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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铸就东北“马蹄形的富饶” 

——三北防护林东北段调研报告 

 

东北平原东、北、南三面分别由长白山脉、小兴安

岭和大兴安岭环绕，呈现马蹄形。多年前，内蒙古、黑

龙江、吉林和辽宁等省（区）受到沙漠东进的威胁，生

态环境面临考验，也阻碍了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三

北防护林东北段正是沿着“马蹄”的左侧蔓延开来，为

东北平原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生态屏障。40

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绿色长城日益牢固，沙

漠蔓延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新华社经济

分析师近期对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三省（区）进行了

调研，探寻绿色长城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三北防护林

建设面临的困境及未来的发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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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铸就东北“马蹄形的富饶” 

——三北防护林东北段调研报告 

广阔的东北平原东、北、南三面分别由长白山脉、小兴

安岭和大兴安岭环绕，呈现马蹄形，在这马蹄形的内部，是

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的商品粮基地。新中国成立后

不久，东北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农产品产量、工业增加值等多项指标位居

全国前列，形成了独有的“马蹄形的富饶”。 

多年前，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省（区）受到

沙漠东进的威胁，生态环境面临考验，也阻碍了当地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三北防护林东北段正是沿着“马蹄”的左侧蔓

延开来，为东北平原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生态屏

障。40 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绿色长城日益牢固，

沙漠蔓延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是否有改观？东北西部地区脆弱

的生态环境是否得到改善？当地居民是否从三北防护林建

设当中受益？地方政府如何支持三北防护林建设？在东北

地区，三北防护林建设还有哪些困难？未来的防护林建设还

需要哪些支撑？新华社经济分析师对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

三省（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寻找绿色长城下的“金山银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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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北防护林东北段实施概况 

经过 40 年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吉林、黑龙江、内蒙

古三省（区）三北防护林建设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森林

覆盖率有效提升，对保护大兴安岭林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在我国北疆筑起了一道抵御风沙、保持水土、护农促牧

的绿色长城，为生态文明树立了成功典范。 

（一）瀚海变绿洲  阶段性成效显著 

吉林省白城市地处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区）接

合部，松嫩平原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部，素有“八百里瀚海”

之称，新中国成立前全市森林覆盖率仅为 1.9%。经过 40 年

的不懈努力，全市累计造林 64.6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 1978

年的 5.1%提高到目前的 12%。目前，白城市初步形成了带、

片、网，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框架，荒漠化土地

面积由过去的 106.5 万公顷减少到目前的 69.5 万公顷，有

效地阻止了风沙大面积向吉林省中东部地区推进，为白城乃

至吉林中部建立了绿色生态防护屏障。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处于科尔沁沙地万里风沙线东

端，属于嫩江沙地，是多林省份的贫林地区，1977 年全区森

林覆盖率仅为 4.6%。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齐齐哈尔市

近 40 年间共完成三北工程造林 1086.09 万亩，工程投资

13.88 亿元，森林覆盖率提高至现在的 10.4%，沙化扩展趋

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观，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显

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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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旗地处大兴安岭西麓，属于大兴安

岭山地向呼伦贝尔高平原过渡地段。三北防护林工程包括人

工造林、封山（沙）育林项目，经过五期建设，累计完成三

北防护林工程任务 203.6 万亩，完成投资 9276.93 万元，特

别是累计封育樟子松 168 万亩，建成国家“三北”地区最重

要的樟子松种源基地，封育成林超 42 万亩，提高全旗森林

覆盖率 1.5个百分点。40年来，全旗累计治理流动（半固定、

固定）沙地、退化荒地 35.6 万亩，目前境内大面积沙地、

退化地全部得到有效控制，实现草原生态环境向良性好转。 

扎兰屯市处于大兴安岭东麓与松嫩平原过渡地带，从

2002年开始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共累计完成三北防护林工

程 25.55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14.35 万亩，封山育林 11.2

万亩，累计完成中央预算内投资 4778 万元。通过实施三北

防护林工程，25.55 万亩荒山、荒地得到绿化，主要城镇周

边、公路两侧、村屯等生态重要区域得到了有效治理。目前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70.04%，草原植被覆盖度达到 76%，水

