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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林业的

功能在不断拓展、效用在不断延伸、内涵在不断丰富。林业发展面

临新的更高要求。２０１８年３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

入国家根本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必

将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有力保障。

在２０１９年１月召开的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上，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局长张建龙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做好林

业草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推动林业

草原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增强林

业草原发展合力创造了体制优势；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的巨大

需求，为加快林业草原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初心不改的干部职工

队伍，为林业草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新起点新征程，各级

林业草原部门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的重大判断上来，牢牢把握林业草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用

足用好各种有利条件，认真履行新职责新使命，以勇于担当的精神

和锲而不舍的执着，全力完成好２０１９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任务，不

断提升林业草原改革发展水平。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也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林业草原工作，意义特别

重大。各级林业草原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全面深

化林业草原改革，切实加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积极推动建立草原保护修复制度，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

不断增强基础保障能力，全力推动林业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优

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献礼。

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主办这份 《通讯》，将认真学

习、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对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

要求，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行业、服务会员为宗旨，紧密

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和林业建设发展中的理论及实践，给老教授、老

专家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和研究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中

国林业界的老教授、老专家们，是发展中国现代林业不可忽缺的宝

贵财富、人才资源。他们不仅有宝贵的知识和经验，而且都有不同

凡响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这是长期积淀、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珍

贵人文资源。希望老教授、老专家在这个平台上，广开思路，畅所

欲言，建言献策，以企对我国林业建设和生态建设作出贡献。本刊

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本刊在内容和形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实现与时俱进，耳目一新。初步打算：除以 “建言献策”为主外，

还设有： “学术讨论”、 “科技成果” “人生感悟”、 “缅怀前辈”、

“历史回顾”、“林业要闻”、“养生保健”、“信息荟萃”等栏目，为

老同志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服务。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扎实工作，全面提升新

时代林业现代化建设水平，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奋斗！



中国的人工林———肩负生态和生产的双重使命

沈国舫

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人工林的种类最齐

全、最多样化的国家。中国有悠久的植树造林历史，但真正大规模

的人工林培育，仅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现以有限的篇幅

扼要介绍中国人工林培育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人工林培育的成

就、教训和展望。

一、中国人工林培育的历史回顾和现状

要理解中国人工林培育的特色，必须先了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

历史背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且自然景观多样的国家，它跨越了

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等多个纬度带，同时它又具有从海洋

性湿润气候 （年降水量２０００ｍｍ以上）到内陆极干旱气候 （年降水

量５０ｍｍ以下）的全部水分带谱。中国境内多山，山地丘陵占国土

面积三分之二以上。陆地从东南部的海平面一直延伸到西部的青藏

高原，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海拔为８８４８４３ｍ，而最

低处在西北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面，海拔为 －１５４３１ｍ。在这

样的大幅度地势变化中，多条大山大岭夹带着多条大江大河，把中

国大地切割为非常多样的自然景观。如果把中国说成是世界上自然

地理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可能是不为过。这就意味着拥有非常多

样的森林植被类型，从热带雨林到干旱沙漠的梭梭 －沙生植物林，

从海岸红树林到高山雪峰及草甸之下的高山针叶林 （含偃松林及岳

桦林），应有尽有。

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古老文明国家。中华文明不间断

地延续５０００多年。久远的农耕文明及多次的改朝换代，使中国的自

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开发出大量农耕用地及城镇居民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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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始植被大量丧失，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森林、湿地、草原、

荒漠，被严重侵占或退化。从１８世纪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在种种

原因下衰落，以致无法顾及自然环境的修复。这就是为什么原本具

有丰富森林资源的中华大地 （原始森林覆盖率估计在５０％ －６０％之

间）到了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只剩下８６％ （估计值）

的森林覆盖率了 （见表１）。

表１　中国森林丧失的历史简谱

历史年代 在该时代的主要损害 森林覆盖率 （％）

４０００年前

农耕前时期

各植被类型相对平衡，狩猎和采集活

动只引起少量改变
５０～６０

２０００年前

（汉代）

大部分平原森林消失，长城沿线森林

受损
＜５０

１０００年前

（唐宋之间）

山西、陕西、甘肃和四川东部的森林

严重受损
＜４０

３５０年前

（清代初期）

大部分华北森林被破坏，南方森林受

一定损害
２１

６０年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东北森林和西北森林的严重损害

８６

（１２５）

　　资料来源：沈国舫，２００３。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家，有一些林木的栽培也有很长

的历史传统，如桑树、茶树等特用经济树种都有长达数千年的栽培

历史。即使像杉木、杨柳、竹类的种植也有上千年的历史，积累了

大量的栽培利用的经验。可惜，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小农经济形态的

产物，没有很大的经营规模，所以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的人工林数

量仍是很少，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面临的

是森林很少 （仅东北及西南边缘地区还保留了一些原始森林）、荒山

连绵、灾情不断、林产品不足等困难局面。以首都北京市为例，那

时的森林覆盖率只有３％左右，一出城门，西面和北面是大片荒山，

东面和南面又有永定河和潮白河边的两大沙荒地肆虐，景象十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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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也就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的领导人历来重视植树造林工作。毛泽东主席在五十年

代就提出了 “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在当时的

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了 “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的远景

要求。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改革开放年代 （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发动了全国性的义务植树，确立了植树节，还启动了长达

７０年 （现已进行了 ４０年）的三北 （西北、华北、东北西部）防

护林体系建设的宏伟计划，然后又相继启动了长江上游、珠江上

游、太行山、平原绿化及海防林建设等一系列以植树造林为主的生

态建设工作。与此同时，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的行动也轰轰烈烈地

开展了起来。

从新世纪 （２１世纪）到来的前夕开始，新一代国家领导人 （以

江泽民、李鹏、朱基、胡锦涛、温家宝为首）又根据当时的实际

情况发动了 “天然林保护”和 “退耕还林还草”及 “京津周边防沙

治沙计划”等大规模行动，如今已进行到第二个十年执行期，产生

了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效益。从２０１２年开始，习近平主持工作，在延

续原有的有效工作的同时，启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行动，提出

了建设 “美丽中国”的远大目标，又把生态治理和植树造林推向一

个新的高潮。这个延续近７０年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自然面

貌，治理了旧有的创伤，改善了区域的生态状况，其显著效果是有

目共睹的。中国近四十年的森林状况变迁以及人工林面积的增长可

以为此作为一个证明 （见表２）。

另外，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及强度的大幅度缩小，以及荒漠化土

地从扩大到缩减的显著变化，也是中国的生态退化得以扭转为正向

演变的明证，而这两项成绩的取得也都和中国的植树造林密不可分。

中国现在仍保持着每年６６７万ｋｍ２ （１亿亩）的造林规模。中国已成

为世界上人工林最多的国家，但其分布不均，树种结构和生产力水

平都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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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总表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

年代

森林

覆盖率

（％）

森林

面积

（１０６ｈｍ２）

天然林

面积

（１０６ｈｍ２）

人工林

面积

（１０６ｈｍ２）

森林

蓄积

（１０８ｍ３）

天然林

蓄积

（１０８ｍ３）

人工林

蓄积

（１０８ｍ３）

数据来源

１９４９前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１６ 估值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１１８ １１３３６ １１０ 局部清查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 １２７ １２１８６６ １０５ 第１次全国清查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１２０ １１５２８ ９０２８ 第２次全国清查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 １２９８ １２４６５ ９３６４ ３１０１ ９１４１ 第３次全国清查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
１３９２

