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新安县 2020年国土绿化建设任务一览表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备注
小计 国储林

主要廊道绿化
村庄绿化

美化
特色经济林

(产业结构

调整)

矿区

植被

恢复

其他

廊道名称
面积

（含折合）

市级

任务

县级

任务

县合计 58500 16500 2500 38 42 20000 1500 1500

石井镇 3238.6 1938.6 5 3 1100 200

北冶镇 6543.3 4743.3 3 2 1500 300

石寺镇 4551.1 2551.1 4 3 1000 1000

青要山镇 1711.7 211.7 4 4 1500

仓头镇 3180.5 180.5 3 4 3000

正村镇 2811.3 2811.3 3 4 1500

铁门镇 4119.3 2749.3 连霍高速、陇海铁路、铁磁路 870 4 4 2500

城关镇 1841.9 581.9 连霍高速、陇海铁路 360 3 6 900

磁涧镇 3021 451 陇海铁路 70 3 4 2500

五头镇 2200 连霍高速 200 3 4 2000

南李村镇 2981.3 281.3 铁磁路 200 3 4 2500

县林业局 20000 20000（飞播造林）

县交通局 800 洛新快速通道 800

县水利局 1500 1500（涧河生态谷）



附件 2

新安县 2020年国土绿化工程建设标准

（试行）

一、“绿廊”工程

廊道绿化中要确定合理的树种结构配置，确保混交林比例不

低于 70%，乡土树种（含驯化树种）比例不低于 60%，常绿树种

比例不低于 30%，彩叶树、花灌木比例不低于 10%，丰富绿化层

次，实现绿化向彩化、花化、美化升级，打造“一年四季景不同”

的景观长廊。

（一）高铁、铁路：安全保护区外，结合沿线地形地貌，原

则上单侧栽植宽度应达到 100米，以高大乔木树种、常绿树种和

彩叶树种为主，采取近彩、中绿、远乔的配置方式。

（二）高速公路：安全防护网以外，结合沿线地形地貌，原

则上单侧栽植宽度应达到 100米，以高大乔木、常绿、彩叶、花

灌木树种为主，采取由近及远依次为花灌、彩叶、常绿、乔木分

行排列方式栽植，或花灌、彩叶、常绿组团和乔木分行排列栽植。

（三）快速通道：六组团县区快速通道绿化要进行专业设计，

强调主体景观绿化效果，洛新、洛吉等新建快速通道要做好微地

形处理，配套灌溉设施，增加“乐道”建设内容及配套便民设施。

（四）国道、省道、县乡道：贯彻“五级路成网、绿廊连城



乡”的绿化理念，根据道路沿线实际情况合理控制绿化宽度，原

则上国道、省道单侧绿化宽度应达到 50米，县乡道单侧宽度达

到 30米，以乔木、常绿、花灌木树种为主，近灌、中彩、远乔

分行栽植，两侧路肩栽植常绿树种，并播撒乡土花草种子，形成

具有乡土气息的花草彩带。

（五）主要河流两岸：黄河干流两侧在符合湿地保护政策的

前提下，在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外，因地制宜，原则上单侧栽植宽

度 500米的高大乔木或经济林。

伊河、洛河、瀍河、涧河、北汝河等河流堤岸两侧（除城市

区段、山区段），原则上单侧栽植 50米宽的高大乔木或经济林。

二、“绿带”工程

（一）荒山荒坡绿化精品工程

主要廊道、河流沿线及县城周边可视范围内荒山荒坡绿化精

品工程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明确的业主单位，集中连片绿化面积在 100亩以上；