土流失严重区域得到有效治理，成为内蒙古林业生态建设先

进市，被列为国家大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重点功能

区。 

（二）创新技术措施  探索多种治沙模式 

在开展防护林建设过程中，林业技术人员创新技术手

段，注重选育优良树种，探索出多种造林治沙模式，提高了

防护林建设的科技含量，保证了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实现

了事半功倍的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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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优良品种。白城市培育出系列白城杨，品质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在三北地区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改变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种植乡土树种形成大面积“小老树”的局

面；近年来实施“杨改松”计划，已营造樟子松 0.33 万公

顷，在国有林场培育万亩樟子松嫁接红松果林示范基地；针

对当地风沙干旱碱实际，坚持抗旱坐水造林措施，实行精细

管理，倡导专业化造林，确保全面提高造林成效。 

提高防护林工程建设科技含量。鄂温克旗先后与中国林

科院、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林科院、内蒙古农业大学、呼

伦贝尔市林研所等共同研究沙地治理技术和模式，先后发表

“呼伦贝尔沙地治理布局及治理模式探讨”“鄂温克旗沙

化草原植被及风蚀量监测研究”等研究成果。具体来说，林

业技术人员摸索出退化草牧场“两行一带”造林、降位抗旱

造林、回收牛羊粪物理填埋沙坑、创新治沙直播机、网围栏

刷漆标记防偷办法等技术措施。其中，“两行一带”造林方

式是指造林行距为 3 米，株距为 2 米，每造两行林木，空隔

8 米草带。这样既符合造林技术规程要求，又为牧民预留了

草场，能满足牧民放牧的需求，得到了广大牧民的肯定和支

持。 

打造工程建设精品。齐齐哈尔市在三北防护林建设中，

重点推广应用了多种造林模式，包括“山上栽松戴帽，山坡

造杨种果树”的石质山造林模式、“坡顶集中连片营造防护

林，坡腰植田埂生物带，沟头插柳修谷坊”的小流域综合治

理模式、“田林路渠井综合配套”农田防护林治理模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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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生产基地模式等。 

（三）活化造林机制  调动全社会造林积极性 

用活优惠政策。齐齐哈尔市坚持放宽政策，放手发展非

公有制林业、民营林业，积极鼓励各种社会主体以购买、承

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投资造林，给非公有制林业、民

营林业经营者以平等的社会地位，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界的

造林积极性。 

白城市坚持落实“谁造谁有”“个体承包造林长期不

变，允许继承、转让”和“专业承包造林、合作造林、拍卖

荒山造林”等政策，充分调动全社会造林积极性。上世纪八

十年代个体造林异军突起，目前全市有林业专业户和造林大

户 1.1万户，造林达 4.67万公顷。白城采取国社合作造林、

按股份分成的措施，充分发挥国有林场骨干示范作用，国有

林面积已达 11.7万公顷。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2000年以来，鄂温克旗委、政府将

“生态兴旗”视为长期发展战略，加大对沙区综合治理（含

三北防护林工程）工程的投资力度。2009年，旗政府决定每

年划拨 150 万—200 万元作为沙区综合治理专项资金列入财

政预算，已形成制度化。 

为弥补造林资金不足，白城市采取“国家投一点、地方

财政出一点、部门筹一点、社会募集一点、群众负担一点”

的方法，多渠道、多层次筹集资金，比如开展募集资金活动，

共筹措资金 1亿多元；吉林省林业厅出台优惠政策，给予白

城市超 1.4 亿元贷款，500 万元荒漠化治理资金，林地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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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补助资金 2亿多元。 

落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近年来，多地不断完善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充分尊重和保护了农民对承包林地的使用、收