（１５１２）
１３３７０ １１９７８ ３３７９ １０１３７ 第４次全国清查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１６５５ １５８９４ １１２２７ ４６６７ １１２７０ １１４８０ １０１０ 第５次全国清查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１８２１ １７４９０ １１５７６ ５３２６ １２４５６ １０５９３ １５０５ 第６次全国清查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２０３６ １９５００ １１９６９ ６１６９ １３７２１ １１４０２ １９６１ 第７次全国清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２１６３ ２０８００ １２１８４ ６９３３ １５１３７ １２２９６ ２４８３ 第８次全国清查

　　：依据森林覆盖率新标准计算得出，即森林冠层密度大于０２。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多样性，中国人工林的经

营目标也是多样的，是一个多用途森林并存的典型。中国的人工林

也和全部森林一样可划分为用材林、特用经济林、防护林、生物能

源林和卫生风景林等林种 （见表３）。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角度

看，中国的人工林主要肩负着改善自然生态和增进林产品供给两大

任务，由此也伴生相应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功能。

表３　中国人工林的林种分布表

树种类型
总计

面积 （１０６ｈｍ２） 蓄积 （１０８ｍ３）

总计 ４７０７ ２４８３

用材林 ２７３５ １５５２

防护林 １７９９ ８４０

生物能源林 ０２６ ００４

特用经济林 １４７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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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工林培育与生态保育修复

由于中国大地曾经遭受长时期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干扰，大量

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甚至被破坏。水、旱、风、沙灾害频繁，因此

营造防护林以修复与改善自然及人工生态系统就成为人工植树造林

的第一要务。按防护林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１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

保护农耕地 （以及牧场）免受干旱及风沙灾害，曾经是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初的首要造林任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东北西

部农田防护林、华北平原沙区 （冀西沙荒地、豫北黄泛区沙荒地及

雁北沙荒地等）以及新疆绿洲内的农田防护林营造工作。这些农田

防护林逐年扩展，构成网格，与其它平原植树造林一起形成体系，

对农耕地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保护和增产作用。营造农田防护林的树

种一般以速生树种为主，各种杨树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地方用落叶

松、樟子松等针叶树种。现在多数农田防护林带已进入第二代、第

三代经营，如何采伐更新或根据情况变化重新设置是近年的重要任

务。防护林更新所生产的大量木材也成为当地农民的一大收入来源。

２水源涵养及水土保持林体系建设

中国曾经是一个水灾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的国家。许多江河源

头及流经山区的坡面森林被破坏或严重退化，亟需人为恢复重建。

除了一些地方可以采取封山育林的途径恢复植被外，大多数地方需

要人工造林。三北防护林体系中的黄土高原防护林营造，长江上游、

珠江上游的防护林营造，太行山 （海河流域上游）绿化造林等生态

工程相继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大面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为目的的防护林营造改变了区域面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改坡耕地为造林地，造林得

到加速发展，成效更为突出。仅以黄土高原造林为例，黄河上中游，

三门峡以上，过去每年泥沙流失总量达１６亿吨，如今已减少到２～３

亿吨，个别年份甚至更少。这其中一些水利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５



绿化造林的成效也是重要一环。

表４　中国的生态防护人工林总表

生态防护林种类 主要防护对象 主要分布区域 主要应用树种

农田 （牧场）防

护林体系
农耕地，人工牧场

东北平原、华北黄淮海

平原、甘肃新疆绿洲

各种杨树、落叶松、

樟子松

水源涵养及水土

保持林体系

主要水源地，土壤流

失山地

无林荒山，尤其是黄土

高原丘陵

各种松树、侧柏、橡

栎类、刺槐、灌木

防沙固沙林和防

治荒漠地造林

沙漠沙地周边及流沙地

半湿润地区沿河沙地

西北、华北北部及中

部、东北西部

梭梭、柽柳、沙棘、

柠条、樟子松、杨树

三北防护林体系

西北、华北、东北尤

其是长城沿线以南的

整个区域

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北

部、东北地区东部、近

４２％的国土面积

所有在上述３种防护

林中应用的树种

沿海防护林体系

来自海上的风暴潮、

水土流失及风沙为主

保护沿海城市和乡村

辽宁、河北、天津、山

东、江苏、上海、浙江、

福建、广东、广西、海

南１１省 （市）的海岸

地区

黑松、白 蜡、木 麻

黄、桉树、红树类

城市林业及园林

绿地建设

降尘、天气污染，改

善城市小气候
所有城镇地区

几百种具有防护及美

化功能的树种

水土保持林的营造一般采用耐旱耐瘠的树种，也包括大量的灌

木树种。在北方，油松、侧柏、刺槐、沙棘、柠条等得到了大量的

应用。有些地形允许的地方为了取得更多收益也种植了大量的经济

林树种，如苹果、杏、核桃、枣树等，由于和梯田与地埂相配合，

也能取得较好的水土保持效益。

近年来，大量工矿废弃地及交通、管线通道建设占用及破坏的

土地面积大增，这些土地的修复成为一大治理目标，在这方面也有

许多成就可圈可点。

３防风固沙林体系建设及荒漠化防治

中国是一个旱区 （指干旱的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干旱区和极

干旱区的总和）面积很大的国家，约占国土面积的４７１％。在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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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中，沙漠和沙地所占比重较大，有八大沙漠和四大沙地。

由于沙地临近农业用地及城镇，危害较大，因此首先引起注意。

中国的防沙治沙工作是从三大沙地 （毛乌素、浑善达克及科尔沁沙

地）及一些沿河沙地 （冀西、豫北）开始的，然后向西逐步扩展到

沙漠与绿洲的接壤地方。防沙治沙工作一开始就与沙区周边的农田

防护林网建设相结合，采用了由沙地边缘向沙地中心逐步推进造林

种草等措施，在沙地流动性较大的地方采用了造林与设置机械沙障

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急于见效，曾经采用了较多的速生树种 （如杨

树）进行沙地造林，实践证明这样做初期效果不错，而后期因树木

大量耗水而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沙地含水量减少而使林木生长停滞，

甚至死亡。以后，一些沙地开始采用较耐旱的樟子松及多种灌木来

代替。在干旱的沙漠地区只能用当地的沙生树种 （如梭梭、柽柳）

来造林。如何确定适宜的固沙植被的比重和布局，用好沙生植物固

沙，保持沙漠和沙地的土壤水分平衡，始终是防沙治沙造林的一个

核心难题。营造防沙固沙林始终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２００２年国家又启动了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现已进

入第二执行期。这项工程采用了植树种草和工程相结合的综合手段，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京津地区扬沙及沙尘暴明显减少，也保障了

该地区工农业的生产安全。

由于中国林业部门与当地群众的不断努力，中国在荒漠化防治

方面做出了显著成就。中国是荒漠化土地比较多的国家，过去由于

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土地荒漠化和沙化面积有不断扩张的趋势。

但进入２１世纪后这个扩张趋势得到了遏制，在最近一个监测期内做

到中国沙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净减１９８０ｋｍ２的进步，成为世界上防

治荒漠化的奇迹。像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治理的案例得到国际

上的肯定，ＵＮＥＰ进行了表彰。这其中林业部门的造林 （含灌木）

种草工作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中国西南地区有大面积喀斯特地貌分布区，这种地方如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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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不当，极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甚至造成岩石裸露的景观，国

人称之为石漠化。在中国，石漠化治理也纳入荒漠化治理的工作范

畴，采用了封山育林育草与造林种草的办法，正在取得积极效果。

４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是我国最早提出的一项重大生态建设

工程，号称为 “绿色长城”。从１９７８年开始预计到２０５０年完成，共

分８期。现正在进行第５期建设。“三北”指的是西北、华北北部及

东北西部，工程覆盖总面积４０６９万ｋｍ２，占国土面积的４２４％。这

实际上就是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面积。这个地区缺水干旱、水土

流失和风沙危害都很严重，因此成为国家生态建设重点关注的地区。

由于该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因此项目作了长期努力的打算。

这个项目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广大地区都造林绿化起来，这是不可

能的事。项目根据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分区域、分类型采

用带、网和片相结合的方法推进造林种草工作。实质上包含了上述

营造农田 （牧地）防护林、水土保持造林、防沙固沙造林的所有手

段，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地处华北山地北缘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