2．工程位置分布在主要廊道（高速公路、快速通道、国道、

高铁、铁路）、主要河流（黄河、洛河、伊河、瀍河、涧河、汝

河，不含其支流）沿线可视范围之内，市区或县城附近；

3．工程区内以栽植常绿树、针叶树或彩叶树为主，树种不

少于 3个，常绿树、针叶树和彩叶树比例要达到 30%以上，营造

混交生态林。立地条件较好的坡耕地可发展经济林，地埂必须栽

植常绿树镶边。



4．必须采取植苗造林；

5．树木成活率达到 90%以上；

6．工程区内具备一条生产道路（土路、水泥路、砂石路均

可）；

7．工程区具备一定的水利灌溉条件（机井或蓄水池或工程

区附近有天然水源均可）。

（二）退耕造林工程

1．工程集中连片绿化面积在 5亩以上；

2．工程位置分布在主要廊道（高速公路、快速通道、国道、

高铁、铁路）、主要河流（黄河、洛河、伊河、瀍河、涧河、汝

河，不含其支流）沿线可视范围之内，市区或县城附近；

3．立地条件较差的地块以栽植常绿树、针叶树或彩叶树为

主，营造混交生态林，常绿树、针叶树和彩叶树比例要达到 30%

以上；立地条件较好的地块以发展经济林为主，地埂栽植常绿树

镶边；

4．必须采取植苗造林；

5．树木成活率达到 85%以上。

三、“绿村”工程

以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绿化为重点，开展村庄绿化，建

设生态宜居家园，基本实现“村内有绿地、院内有花果、路渠有

绿荫、四旁有树木”的村庄绿化格局。

（一）山区型村庄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40％，丘陵型村庄绿化



覆盖率不低于 35％,平原型村庄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30％；

（二）入村道路、村域内主要道路、河、渠、堤的每侧栽植

1-2行乔木树种或乔木树种与花灌木相搭配，绿化率达 100%。道

路两侧有高压线等设施的选择小乔木或花灌木；

（三）村内的空闲隙地、废弃宅基地、房前屋后等适宜植树

地段，应见缝插绿，应绿尽绿；

（四）具备条件的村庄，应结合文化广场、群众娱乐、休憩

健身活动建设中心绿地和小游园；

（五）鼓励群众实施庭院绿化美化。村庄内 80%以上的农户

和单位的庭院及房前屋后适宜绿化的地方，根据当地居民生活习

俗全部栽植上适宜的乔、灌、花、藤本等植物；

（六）具备条件的村庄，要营建围村林，发展经济林或苗木

花卉；

（七）绿化以乔木为主体，以落叶、常绿树种和花灌木相结

合，注重乔、灌、花的合理搭配，形成多层次、错落有序的绿色

空间。提倡使用乡土树种、观花树种、彩叶树种、长寿树种。每

个村庄要主栽一种果树和一种花灌木；

（八）在入村道路两侧、村内主要道路、河、渠、堤的两侧、

村内的空闲隙地、废弃宅基地、房前屋后新栽植的胸径 5公分以

上的落叶乔木树种，胸径 5公分以上或苗高 2米以上的常绿树种，

地径 3 公分以上的观花小乔木树种和冠幅 80 公分以上的球状树

种，及 2年生以上的经济林总计应达到 2000株以上；



（九）做好村庄内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古树名木全部挂牌，

有专人管护；

（十）村容村貌整洁、有序；

（十一）制定有树木管护制度、管护措施，明确有管护人员。

四、“绿播”工程

（一）科学选择适宜飞播区域，合理规划飞播线路；

（二）选用自然更新能力强、发芽快、易成活、抗逆性强的

乡土树种的良种；

（三）应搭配常绿、彩叶树种，增加针叶树种比例，营造混

交林、景观林。

五、农田林网建设工程

（一）农田林网建设应栽植杨树、桐树或楸树等高大乔木；

（二）因地制宜，合理控制网格面积；

（三）苗木地径应达到 2.5公分以上；

（四）新栽树木成活率达到 85%以上。



附件 3

廊道绿化树种选择及特性一览表

序号 树种名称 生活型 相近树种 观赏特性
生态习性

适宜
林层

备注

耐水湿 耐干旱 抗大气污染

1 意杨 落叶阔叶乔木 欧美杨 树形 ▲ ▲ T1 主荐

2 银杏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秋色叶 T1 主荐

3 泡桐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花 ▲ T1 主荐

4 雪松 常绿针叶乔木 树形、四季叶 抗 SO2、CL2强，滞尘强 T1 主荐

5 侧柏 常绿针叶乔木 圆柏、扁柏、龙柏 树形、四季叶、果 ▲ 抗 SO2、CL2强，滞尘强 T1/T2

6 白皮松 常绿针叶乔木 油松 树形、四季叶 ▲ T1/T2

7 垂柳 落叶阔叶乔木 馒头柳、金枝柳 树形 ▲ T1 主荐

8 法桐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 抗 SO2、CL2强，滞尘强 T1

9 白蜡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果 ▲ ▲ 抗 SO2、CL2强，滞尘强 T1 主荐

10 楝树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花 △ ▲ 抗 SO2、CL2强，杀虫 T1 主荐