益、流转及承包等权益，极大地推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建

设。据了解，白城市共有 75 个乡（镇）、884 个村、94 万

人口参加林改，确权林地面积 19.2 万公顷，全市 28 个国有

林场主体改革任务已全面完成。 

二、生态效益初步显现 

经过 40 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不仅有效地防止了自

然灾害的发生，而且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了农业、

牧业、林业的稳定增产和质量效益的不断提升。 

（一）保障农业稳产高产 

据黑龙江省第五次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齐齐哈尔市

沙化土地面积已由 2001年的 750万亩减到目前的 223.78万

亩，沙化扩展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据调查，齐齐哈尔市坡耕

地泥土流失量减少 77%，土壤肥力提高 0.51%，土壤流失量

每亩减少 0.63 吨，林网内风速平均降低 38.9%，气温提高

0.8 至 1.9℃，有效降雨次数增加 2 至 3 次，粮食产量提高

15%，基本杜绝了风蚀造成的“风剥地、撸籽粒”的现象。 

通过三北防护林建设，白城市的农业发展状况也在不断

好转。大部分农田得到有效庇护，流动、半流动沙丘得到巩

固，荒漠化土地面积由 106.5 万公顷减少到 69.5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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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的盐碱地得到了有效开发利用，彻底结束了“三刮

四种”的历史，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目前全市粮食年产量超过了 410 万吨，是 1978

年以前的 7倍以上，五个县（市、区）有三个成了国家商品

粮基地县，两个成为全省油料基地县。 

（二）拉动草原经济发展 

鄂温克草原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的地方，但随着畜牧业

经济的发展，连年干旱、地下水位明显下降等诸多因素，导

致草原逐年出现了退化、矮化、沙化现象，草原主要生态系

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近年来，鄂温克旗依托三北防护林工

程，突出治理了对优良草牧场危害严重的沙带、沙地和风蚀

沙坑。沙地治理后有效保护了周边优良草牧场，大大提高了

单位面积产草量，拉动了地方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为牧民带

来了实惠。同时，改善了海拉尔航线下面的草原景观，提升

了生态文明形象，为促进当地旅游发展和推动招商引资工作

发挥了积极作用。 

白城市大安姜家甸草原是吉林省最后一块连片大草

原，由于多种原因曾一度出现严重退化。为加快恢复这一珍

贵草原，几十年来，当地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草场改良、天

然羊草保护、牧草良种等 8大工程项目，建设草原水利设施

覆盖面积 1344公顷，建成羊草草地示范区 1218公顷。近些

年，采草场牧草实现“两高一增”（高度、密度达到历史最

好水平，亩产干草大幅增加），成为国内草场改良生态治理

的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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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改善局地小气候 

通过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集中连片的防护林网和片林

大量形成，起到了调节小气候的作用。在齐齐哈尔市，由于

林带连续对风的阻碍，分解了流动气流结构，消耗了风的动

能，从而降低了风速，缓解了空气及土壤中的水分、热量交

换作用，减少了蒸发量，增加了空气湿度，促进了生物排水

这些气象特征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林网中有利于农作物及树

木生长的小气候。 

据白城市气象部门观测，全市近十年的平均风速比 1978

年前十年下降了 0.55米/秒，蒸发量减少了 4.7%，扬沙日减

少了 40.7%，近 4 年降雨量连续每年都在 400 毫米以上，达

到 40 年来最高水平。空气湿润度显著提升，城市优良天气

指数可达 335天，居吉林省第一。 

三、经济价值不断开发 

三北防护林东北段所处的地区，也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的地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也是我国 14 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之一。三北防护林的建设，为农业、畜牧业、人

们日常生活等方面带来了间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更为

重要的是，随着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和林业产业的不断发展成

熟，当地直接从林业发展当中取得的经济收入也在不断增

加，为居民增收提供了多元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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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林木受青睐 