的塞罕坝林场，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在荒凉的坝顶草原上营造了 ７４６６７

ｈｍ２ （１１２万亩）的人工林，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能生产一定量的

木材，还为开展生态旅游创造了良好的景点，成绩卓著，受到了国

家及联合国环境署 （ＵＮＥＰ）的表彰。实际上这样的成功典型还有一

些，如山西省右玉县及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治理，都是三北防护林

体系建设中成功的亮点。

５沿海防护林的体系建设

这是一项２００６年开始启动的防护林工程，旨在保护中国１８０００

ｋｍ长的海岸线上的土地，包括沙质、泥质和盐碱滩涂及山地，以免

受海啸及风暴潮的危害，保持水土和改良土壤，保护好沿海的城镇

和乡村。沿海防护林由于海岸土地性质的不同，实质上兼有农田防

护林带、水土保持林及沙地造林的功能，还有保护和扩展海岸红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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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特殊功能。沿海防护林和内陆的农防林网、山地造林和城镇绿

化相结合，形成完整的绿地网络，在改善生态、发展生产和推进生

态旅游等方面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建设沿海基干林带，要求在沙岸

上形成２００ｍ宽，泥岸上１００ｍ宽的林带，遇到岩石山地则要求临海

一面坡全面绿化造林。沿海防护林的造林树种在南方 （广东、广西、

海南）以木麻黄及各种南方松树 （含从国外引进的湿地松、火炬松

等）为主，北方则以抗海风 （含盐分）的黑松以及耐盐碱的白蜡树

为主。现在中国的沿海防护林建设正进入第二个建设期，力求把各

条基干林带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沿海防护林体系。

６城市森林及园林绿化建设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兴起，城市森林和园林绿化建设越来越受到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的变化对于人居环境来说有很多不利因素：高

楼林立、水泥、砖瓦及玻璃幕墙所占领的空间过多，交通过于密集，

造成了许多城市病。城市热岛效应、空气污染、排水不畅、噪音超

标等都成为了居民的困扰，迫切要求引入以树木为主体的多种绿地

来间隔、疏通、净化和美化城市空间。这里主要是建立两个绿色空

间体系，即在城市建成区内以园林绿化为主体的城市绿化体系，以

及在城市建成区周边及郊区以森林 （林带）为主体的城市森林体系，

两个体系相互依托、相互联系，形成整体。

中国的大城市 （含１０００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行政范围

往往都包含若干个人口较少的郊区 （县），这为统一安排造林绿化空

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首都北京市为例，她具有６个城区及１０个

郊区 （县），总面积１６７万 ｋｍ２。北京市也和全国一样，其三分之

二的面积为丘陵山区，三分之一为平原及城市。１９４９年建国以后在

这个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造林，森林覆盖率从初始的３％左右

上升到了４３％。山区已基本上实现全部荒山绿化，平原地区在保护

和修复湿地的同时，近期又开展了两轮 “百万亩 （约６６７万 ｈｍ２）

造林”，现在第一轮已提前超额完成，第二轮正在全力推进。相信不

９



久后北京将成为一个具有浓绿的山区森林生态屏障，均匀协调分布

的平原森林，成串的郊野公园体系以及美轮美奂的城市园林绿地的

崭新特大城市。北京市之外，在上海市、广州市、杭州市、武汉市

……，大面积城市森林正在建立，城市园林绿化水平不断提高，展

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中国城市林业建设的勃勃生机。

除了上述６种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的人工林外，全部人工林还

具有一种形成和积累生物量碳汇的重要功能。自１９８１年以来，中国

的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不断增长，意味着有大量的碳汇积累。由于测

算的难度很大，方法不同，因此对具体森林碳汇量的测算，不同研

究者得出略有不同的结果。据方精云等的测算，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０３年

我国森林植被碳库稳步增长，由５６４０亿吨增加到７３７６亿吨，净增

１７３３亿吨，年平均增长生物量碳汇０７５３亿吨。另一个研究者郭兆

迪测算，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０８年森林碳库净增加１８９６亿吨，年均增长

生物量碳汇０７０２亿吨。两个研究者的结论是相近的。人工林由于

相对低龄，处于旺盛生长阶段，因此它对森林碳汇积累的贡献也较

大。据测算，人工林的碳密度从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的每公顷１６６吨增加

到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的每公顷２６３吨。另一测定说明中国人工林的生物

量碳汇总量约占全部林分碳汇总量的４７８％。据 “林业战略研究”

预测，到２０２０年中国森林植被碳储量 （库）将比２００３年增加１９６

亿吨，到２０５０年增加３６７亿吨，其中人工林可能将做出８０％的贡

献。由此可见，中国人工林的发展对增进碳汇，平衡大气组成，应

对气候变化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三、人工林培育与林产品提供

中国的人工林大部分是为了改善生态目标而建立的，当然同时

也能提供一定数量的木材和其它林产品。也有一部分人工林是专门

为提供木材及其它林产品而营造的，当然也起一定的改善生态的作

用。专门用于生产木材的我们称之为用材林，而专门为了生产其它

非木材林产品 （ＮＴＦＰ）的森林我们称之为特用经济林，简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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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林。

１人工用材林的培育

中国是一个森林资源不足，木材资源有限的国家。在人民共和

国刚成立的年代，为了建设新中国，在遭受强国封锁，外汇资金有

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大力开发地处边远的东北天然林区 （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及长白山林区）及西南天然林区 （川西林区及滇西北林

区），在一个时期内过伐严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森林资源枯

竭的局面。为了弥补这个木材缺口，中国的人工造林早就瞄准了木

材生产的目标，在天然林区大力加强人工更新，而在其它地区开展

了大面积的用材林造林工作。例如，在东北天然林区，许多林业局

形成了落叶松和红松为主的百万亩人工林 （６６６７万 ｈｍ２）的规模

（在黑龙江省林口林业局达到了２００万亩１３３３万ｈｍ２以上人工林的

规模）；在黄淮海平原，结合建设农田防护林及平原绿化，大量营造

杨树和泡桐为主的速生用材林；在南方丘陵山区则继承了自古以来

的人工造林传统，大力开展了以杉木人工林营造和毛竹林人工经营

为代表的大面积造林工作；在最南端的南亚热带地区，则开始引进

桉树，进行了规模化的造林 （以广东雷州林业局领先）。１９５８年大

跃进时期发动的营造速生丰产人工林工作，虽有所促进，但因政策

失误，未能持久。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出现

了一些倒退 （伐木毁林过多而造林不能弥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的改革开放年代，人工用材林造林工作得以再次大规模进行，正式

确立了速生丰产指标，引进了世行贷款项目，扩大了树种选择 （包

括一些国外松和多种桉树引种造林），提高了良种繁育和造林技术，

致使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的工作，再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１９８９年林业部曾经规划要在 ２０００年之前完成 １亿亩 （６６７万

ｈｍ２）的速生丰产用材林 （工业人工林）的造林计划。虽然遇到了

难于找到足够的高质量造林地 （在南方山地相当于杉木立地指数１６

以上的林地）的困难，但这项计划仍基本上完成了。出现了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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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长量达到２０～３０ｍ３／ｈｍ２以上的速生丰产林 （杉木、秃杉、杨

