
然的意识。” 据橘子洲景区绿化
工作人员介绍，自3月4日发布活
动以来，截至3月12日，已有39位
市民认养景区的橘树。

凡有意认养的单位或个人
可向景区管理处提出认养申请。
麓 山 景 区 园 林 绿 化 科 电 话
0731-88606519。橘子洲景区认
养咨询电话 0731—85113119。
咸 嘉 湖 景 区 认 植 报 名 电 话
0731-84117262。 ■记者 周可

为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
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
庄严的目标承诺。“做好碳达
峰、 碳中和工作” 是我国
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

所谓碳达峰，是指在某
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
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
步回落。碳中和，是指企业、
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
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
造林、 节能减排等形式，抵
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
放”。通过植树造林等措施，
将排放的二氧化碳重新吸
收并固定的能力，则被称为
“碳汇”。

“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是，
林业碳汇是真正的负排放技
术，是最重要、最有效、最经
济的碳汇。”省林业局林业碳
汇专家戴成栋介绍，永久性、
额外形、 可核查是碳汇的三
个原则，以此而言，原始林、
天然林这些自然界本来就存
在的森林不能算入碳汇，只

有通过人工栽种和抚育的树
林，并且经过备案验收，才算
碳汇林， 未来可加入碳汇交
易，“所以开展植树活动就很
重要了。”

目前， 我省二氧化碳年
排放量在3亿多吨，而按专家
估算， 全省碳中和水平只有
排放量的一半左右。 戴成栋
告诉记者， 每立方米的森林
蓄积量， 平均每年可吸收
1.83吨二氧化碳。 我省现有
森林有可能成为碳汇林的约
6000万亩，要实现全省碳中
和， 森林蓄积量至少要翻一
番， 从4立方米增长至8立方
米，这意味着，未来我省碳汇
量可达到4.39亿吨。

目前， 欧洲碳汇交易价
格约320元/吨，韩国碳汇交
易价格约137元/吨。 按保
守估计，我国启动碳汇交易
后价格100元/吨， 未来湖
南森林就能获得 439亿元
真金白银。

“按照国家政策，林业碳
汇收入绝大部分返还林农、
林场。”戴成栋说，林农、林场
将摆脱生态贫困， 林业领域
未来也一定会很热闹。

439亿元真金白银！种树将创额外收入
我省40年累计义务植树47.12亿株 未来林业碳汇收入绝大部分返还林农、林场

今年是我国全民义务植树40周年。 记者3月12日
从省林业局获悉，40年来，湖南累计有9.56亿人次参加
义务植树，植树47.12亿株，助力森林覆盖率从38.92%
增至59.96%，全省森林蓄积量达6.18亿立方米。

1000多株树苗“安家落户”

种树的好处多多，你心动了吗？那
么，你知道如何种树吗？其实，履行义务
植树责任，不一定就要挥锹铲土、挖坑
栽树。在我国，义务植树尽责形式有8类。

造林绿化：直接参加乔木、灌木、
草等植被育苗、栽植劳动；

抚育管护： 直接参加对现有乔木、
灌木、草等植被除草除杂、浇水等劳动；

自然保护：参加保护生物多样性、
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修复退化或者受
损土地自然生态功能的劳动；

认种认养： 直接投工投劳或者捐
资代劳对指定乔木、灌木、草等植被进
行冠名或者非冠名养护；

设施修建：参加修建森林作业道、
森林防火带、森林公园步道、绿地灌溉
（排涝） 渠道， 以及各类绿地游憩、服
务、管理设施；

捐资捐物： 自愿向合法公募组织
捐赠资金用于国土绿化， 或者捐献当
地国土绿化急需物资；

志愿服务： 自愿参加国土绿化公
益宣传活动等志愿服务；

其他与国土绿化相关的劳动或者
贡献。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3月12日，由省直机关工委、
省林业局主办的省直机关
“播种绿色希望·共建生态
家园”义务植树青年志愿服
务活动，在省林业科技示范
园举行。

来自省直8个单位的近
300名团员青年， 纷纷拿起
锄头或铁锹，大家互相配合，
你来扶树苗， 我来铲土，培
土、踩实、浇水，动作娴熟，行
动利索， 劲头十足， 一气呵

成。 不到一会儿功夫，1000
多株钩栗、红锥、闽楠等树苗
便在园内“安家落户”。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义
务植树现场，在附近一处山
坡上，周边大树环绕。除了
少许大苗外，现场种植更多
的还是一些小苗。工作人员
介绍， 大树下补植小树苗，
可以有效提升 森 林蓄 积
量，大家种好之后，这些树
苗将由省林业科技示范园
专人管护。

40年，全省栽下47.12亿株苗木

除了现场植树外， 我省
还以“互联网+义务植树”、认
植认养等不同形式开展了义
务植树活动， 公众网络履行
义务积极性高涨，捐资尽责、
线上认种认养的“互联网+义
务植树”模式正成为新潮流。
据统计， 全省有3532万人参
加了义务植树活动， 完成义
务植树1.25亿余株。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40
周年。 来自省林业局的数据
显示，40年来，我省9.56亿人
次参与其中，共植树47.12亿
株， 湖南的森林覆盖率由
38.92%增至59.96%，森林蓄
积量从1.89亿立方米增至
6.18亿立方米，15条省级生
态廊道稳步推进， 长株潭绿
心生态持续修复。

林业碳汇将创造439亿元额外收入

不一定要种
义务植树有8种形式

“让孩子和小橘树共同成长”
想在橘洲麓山桃花岭“养”树，全年都有机会

植树节·数据

湖南16城跻身国家园林城市（县城）
今后将重点推进“公园绿地5至15分钟服务圈”

■记者 李成辉

服务

长沙公布117个义务植树基地

数据

专家

3月 12日，
长沙市雨花区沙
湾公园植树点，
长沙城管系统工
作人员正在植
树。
记者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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