位于大兴安岭东麓的扎兰屯市，由于大兴安岭对北来冷

锋的阻挡，使得本地雨水相对充足，又不受严寒和大风的影

响，适合种植经济林木。依托当地的自然条件，扎兰屯市现

种植榛子、沙果等经济林木。其中榛子林 50 万亩，每亩可

产榛子 80斤，按照目前市价 10-15 元/斤来计算，每年榛子

林的产值就有 4 亿元；沙果林 20 万亩，当地的沙果受山地

气候和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具有甜度高、富硒等特点。 

与扎兰屯市相邻的齐齐哈尔市龙江和泰来两县，形成了

以红松坚果林、山杏等为主导的林业产业。在白城市，通过

发展庭院经济，在农村院内栽植果树，使果树能够有效适应

当地气候，进而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同时有效推进扶贫工

作。据了解，目前白城市通过庭院经济开展的扶贫的土地就

有 18 万亩。 

用材林方面，主要是国营林场和个人负责经营，预期经

济效益相对可观。白城市洮北区林业局副局长付基武算了一

笔账，以杨树林为例，营造杨树林 4 公顷，经营周期 16 年，

按照林木蓄积量为 200立方米/公顷，木材售价 600 元/立方

米计算，年均经济效益可达 3万元。 

（二）林下经济促农增收 

依托林业资源，东北地区西部各城市借鉴东北东部地区

和南方地区的做法，着力开发林下经济。在发展林下经济过

程中，各地注重生态保护，实现生态林业向生态经济型林业

的转变。在扎兰屯市，当地居民已开发出木耳种植、鸡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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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蘑菇种植等多种方式，其中牛肝菌已经出口日本、韩国等

多个国家。 

钟玉平是钟氏生态土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在扎兰屯鸡的养殖过程中，合作社充分利用林下经济模

式，采取“林禽虫草”的立体放养模式：鸡在森林中实行放

养，帮助树木驱虫、施肥、松土，树和草的腐殖质能够改良

土壤，也为鸡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钟玉平估算，利用立体

农业的模式，合作社的树木一年生长的态势相当于本地同类

树木三年的生长态势。 

目前，合作社中心场地已达 500亩，鸡的品种涵盖六大

类十个品种，年放养量为 2.3万只。“扎兰屯鸡”获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在放养方式、方法、流程等方面有

了细致明确的要求，目前市场零售价每只在 80 元左右。配

合养鸡，合作社还种植了百余种中草药，包括桔梗、防风、

益母草等，实现多元化经营，2017 年，合作社收益达 1700

多万元。 

（三）充分利用土地开展林粮间作 

为了弥补树木种植初期没有收益的问题，在树木生长的

前三年，采取林粮间作的模式。白城市通过此种模式，建立

适宜本地生长的优质道地药材基地，培育开发甘草、黄芪、

防风、板蓝根等中草药 1 万亩以上。利用白城市杂粮杂豆的

产地优势，林粮间作也有以小豆、蓖麻等为主要作物的种植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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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带动产业转型发展 

防护林的建设为上游的苗圃产业带来了生机，据了解，

目前齐齐哈尔市的苗圃每年可培育树苗 6000 余万株，本市

使用三分之一，其余苗木可销售到周边地区。扎兰屯市现有

树木种苗生产经营单位 31家，苗木生产经营面积 7397.4 万

亩，在圃苗木 6500 余万株。在成吉思汗国有苗圃里，可培

育樟子松、云杉、白桦等各类苗木 60 育种。 

育苗产业也在促进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白城市在新品

种选育、造林新技术推广应用、森林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共有

28 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级 3项。白城培育出的系列白城杨，

在三北地区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改变了七十年代种植

乡土树种形成的大面积“小老树”的局面。红松原本生长 30

年才能结出松塔，通过樟子松嫁接红松技术六七年就可以结

出松塔，快速实现经济效益。 

四、未来三北防护林发展仍存矛盾 

目前，三北防护林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五期工程建设期

（2011 年-2020 年）末期，在 40 年三北防护林的建设过程

当中，虽然经验得到不断累积，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在不断

增加。调研发现，目前东北段防护林建设从森林覆盖率而

言，已经基本成型；然而从更好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而

言，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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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护林种植还需优化与升级 