树、桉树、南方松、落叶松等）。最高的桉树人工林年生产力可达５０

ｍ３／ｈｍ２，但由于种种因素 （立地，培育技术水平等），中国用材林

的生产力，除亚热带人工林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外，其它地带的人

工林均不如世界平均水平 （见表５）。

表５　中国与世界森林生态系统平均生产力比较

生态系统类型
生物量 （ｔ／ｈｍ２） 生产力 （ｔ／ｈｍ２·ａ）

中国 世界 中国 世界

热带林，热带季雨林 ３８２６６ ４００ １８７８ １９

亚热带 （温带常绿）林 ３６４４２ ３５０ １６１１ １３

暖温带，温带 （温带落叶）林 ２５３６４ ３００ ６８９ １２

寒温带 （北方）林 １７６１２ ２００ ５８２ ８

　　资料来源：据冯宗炜，１９９９。

但是到了上世纪末，由于天然林区过伐已经引起生态恶化和森

林资源危机，政府开始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从最初的限伐到局部

停伐，到了２０１５年实施了天然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的决定。与

此同时，各省的一般林区也陆续出台了扩大生态公益林面积和限伐

措施。人工造林也大多以营造各种生态防护林为主，营造用材林已

不处于优先位置。为了国家有足够的木材储备，提高珍贵用材的比

重，政府又相继出台了大径级用材林储备计划及珍贵用材林建设计

划，限制了当前的木材采伐量，为森林结构的长期改善积累储备。

这样的结果是：中国自己的木材采伐量一再受限，进口木材量比例

不断增加，到现在达到了５０％左右的木材消费要依赖进口木材及木

制品。在国产木材中，从人工林生产的木材比重进一步提高 （达到

８０％以上），早年栽植的速生人工林，尤其是北方的杨树人工林 （含

部分带状植树）及南方的桉树人工林在木材生产方面起到了主导的

作用 （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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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中国人工用材林应用的主要树种

人工林地带
主要应用树种

速生用材树种 珍贵用材树种

寒温带和温

带人工林

兴安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ｇｅｍｅｌｉｎｉｉ）

长白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ｏｌｇｅｎｓｉｓ）

樟子松 （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ｖａ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红皮云杉 （Ｐｉｃｅａ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鱼鳞云杉 （Ｐｉｃｅａｊｅｚｏｅｎｓｉｓｖａｒ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ａ）

杨树 （Ｐｏｐｕｌｕｓｓｐｐ）

白桦 （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红松 （Ｐｉｎｕｓ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水曲柳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ｍｕｒｅｎｓｅ）

核桃揪 （Ｊｕｇｌａｎ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蒙古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暖 温 带 人

工林

华北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ｓ）

日本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ｉ）

杨树 （Ｐｏｐｕｌｕｓｓｐｐ）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泡桐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ｓｐｐ）

油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栓皮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楸树 （Ｃａｔａｌｐａｂｕｎｇｅｉ）

白榆 （Ｕｌｍｕｓｐｕｍｉｌａ）

北、中亚热

带人工林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Ｉ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柳杉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ｓｐｐ）

秃杉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ｆｌｏｕｓｉａｎａ）

水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火炬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ｅｄａ）

柏木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毛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ｅｄｕｌｉｓ）

南方类杨树 （Ｐｏｐｕｌｕｓｓｐｐ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ａｍｐｈｏｒａ）

楠木 （Ｐｈｏｅｂｅｚｈｅｎｎａｎ）

檫树 （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ｔｓｕｍｕ）

鹅掌楸类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ｐｐ）

椎、栲类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ｓｐｐ）和

多种壳斗科树种 （ｔｒｅｅｓｐｐｆｒｏｍ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南亚热带及

热带人工林

思茅松 （Ｐｉｎｕｓｋｅｓｉｙａ）

桉树类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ｓｐｐ）

相思类 （Ａｃａｃｉａｓｐｐ）

木麻黄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丛生竹类 （Ｓｙｍｐｏｄｉａｌｂａｍｂｏｏｓｐｐ）

降香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火力楠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ｍａｃｃｌｕｒｅｉ）

红椿 （Ｔｏｏｎａｓｕｒｅｎｉ）

桃花心木 （Ｓｗｉｅｔｅｎｉ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红椎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柚木 （Ｔｅｃｔｏｎａｇｒａｎｄｉｓ）

２特用经济林的培育

得益于多样化的自然生态背景及久远的农耕历史传统，中国森

林可以提供丰富的非木材林产品 （ＮＴＦＰ），而且这大多是通过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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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育来实现的。生产非木材林产品的人工林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类

（见表７）：

表７　中国特用经济林的主要种类及应用树种

经济林种类 主要应用树种

木本油料林

食用

油类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油橄榄 （Ｏｌｅ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ａ）、油用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椰子 （Ｃｏｃｏｓｎｕｃｉｆｅｒａ）、文冠果 （Ｘａｎｔｈｏ

ｃｅｒａｓｓｏｒｂｌｆｏｌｉａ）、山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欧李 （Ｃｅｒａｓｕｓｈｕ

ｍｉｌｉｓ）、翅果油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ｍｏｌｌｉｓ）、毛
!

（Ｃｏｒｎｕｓｗａｌｔｅｒｉ）、

元宝枫 （Ａｃｅｒ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等

工业

用油类

小桐子 （Ｊａｔｒｏｐｈａｃｕｒｃａｓ）、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ｆｏｒｄｉｉ）、千年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ｍｏｎｔａｎａ）、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油棕 （ＥｌａｅｉｓＧｕｉｎｅｅｎｓｉｓ）、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

山桐子 （Ｉｄｅｓｉａ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等

木本干果林

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山核桃 （Ｃａｒｙａ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板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榛子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仁用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巴旦杏 （Ｐｒｕｎｕｓ

ｄｕｌｃｉｓ）、阿月浑子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ｖｅｒａ）、香榧 （Ｔｏｒｒｅｙａｇｒａｎｄｉｓ）、腰

果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ｕｍ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乌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ｐｉｍｅｌａ）、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ｅｍｂｌｉｃａ）、红松 （Ｐｉｎｕｓ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华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近期引种的澳洲坚果 （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ｔｅｒｎｉｆｏｌｉａ）等

木本浆果林

沙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树莓 （Ｒｕｂｕｓ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蓝

莓 （越橘类半灌木等）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ｓｐｐ）、稠李 （Ｐａｄｕｓｒａｃｅ

ｍｏｓｅ）、蓝靛果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ｃａｅｒｕｌｅａｖａｒｅｄｕｌｉｓ）、茶子 （Ｒｉ

ｂｅｓｎｉｇｒｕｍ）等

木本饮料林
茶树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咖啡树 （Ｃｏｆｆｅａｓｐｐ）、可可树

（Ｔｈｅｏｂｒｏｍａｃａｃａｏ）等

木本饲料林

桑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柞树 （饲

养柞蚕） （Ｑｕｅｒｃ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柠条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ｉｎｔｅｒｍｅｎｄｉａ）、

毛条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和其

它蝶形花科树种

木本香料调料林

玫瑰 （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ａ）、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ｍ）、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ｖｅｒｕｍ）、肉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香椿 （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山苍子 （Ｌｉｔｓｅａｃｕｂｅｂａ）、龙牙
"

木 （Ａｒａｌｉａｅｌａｔ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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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济林种类 主要应用树种

木本药材林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厚朴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金银

花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ｃｎｓｅ）、刺梨 （Ｒｉｂｅｓ

ｂｕｒｅｊｅｎｓｅ）、山茱萸 （Ｃｏｒｎ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

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连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等，许多

中药材均取自木本植物

木本工业原料林

三叶橡胶 （Ｈｅｖｅａ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杜仲 （兼）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

ｍｏｉｄｅｓ）、漆树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ｖｅｒｎｉｃｉｆｌｕｕｍ）、黑荆树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ｅａｒｎｓｉｉ）及多种紫胶虫及白蜡虫的寄主树