11 白榆 落叶阔叶乔木 榔榆、大果榆 树形 ▲ 抗 HF、烟尘 T1 主荐

12 珊瑚朴 落叶阔叶乔木 小叶朴、榔榆 树形、秋色叶、果 △ T1 主荐



序号 树种名称 生活型 相近树种 观赏特性
生态习性

适宜
林层

备注

耐水湿 耐干旱 抗大气污染

13 榉树 落叶阔叶乔木 光叶榉 树形、春秋色叶 △ 抗 SO2、CL2强，滞尘强 T1 主荐

14 白玉兰 落叶阔叶乔木 辛夷、黄玉兰、二乔玉兰 花、果、秋色叶 抗 SO2强、HF中 T1/T2

15 杂交马褂木 落叶阔叶乔木 中国马褂木 树形、秋色叶、花 抗 SO2中等 T1 主荐

16 金丝楸 落叶阔叶乔木 豫楸 1号、速生楸 1号 树形、春色叶、花 T1 主荐

17 枫香 落叶阔叶乔木 北美枫香 树形、秋色叶 △ 抗 SO2强、吸收 O3强 T1

18 合欢 落叶阔叶乔木 山合欢 树形、花、秋色叶 △ 抗 SO2中、抗 CL2强 T1

19 皂荚 落叶阔叶乔木 山皂荚、肥皂荚 树形、果、秋色叶 △ 抗 SO2、CL2强 T1

20 槐树 落叶阔叶乔木 刺槐、二度红花槐 花、果、秋色叶 抗 SO2、HF强 T1

21 重阳木 落叶阔叶乔木 乌桕 树形、秋色叶 ▲ 抗 SO2强 T1

22 黄连木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春秋色叶、果 ▲ △ 抗 SO2强 T1 主荐

23 黄山栾 落叶阔叶乔木 北京栾 树形、花、果 △ 抗 SO2、HF强 T1

24 杜仲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 △ T1

25 乌桕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春秋色叶，果 T1

26 七叶树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花、果、秋色叶 T1

27 柿 落叶阔叶乔木 果、秋色叶 ▲ △ 抗 SO2强 T1



序号 树种名称 生活型 相近树种 观赏特性
生态习性

适宜
林层

备注

耐水湿 耐干旱 抗大气污染

28 椿树 落叶阔叶乔木 香椿 树形、花、秋色叶 抗烟尘、粉尘，抗 CL2 T1 主荐

29 广玉兰 常绿阔叶乔木 树形、花 T1

30 大叶女贞 常绿阔叶乔木 树形、花
抗 SO2中、抗 HF、CL2

强，吸收 O3强
T1/T2 主荐

31 木瓜 落叶阔叶乔木 树形、花、果 T1/T2

32 桂花 常绿阔叶小乔木 丹桂、金桂、银桂 树形、花 抗 SO2强、CL2较强 T1/T2 主荐

33 桃 落叶阔叶小乔木 碧桃、梨、李、樱桃 果、花 抗 SO2、HF、CL2强， T1/T2 主荐

34 枇杷 常绿阔叶小乔木 树形、果 T1/T2

35 樱花 落叶阔叶小乔木 花、叶 T2 主荐

36 五角枫 落叶阔叶小乔木 鸡爪槭、红枫、三角枫、元宝枫 树形、春夏秋色叶 T1/T2 主荐

37 红叶李
落叶阔叶小乔

木、灌木
色叶 T2

38 石楠 常绿阔叶乔木 桃叶石楠、倒卵叶石楠 树形、春色叶、花、果 △ 抗 SO2、HF强 T1/T2 主荐

注：“▲”为抗性强，“△”为抗性较强；“T1”为主林层，“T2”为次林层，“S”为花灌木层或者

灌木层。



附件 4

新安县村庄绿化美化工程树种选择

一、常绿树种

雪松、白皮松、油松、大叶女贞、广玉兰、桂花、石楠

等。

二、用材树种

杨树、楸树、泡桐、水曲柳、刺槐等。

三、经济林树种

柿树、核桃、苹果、梨树、杏树、桃树、葡萄、石榴、

无花果、猕猴桃、樱桃、海棠、板栗、枣树、山楂、山茱萸、

花椒等。

四、长寿树种

银杏、核桃、皂荚、国槐、黄连木、楸树、栾树、柿树、

榆树、五角枫、臭椿、七叶树、油桐、苦楝等。

五、彩叶树种

五角枫、红枫、元宝枫、复叶槭等槭类，红叶李、金叶

榆等。

六、花灌木树种

玉兰、樱花、榆叶梅、木槿、夹竹桃、碧桃、桂花、石

楠等。

七、地被植物



格桑花、波斯菊、鸢尾、紫叶醡浆草、麦冬等。

八、其它树种

竹子、柳树、白蜡、梧桐、合欢、杜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