防护林正在退化，影响防护效能的发挥。一方面，多数

树种的成熟期在 20-60 年，目前东北地区早期建设的防护

林，许多已经进入了生理过熟阶段，出现了明显的衰败退

化、枯死等情况。加之早期在选苗、栽种等方面的技术不成

熟，也导致树木过早出现病死现象。另一方面，东北西部地

区的气候严寒、大风特点，导致早期栽种的杨树被风吹折断

现象屡见不鲜。 

农田防护方面，对于季节灾害风的防范仍需加强。与西

北—东南季风不同的是，松辽平原西部在春夏时节常受到西

南灾害风的影响，导致林木受损严重，地表侵蚀和土壤养分

流失加剧，进而农作物歉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

目前，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四省（区）正在研究推

动“松辽平原西南季风通道风沙综合治理项目”，项目何时

启动仍待考量。 

此外，在技术上对三北防护林的建设也有更高的要求。

据了解，我国对困难地段退化防护林的修复大多还处在试验

研究阶段，在恶劣自然环境营造长周期高质量的防护林，技

术上还存在很多困难。各地在研究栽植技术等方面，多数依

靠行政力量或个别研究机构的推动，虽然因地制宜，但很难

形成较好的研究体系。 

（二）经济效益总体不高  造林积极性降低 

首先，自然条件限制导致难以获得经济效益。一方面，

受到地理气候等因素的限制。如白城市虽然可以有效利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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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电，但在经济林的开发上则相对困难，发展果木经济时，

花一开就吹落，无法结成果实。白城北部的半山区还受到干

旱等因素的影响，造林的许多树木十多年后也没有明显的增

长，俨然已成“小老树”。此外，东北防护林种植地区直接

受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是世界上最冷的地区之一，很多经

济作物无法在本地生长。 

另一方面，土壤条件的限制更为明显。一是受到风蚀地

表的影响，土壤养分不断减少；二是白城等地区有大量的盐

碱地，不适宜植物生长；三是土地沙化严重，加之地下水位

的下降，树木对水分的需求逐步加大，又受到降水量偏少的

影响，树木存活条件十分恶劣。 

其次，经济林收益不明显，影响种植积极性。相比于气

候条件好的地区，本地成材的经济林面积并不是很大，加上

与粮食作物相比收益周期长、投入大、见效低，15 年生的杨

树收益只有 3000元/亩，平均到每年只有几百元钱。目前各

地开发出的经济收益模式，推广范围不大，加之东北地区西

部多数为贫困地区，当地居民经济生活相对拮据，仍然把基

本生活保障放在首位。 

第三，产业链不完善，经济转型带动作用不强。以沙果

为例，扎兰屯市当地的沙果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然而沙果不

易储存，当地也没有规模加工企业，没有市场和品牌的推

动，实际上仍属于风险较高的种植业。林地养鸡同样遇到有

产品没市场的难处，钟玉平介绍，呼伦贝尔地区没有成熟的

加工企业，始终打不进大城市市场。沙棘果因为植株有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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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摘，加上东北劳动力成本高等因素，各地推进情况不容

乐观。 

第四，国家补贴较少，对造林的刺激作用逐渐降低。目

前国家的补贴是 500 元/亩，一般杨树 2年生的价格为 2元/

棵左右，按照每亩植树 100棵以上计算，基本能够保证植树

费用，而如果是小松树，7 元/棵的价格远超补贴。实际上，

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栽树加上春旱浇水这两项，第一年的

成本就超过了 500 元/亩。据各地估算，目前东北地区西部

造林成本在 1000元/亩左右，如果是乡村环境美化或是沙地

造林，成本会成倍增长。 

第五，部分林场生产方式转变给职工带来生存压力。在

白城市洮北区国有林总场了解到，过去为了维持生计，林场

将林地划为“工资田”供职工从事生产，现在这些“工资

田”要重新造林。作为补偿，在职职工每个月可以享受国家

1280 元的补助，然而这 1280 元还需要缴纳社保等费用，实

发工资只有几百元，企业还需要保证离退休职工的生存。尽

管国营林场在造林技术上十分专业，单纯依靠造林还是很难

维持发展。 

（三）用地等资源矛盾逐步加剧 

一是可造林的面积逐渐减少。经过 40 年的努力，各地

可造林的面积正迅速减少，原来的半山坡、荒山都已经建成

防护林，目前的可造林地多为土壤层薄、立地条件差的地

块，需要投放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造林前整地、造林后抚

育管护工作。此外，一些荒地已经被农民开发为农田，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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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林地，容易引起冲突。 