木本条编原料林

紫穗槐 （Ａｍｏｒｐｈ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ｅ）、簸箕柳 （Ｓａｌｉｘｓｕ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等灌

木柳 （Ｓａｌｉｘ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ｉｉ）、白蜡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棕榈藤 （ｒａｔｔａｎｆｒｏｍＣａｌａｍｕｓｓｐｐ，Ｄａｅｍｏ

ｎｏｒｏｓｓｐｐ，Ｐｌｅｃｔｏｃｏｍｉａｓｐｐ，ｅｔｃ）等

这个单子实际上还可以再延长。水果树 （苹果、梨、桃、樱桃、

柑橘等）原来由农业部的园艺部门总体管理，近年来由于山区土地和

生产统一规划的需要及退耕还林工作的影响，在许多地方都是由林业

部门统一管理了。同样，许多木本花卉，如迎春、丁香、月季、桂花、

玉兰、紫荆、紫薇等等，也大多由林业部门统一培育管理的。这样就

更加增加了中国人工经济林的多样性。而不断地新发现各种木本植物

的新用途也将会大大丰富这个已经相当丰富的经济林大家族。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林产品十分丰富，可取得巨大的经济效

益，是中国林产业中三大高收入的渠道 （木材及木基产品，经济林

产品及森林旅游康养事业）之一。

四、中国人工林发展成就、教训和展望

１成就与教训

总的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９４９年）以来的近７０年

里，中国的人工林培育事业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人工

林培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局，在全国人民的生

态、生产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国初期提出的 “绿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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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绿化的荒山荒地”目标几近完成，现在许多省 （市、区）已经

很难找出新的造林地了。森林覆盖率几乎达到当前可能达到的最高

点了 （终极目标为２５％ ～２６％）。全国的生态状况不仅扭转了退化

的趋势，而且局部地区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善。人工林已经成为提供

木材和木质纤维的主要基地，从而保障了许多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

修复提质。人工林提供了大量的多样的非木材林产品，满足了人民

多方面的物质需求。人工林地和天然林以及其它自然生态系统结合

形成了大量的可供人民观赏游憩的场所。在许多地方，这方面的功

能将越来越发展成为人工林培育的主要目标。人工林的速生丰产特

点也使之构成了全国森林碳汇积累的重要贡献者。

但是，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人工林培

育事业也存在许多缺陷和需要汲取的教训。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１）中国的人工林培育和经营水平还不高，发展不均衡。我们

有经营得很好的成功案例，但有些地方管理粗放，种植以后就放任

不管了，以至于不少人工林处于低产低效的状态。

（２）由于我们在开创工作时期缺乏经验，更没有足够的科学研

究支撑，以至于不少人工林种植时没有遵守适地适树的原则，树种

选择不当，良种普及不够，造林密度失调，一般偏密，混交林的比

例偏低，抚育管理不及时不规范。近年受单纯生态保护倾向的影响，

使培育和经营等水平的提高受到一定限制。这些都是一些人工林低

产低效的技术原因。

（３）在人工林培育中长期存在着忽视水分条件的制约。人们一般

过于热情，缺乏科学精神，以为只要植树造林就好，把地处湿润地区

的先进国家的做法照搬过来，而忽视了中国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半壁

江山的国家。因此不少地方出现了造林不成林，成林不成材，长成了

小老树，没能达到应起的改善生态的作用。在人工林培育中要注意林

地的水分平衡，树木也是要耗水的，这是应吸取的教训。应该遵循人

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不能过份强调营造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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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应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甚至宜荒 （漠）则荒 （漠），

顺应自然，又充分利用自然力，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２中国人工林发展展望

从中国人工林发展的历史轨迹看，人工林大规模扩张阶段已经

结束，今后的任务一方面是在最后剩下的条件特别困难的干旱、瘠

薄、盐碱或高寒的地方造林，要研究推行困难立地造林的专门技术；

另一方面则是对现有人工林进行精细化培育经营，力求提高林分质

量，包括林分生产力、干材质量和产品质量，提升生态和社会效益。

另外，我们一定要避免只重视人工造林而忽视天然林经营的倾向。

要把人工林的培育和天然林的经营更好地结合起来。要在人工林的

培育中纳入更多自然恢复的成分 （近自然经营），而在天然林经营中

纳入更多人工促进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国家赋予林

业的改善生态，增产增收，为人民造福的重大使命。这些都是十分

艰巨的任务，需要分地区、分林种、分树种地逐项深入研究探索，

学习国际上林业先进国家的有益经验，结合本国本地区具体实际，

在理论和科学认识上有所开拓，在技术上有所进步。只要我们付出

足够的努力，我们一定能达到既定的目标，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家林草局与中科院共建国家级湿地研究中心

２月２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科学院共建国家级湿地研究中心签约

仪式在长春举行。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春良、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代表双方签

署了合作协议。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吉林省副省长安立佳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建国家级湿地研究中心，面

向湿地科学的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开展湿地科学系统研究，为我国湿地保护

管理、湿地生态修复、履行国际公约提供技术支撑。该中心将在双方指导下，

实行开放、联合的运作机制，凝聚相关领域的优秀科技人才，组建理事会，成

为国家湿地保护管理部门与科学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科学家交流的平台、国

家湿地保护管理决策咨询智库。 摘自 《中国林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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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工的历史巨变

蔡延松

编者按：本文是蔡副部长２０１８年底对中国森工的发展历程、历史巨变的总结与展

望，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到天然林保护工程。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在 “中林联天然林

保护与退耕还林２０周年座谈会暨新年茶话会”上，蔡副部长又重申了文中关于

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观点与建议，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一致赞同。经征求蔡部长

本人同意，全文在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 《通讯》上刊登，以飨读者。

一、森工走过道路的回顾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国家建设面临经济困难

和原材料奇缺。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前几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木

材在经济建设中成为工业支柱产业，交通铁路的枕木、桥涵、矿山

的矿柱、通讯的电柱，大多都是用木材，房屋建筑大多也是砖木结

构，民用家具、造纸都需要木材。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我国的林业和森林工业，１９４９年

建国时就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１９５１年组建林业部，１９５６年

又成立森林工业部。１９５２年决定有计划开发内蒙古大兴安岭，修建

牙林线铁路和森林铁路，１９６２年中央决定成立东北林业总局，１９６４

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郭维城 （铁道兵

司令）任指挥，罗玉川任政委兼特区区长，１９６５年国务院批准成立

开发金沙江林区会战指挥部，由梁昌武任指挥。可见党中央、国务

院领导对林业和森林工业的重视和关怀。

我国集中连片的大面积国有森林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及西南、

西北重点国有林区，森林经营面积达３４００万ｈｍ２ （５１亿多亩），覆

盖了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和西南、西北高山峡谷、江河源头，构成

作者简介：原林业部副部长、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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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东北地区和西南的高山屏障及国家重要的木材生产储备基地，

担负着维护东北和西部广大地区及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澜

沧江等重要水系的生态安全和国家木材安全重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响应建设祖国边疆，开发建设林区的

号召，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人、交通铁路部门职工，汇集到林区。

当时条件十分困难，气候严寒，冬天零下３０℃ ～零下５０℃，夏天

３０℃～４０℃，住的多数是板夹泥房子和帐篷，交通十分困难，通讯

落后。那时候国家有困难，实行先生产后生活，林区职工发扬 “艰

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先后在东北、西南、西北组建１５７个

国有林业局，修建了不少城镇和１２３８ｋｍ森林铁路，９８４１１ｋｍ公

路。林业职工达２４１７７万人，为国家提供木材２０多亿ｍ３及大量人

造板等林产品。营造人工林６９００万ｈｍ２，居世界首位，森林覆盖率

由建国初的８６％，提高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３％。

林业取得的成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取得的，

中央领导多次到林区视察和调研，经常听取林业的汇报。１９５６年３

月１８日，毛主席 （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在中南海听取

林业部李范五、雍文涛汇报林业工作。当汇报到全国国有林区有固

定的林业产业工人４０万，每年生产木材１０００多万ｍ３，平均每年给

国家上缴利润５～６亿元时，毛主席感到惊讶 （注：资料显示，１９５６

年全国财政收入 ２８７亿元，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收入 ２１３亿

元）。随后，他高兴地插话说：“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给国家

创造这么多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７日毛主席还

给东北森林工业劳动模范大会发了贺电：“我祝贺你们在林业工业生

产中所获得的成就。几年来，你们在恢复与发展东北的森林工业和

供应国家与人民需要的木材工作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林区视察慰问时指

出：“林业工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党和国家不会忘记大家”。在听

到阿尔山林区已全面停止采伐，正处在艰难转型期时，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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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说：“历史有它的阶段性，当时砍木头是为国家做贡献，现在种树

看林子也是为国家做贡献。”是的，森工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形成

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

原因，森林资源集中过度采伐，重森工轻营林，重采伐轻加工，重

视林木的利用，忽视其他资源的开发，重国营轻集体，形成了产品

结构，产业结构单一。在体制上政企不分，事企不分，社企不分，

社会负担重，企业办社会，如办学校、医院、商粮、通讯、城建等。

因此，集中反映在森林资源锐减，一些森工局可采资源枯竭和

企业经济危困，即 “两危”：森林可采资源危机、企业经济危困，严

重阻碍国有林区建设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林区的指导思想有了改变，从

单一的计划生产、单一的林业经济、单一的所有制形式，转到以营

林为基础，以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采育结合，综合利用，

多种经营的轨道上来。

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辉煌成就

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持续恶化，特别是１９９８年

长江流域、嫩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特大洪灾，进一步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同时，我国重点国有林区 “两危”局面突显。在这样的形势

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以下简称天

保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试点期间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中央投入资

金１１４７５亿元。１９９８年９月在四川、云南省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的

试点。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国务院批准了 《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 《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决定实施天保一期工程。涉及长江上

游、黄河上中游、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１７个省 （区、市）的

７３４个县和１６７个森工局。

工程一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实际投入１１８６亿元，其中中央投

入１１１９亿元，地方配套６７亿元。主要用于木材停伐减产后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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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职工一次性安置、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和政社

性支出、公益林建设及地方财政减收补助等。此外，免除债务１１８

亿元 （其中免除森工企业金融机构债务１０３亿元，免除世界银行贷

款１５亿元）。在实施过程中，工程区成立机构、健全制度，相继颁

布禁伐令，关停工程区木材采伐、运输、加工企业，有效推进了工

程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工程一期累计少砍伐木材２２亿 ｍ３，森

林面积净增加１５亿亩 （１０００万ｈｍ２），森林覆盖率增加３７个百分

点，森林蓄积净增加约７２５亿ｍ３，折合经济价值为３６５４亿元，为

工程总投入的３０８倍，１６１９亿亩 （１０７９３亿 ｈｍ２）森林资源得到

有效保护。平稳转岗和安置了富余职工７６５万人，其中一次性安置

４２万人。

从实施情况来看，应该说天保一期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效

果是明显的，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了遏制，林区的经济发展和老百

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正是因为看到这些好的成果，２０１０年国务院

第１３８次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天保二期工程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工程规

划总投资２４４０亿元 （其中，中央投入２１９５２亿元，地方投入２４５

亿元），保护范围在延续一期的基础上，增加了丹江口库区的１１个

县市、区 （主要是为保护丹江口水源地，保障北京淡水输送），保护

面积达到１７３２亿亩 （１１５５亿ｈｍ２）。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二期工程中

央共安排天然林资源保护资金１７８８亿元 （其中，中央预算内基本建

设投资９１亿元、中央财政资金１６９７亿元），累计完成中幼林抚育任

务１５亿亩 （１０００万ｈｍ２），公益林建设任务４５００万亩，后备森林

资源培育９３０万亩 （６２万 ｈｍ２）。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

失业、生育等五项保险补助政策基本得到落实。管护面积１９３２亿

亩 （１２８８亿ｈｍ２）。

在天保工程二期实施过程中，国家对天保政策作了大的调整：

一是在坚持和完善一期天保工程原有补助政策的基础上，新增

国有中幼林抚育、重点国有林区后备资源培育补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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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的基础上，国家林业局分步骤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于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全面停止了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２０１６年取消了 “十三五”天然商品林采伐限额，全面停止了天然林

商业性采伐，保护范围扩大到全国，争取把全国所有天然林都保护

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

三是在工程区全面停止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基础

上，２０１６年启动湖南、江西等６个省区集体和个人天然林商品林停

伐奖励补助试点，２０１７年试点工作扩大到１６个省区市，安排奖励补

助面积集体和个人天然林商品林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四是在工程一期补助政策的基础上，连年递增和提高中央补助资

金。２０１２年国家投入天保资金２７２６９亿元，２０１７年提高到５３３亿元，

投资翻了１倍。２０１５年国家林业局会同财政部将国有林管护费补助由

５元／亩提高到６元／亩，２０１６年又提高到８元／亩，２０１７年再次提高到

１０元／亩。同时，２０１６年将人工造乔木林费用由３００元／亩提高到５００

元／亩，人工造灌木林费用由２００元／亩提高到２４０元／亩，封山育林费

用由７０元／亩提高到１００元／亩，飞播造林费用由１２０元／亩提高到１６０

元／亩，补植补造和改造培育费用由２００元／亩提高到３００元／亩，天然

林保护补助标准逐步提高。

天保工程作为我国林业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

的重要标志，在新时期也成为我国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的重要载

体。天保工程从试点至今已经历２０年，取得了巨大的生态、经济及

社会效益，成为我国实施成效最为显著、综合效益最大的生态工程

之一。

一是天然林得到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呈现恢复性增长。天保工

程实施２０年来，实现了森林面积、蓄积和森林覆盖率 “三增长”。

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与天保工程试点时的５次清查

结果相比，天保工程区天然林面积增加了０９亿亩 （６００万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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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天然林面积增量的５７１％；天然林蓄积增加了１１０９亿 ｍ３，

占全国的５４６％，天保工程区的天然林面积、蓄积增速明显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例如，贵州工程区森林面积净增６３９０４万亩，活立木

蓄积净增 ２５１亿 ｍ３，森林覆盖率从 ３３７％提高到 ５８２％，增加

２４５个百分点。龙江森工集团森林面积、蓄积和森林覆盖率分别增

加了１６３６５万亩、３０７亿ｍ３和１０６个百分点。森林资源的恢复性

增长，为建立和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夯实了资源基础。

二是生态状况明显改善，水土流失减轻，输入长江、黄河的泥沙

量明显减少。据河南省花园口水文站监测，黄河含沙量２０１６年比２０００

年减少了９０％。据第五次荒漠化、沙化土地状况公报，内蒙古工程区

荒漠化土地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２０１６年比２００９年分别减少４８０万亩

（３２万ｈｍ２）和２１０万亩 （１４万ｈｍ２），实现了 “双减少”。宁夏沙化

土地面积由天保工程实施之初的２４７５万亩 （１６５万ｈｍ２）减少到２０１４

年的１７７３９万亩 （１１８２６万ｈｍ２），实现了治理速度大于扩展速度的

历史性转变，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沙漠化逆转。重庆工程区森林涵养水

源达１４７亿ｍ３／年，年均增长５４％；森林固土量达０９５亿ｔ／年，年均

减少流失量５３％。青海三江源区１０年来水资源量增加近８０亿ｍ３，水

源涵养量增幅达６２５％，相当于增加了５６０个西湖。水土流失的减少，

有效降低了三峡、小浪底等重点水利工程的泥沙淤积量，有力维护了

我国淡水安全与国土安全。

三是动植物生境不断改善，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第四次

大熊猫数量调查显示，野外大熊猫数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１１１４只增加到２０１３年底的１８６４只，陕西秦岭大熊猫栖息地 “岛屿