二是林田、林草之间的用地矛盾。由于农民在原有田地

周围自行开垦田地，在原有的农田部分，增加护田林十分困

难。草原部分，牧民也不愿将牧场大规模改造成林地。此外，

在农业、林业、草原等各部门原来规划时，存在交叉、重叠

的部分，土地确权存在遗留问题。 

三是用水资源的矛盾。白城、齐齐哈尔两市下辖的县市

多为国家商品粮基地，每年春天农田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

当地用水只能基本满足农田灌溉需求，对于春季“十年九

旱”的两地而言，植树造林用水十分稀缺。受到农业生产调

整的影响，旱田改水田也在加剧这一矛盾。地下水的水位不

断下降，加之造林多处于山地和丘陵地区，使用地下水造林

的难度较大。 

（四）生态压力大  政策过严过死 

林木采伐方面，由于一些政策没有放开，使得本来就不

明显的经济收益变得更加困难重重。目前一些树种的采伐年

限是 21 年，个别地方政府由于环保等压力过大，使得农民

无法到期采伐，树木最后因为年限问题变成废材。此外，各

地林地的交易流转配套服务还有待完善。 

五、转变方式发展“新三北” 

（一）加强管护  改变“九龙治水”现象 

生态建设涉及到多个部门统筹，仍存在“九龙治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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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根据国家的相关安排，林业部门和草业部门将在短期

内进行整合，林草矛盾和林牧矛盾将会得到有效的统筹缓

解。未来，林草部门还需要和农业、水利等部门相互配合协

商，一方面解决执行中的配合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在环

境治理当中缺乏系统性的问题。 

针对管理维护难度较大的问题，建议提高林业环保督查

的威力和影响，建立环保整改责任制。一方面充分发挥森林

公安的作用，加强巡查力度，对破坏治沙造林成果的违法现

象严厉查处；另一方面将造林地的管护责任交由辖区政府负

责，按照管护制度兑现奖惩办法。 

（二）加大补贴  保障生态效益的可持续 

三北防护林是生态工程，在投入上不能够单算经济账。

对于新造林和阶段性的重新造林，建议加大投入标准。多年

以来，国家对造林的补贴不断增加，但还不能够满足目前的

造林和抚育管护成本。建议通过提高补贴，进一步提高地方

造林积极性，从而保证造林质量，实现生态效益。 

优惠政策的支持方面，建议国土、财政等部门出台相关

优惠政策，创新林业产权模式、投融资机制、补偿机制，引

导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在科研方

面，也要以政策、资金等形式鼓励在优良树（草）品种、经

济林丰产栽培技术、退化林修复等方面提高各单位和个人的

积极性。 

（三）集中优化  建设风沙综合治理项目 

目前三北防护林东北段的整体建设已经基本成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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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防风治沙、村屯美化等方面集中力量进行优化。三北防

护林建设应改变过去“分任务”的现象，不只盯着森林覆盖

率等指标，而是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避免在

用地方面出现部门与部门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以“松辽平原西南季风通道风沙综合治理项目”为

例，建议应尽早立项、加快启动，集中力量先行开展综合治

理试点示范，统筹各方资金，系统集成现有的各项成熟技术

和治理措施，摸索出一套适宜东北地区西部风沙治理的有效

模式，随后在各省（区）进行推广。 

（四）推进改革  实现林沙等多种经济收益 

经济驱动不强是东北段防护林未来发展的瓶颈所在。各

地已经总结出一些生产经营的经验，但还要在技术上、市场

上持续发力，在防护林经济“增效”上下功夫，发展经济果

林、速生丰产林等经济型特色产业。建议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提高当地农牧民认识。 

各地还需有效利用草原、沙漠等特色自然景观统筹旅游

业的发展，借鉴东北地区东部在林业发展生态旅游方面一些

成熟的经验，发展森林旅游业。此外，在市场方面，各级政

府可出台一些单独的配套鼓励措施，促进林果等产业在当地

的产业链完善，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结合脱贫

攻坚工作，继续寻找有效的林业经济增长模式，有效带动地

方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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