化”现象好转。长白山林区野生东北虎数量达到３６只，东北豹数量

达到４２只。贵州省特有的国家 Ｉ级保护动物———黔金丝猴从工程实

施前的约７５０只增加到约８５０只，黑叶猴从约７３０只增加到约９５０

只，分别增长１３％和３０％。普氏原羚在青海湖周边数量由上世纪８０

年代的不足３００只恢复到现在的近２０００只，数量增加了６倍。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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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苏铁、红豆杉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人

与自然日趋和谐，为国家未来发展保存了生物基因和战略资源。

四是产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林区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据国家

林业局对９个省区３７个重点森工企业及其下属７９个林场的经济效益

监测，一、二、三产业比例由２００３年的８６∶３∶１１调整为２０１４年的

４３∶２７∶３０（贵州林业一、二、三产业产值比例由１９９７年的８９６∶

９９∶０５调整为２０１７年的３８∶１４∶４７。云南通过大力开发林下资

源、推动森林旅游发展和二次创业、发展野生食用菌和核桃产业等

多种举措，改变了 “独木支撑”的林区经济格局，实现了林区经济

转型。龙江森工集团大力发展以绿色食品和北药开发为主的多种经

营产业，２０１７年多种经营产值达３５５８亿元，为１９９７年的６７倍；

森林旅游业综合产值由２０１０年不足１５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６６亿

元，增加４４倍。）

五是林业职工就业呈现多元化，民生问题逐步得到改善。国有

林业职工年均工资由２０００年的５１７８元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８０５８元，

增长６３５倍。例如：四川工程实施单位国有职工２０１７年平均收入

５８７万元，是１９９７年０６７万元的９倍。河南省国有林业职工年工

资从１９９９年人均４８０５元提高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５６７２元，增长了７４

倍。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由１９９７年的３１０３元

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０７０１元，增长了１２１２倍。林业职工生活水平有

所提高。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分流安置企业职工９５６万人，其中一

次性安置６８万人；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五项保险

补助政策基本得到落实，参保率分别为９４％、９４％、９０％、８８％和

８８％；教育、医疗卫生、公检法司等政策性社会性补助政策得到

落实。

六是国有林区改革稳步推进，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断创新。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０日，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正式挂牌成

立，企业办社会职能全部剥离移交，社会保险实现全覆盖，精简了

管理机构和人员。甘肃省２０１０年全面完成省属森工企业、市属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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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林业局、总场以及所辖林场的事业单位改革。新疆自治区天山西

部林业局和阿尔泰山林业局、青海省玛可河林业局、甘肃省白龙江

林管局等，都已由森工企业转为事业单位。

实践证明，天保工程是举世瞩目的林业重点生态工程，是党中

央、国务院站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

项顺应天时，符合民意，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业，被许多地方

赞誉为 “德政工程”、农民的 “致富工程”和林业的 “希望工程”。

三、新时代天然林资源保护发展与改革任务

天保工程是国家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是根治生态环境恶

化的根本性举措，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推进生态文明和林业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批示、指示。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在第五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研究

把天保工程范围扩大全国，争取把所有天然林都保护起来”，为做好

林业工作指明了方向，使森工逐步走出了 “两危”困境，森林得以

休养生息，实现了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双增长，使中国林业和森工

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一）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加快制订出台天然林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天然林资源保

护制度的根本立法，要加快制订 《天然林保护条例》。二是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重要改革举措，制定出台 《天然林保护修复

制度方案》，切实抓好天然林资源保护扩大到全国的顶层设计。三是

及时制修订各类天然林资源保护管理办法，对有关天然林资源保护

的资金管理、森林管护、年度任务核查、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等办法

以及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及时评估调整、补充完善。四是理顺天

然林保护工程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二）全面科学地回答天保 “二期怎么样”，向党和人民交出满

意答卷。天保工程二期到２０２０年实施完成，离现在只有２年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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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了，国家为工程建设已投入３０００多亿元，有哪些成果，效果怎么

样，全社会非常关心，全世界非常关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之际，人民对美好生活、美好环境的向往日益增长，我们务林人应

当提交一份答卷。我们要通过效益监测、核查、巡视、考核等多种

形式，集中整理发布天保二期工程综合效益报告，要有观点、有数

据、有模式、有典型、有专家的论证、有第三方的独立考核，力求

系统科学有说服力。要通过综合效益发布和总结天保工程实施２０周

年经验，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天然林资源保护的正确决策，

大力宣传实施天保工程先进地区、先进单位、优秀人物的光荣事迹，

大力宣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为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三）出台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天保新方案新规划，

明确 “三期怎么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积极开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宏观战略研究，科学谋划天然林资源

保护事业的发展。一是要着手研究草拟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天然林资源保

护实施方案》，要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时研究提出天保二期工

程到期后继续实施天保工程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高度重视天然林保护与经营利用之间的协调，切实保障老天保工程

区和扩大后的新天保区之间政策的平衡性。二是着手编制 《全国天

然林保护中长期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研究建立全国天然林

资源长期保护机制。

（四）充分发挥天然林资源保护在林业发展改革中的支撑作用、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中的特殊作用，扎扎实实抓好天然

林资源保护基础性工作。一是积极督导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二是推进公益林与天然林资源管护统一要求、并轨管理。三是切实

加强天然林抚育经营工作。加强森林抚育作业设计、施工设计等事

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科学合理安排抚育间伐限额，重点解决

好中幼龄林密度过大、枯损严重、生长受阻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

森林的多种功能效益。四是充分发挥天然林资源保护投入对增加林

６２



区就业的保障作用，坚持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积极发展林区绿色

生态产业，加快林区产业结构转型。

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完成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任务目标，１９４４

亿亩 （１２９６亿ｈｍ２）天然乔木林得到全面保护，全面停止１０５８亿

亩 （０７０５３亿 ｈｍ２）国有天然林商业性采伐，逐步实现８８６亿亩

（０５９１亿ｈｍ２）集体和个人天然林停伐。加强对１０２２亿亩 （０６８１

亿ｈｍ２）天然灌木林地、未成林封育地、疏林地的管护。天然林蓄

积比第八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增加１２亿 ｍ３，达到１３５亿 ｍ３。

天保工程区社会保障能力明显加强，职工收入明显提升。天然林保

护的法律制度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术规范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

基本完备。

到２０３５年，按照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天然林资源保护实施方案》规

划，重要水源地、江河湖库周边的天然林资源得到有效恢复，具有

重大保护价值的天然林生态系统及生态多样性得到全面保护，天然

林生态功能明显提升，构建坚实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国有天然林

重点分布区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增强，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林区。

到２０５０年，按照 《全国天然林保护中长期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

２０５０年）》，以天然林为核心的森林生态系统布局更为合理、功能更

加完备，我国林业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基本建成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天蓝、地绿、

水净、空气清新的美丽家园，让我们伟大的祖国以生态文明建设的

巨大成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关于科学合理持续的森林经营问题的研讨

１中国能不能基本解决木材产品基本自给问题。

我国目前年消耗木材５亿多 ｍ３，一半要靠进口，几乎占世界可

能提供商品材的总量。２０１７年，我国进口木材１０８亿 ｍ３，价值达

１９９８６亿美元。进口木浆、废纸及纸板总量达４７９８９３万吨，木浆、

纸品进口额达２０４４４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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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九次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 《中国能否自己解决

需要的木材》，当时被列为第０４７３号提案，认为是一个必须认真研

究的战略问题。

我认为主要还是靠科学合理可持续的森林经营，保护、培育，

合理科学利用，实现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是可能的。我国林

业用地面积只有３１０４６万 ｈｍ２，仅占国土面积的２７％，森林面积为

２０８亿ｈｍ２，森林蓄积量为１５３３７亿ｍ３，森林覆盖率仅为２１６３％，

低于全球３１％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分别只有世

界人均的１／４和１／７。我国森林每公顷平均蓄积量为８９１９ｍ３，只有

世界平均水平的６９％，不及发达国家的１／２，每公顷森林年均生长量

为４２３ｍ３，只有世界森林年生长量７５ｍ３的５６４％。这也是我们

的潜力所在，我们过去只注重森林覆盖率，我们林地有限，不能靠

广种薄收，只能靠科学集约经营提高森林质量，提高每公顷年生长

量和蓄积量，才是关键。以内蒙古乌尔其汉林业局为例，抚育前每

公顷森林年生长量为２５８２ｍ３，抚育后每公顷年生长量达４１７６ｍ３，

增长率为３８２％。因此，不仅把森林覆盖率作为考核指标，更要把

单位蓄积量和生长量作为考核指标。如地处北极圈的芬兰，坚持森

林科学经营，全国 ２３００万 ｈｍ２森林 （相当于我国大兴安岭的面

积），年采伐量高达５６００万 ｍ３，而年森林生长量达到７５００万 ｍ３。

德国森林面积１１００万 ｈｍ２ （相当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经营面

积），年森林采伐量达４０００万 ｍ３，现每公顷森林生长量达３３０ｍ３。

森林生长量的增加和森林结构的优化，不仅提高了木材产量，还获

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实现了森林可持续经营。

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６２年就提出我国森林经营要 “越采越多，越采

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林业建设思想，经过努力是能够实

现的。

其次，森林的综合利用也很重要，我国的林业产值已达７万亿

多元。还有我国２０１７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达１１１３０万 ｔ（纸浆生

产总量７９４９万ｔ，其中木浆１０５０万ｔ，占１３２１％，废纸纸浆６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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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ｔ，占７９２８％，非木浆５９７万 ｔ）。每吨木浆纸需要４吨湿木材，

２０１７年进口木浆２１１２万ｔ，进口废纸制浆２０６３万ｔ。

这就说明我们要注意节约用纸，尤其要注意废纸的回收，除了

废书、报刊外，纸箱、快递包装等，如果我们的废纸回收率达到

５０％以上，就相当于每年节约１亿多ｔ木材。

２关于深化改革，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问题。

这次机构改革，明确自然资源部主要职责 “对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履行全民所有

各类自然资源所有职责，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

我认为：我们一是要对国有森林和草原等进行调查和确权登记，

摸清家底；二是要搞好规划和经营方案；三是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对林地、草原有偿使用，对成过熟林林地做好调查和采伐

方式、设计以及林地更新，进行招投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是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

系，实质上就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在实践中对二者关系的认识经过了 “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

银山”三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中央 “五位一体”的要求，

将天然林保护与生态建设、兴林富民、产业发展、扶贫攻坚和社会

文明进步很好结合起来，发挥森林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保证

科学合理可持续的森林经营。森林不仅是我国生态的天然屏障，也

是我国储备林基地和木材及林产品的生产基地，要为建设生态文明

和美丽中国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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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及林业应对策略

周本智

极端气候事件是指在给定时期内，天气 （气候）的状态严重偏

离其平均态，在统计意义上属于不易发生的事件。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度越来越多，强

度越来越大，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近年来，极端天气和

气候事件频频见诸报端，１９９８年夏季中国长江流域的洪涝、２００３年

夏季欧洲大陆的热浪、２００５年美国遭遇的卡特里娜飓风、２００８年中

国南方的雨雪冰冻、２０１０年俄罗斯莫斯科市东南部的超级热浪以及

由此引起的巨大山火、２０１３年中国南方高温干旱等，这些都是在社

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由极端天气引发的灾难性事件。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破坏性等特点，常

带来灾难性后果。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强烈干

扰，显著地改变了人类和自然系统的进化，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

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突如其来的极端气候事

件多次突袭人类社会，造成人类毁灭性的灾难和繁荣文明的衰落。

森林生态系统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国家经济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除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外，森林还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

候、维护大气 ＣＯ２平衡、净化空气等多方面的功能，对于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土壤地形条件多样，森林资源类型多，既分布

着大面积的松、杉、竹等人工商品林，也保存着类型多样的天然林

群落，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同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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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敏感区，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巨大的地区之一，各种极端天气

和气候事件发生频繁，对本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维持和进化产生严重

干扰，也对该地区森林经营管理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研

究制定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林业应对策略，对提高森林应对气候

变化、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和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极端气候事件现状和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

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气象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防灾减灾

形势异常严峻。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种类多，频次高，阶段性和

季节性明显，区域差异大，影响范围广。高温热浪、干旱、暴雨、

台风、沙尘暴、低温寒潮、霜冻、大风、雾、霾、冰暴、雷电、连

阴雨等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普遍存在，频繁发生，影响广泛。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区域特征明显，季节性和阶段性特征突出，灾害共

生性和伴生性显著。极端高温高发区较集中，干旱分布广泛，极端

强降水多发于南部，台风登陆时间集中，沙尘暴季节性明显，霜冻

及寒潮北强南弱，大风区域性特点突出。

近６０年来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了显著变化，高温日数和

暴雨日数增加，极端低温频次明显下降，北方和西南干旱化趋势加

强，登陆台风强度增大，霾日数增加。我国各主要类型极端气候事

件频率和强度变化十分复杂，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极端气候变化特点

表现出明显差异。在全国范围内，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与气温相关的

极端气候事件上；在区域尺度上，各种与降水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

频率和强度也出现一定变化。近半个世纪里，影响我国的寒潮和低

温事件频率和强度有下降趋势，北方地区冬半年寒潮事件发生频次

明显减少，东北地区夏季低温冷害事件频率趋于下降；异常冷夜和

冷昼天数、霜冻日数量一般显著减少减弱，偏冷的气候极值减小；

与异常偏暖的相关暖夜、暖昼日数一般明显增加，但全国范围内极

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没有明显增多，西北、华北和东北南部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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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增加，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上世纪９０年代后趋于增加。

目前，我国主要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有增有减，极端气温出

现了比较协调一致的变化，异常偏冷事件明显减少减弱，而异常偏

暖事件有所增多增强。极端气温的变化与平均气温上升趋势存在密

切联系。我国极端降水特别是极端强降水事件频率变化具有明显的

区域差异和季节差异，但极端强降水事件强度似乎有普遍增加趋势。

极端强降水事件频率变化趋势与总降水量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登

陆和影响我国东南地区的热带气旋频数趋于减少，北方地区的沙尘

暴事件和东部的雷暴事件发生频率也明显趋于减少减弱。

二、极端气候事件对森林的影响———以２００８年特大冰暴

为例

２００８年初，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给中国南方地区造成了巨

大的自然灾害。共有１９个省 （市、区）累计超过１亿人口受灾。根

据国家民政部的统计资料，这场灾害共造成１２９人死亡，４８５００间

房屋倒塌，１６０万间房屋受损，累计１７０万人口受重灾，６９０万头牲

畜冻死，直接经济损失２２３亿元。

本次冰暴对森林以及自然植被影响巨大，既有单株冰冻折枝也

有整片森林倒伏。林冠受损影响到森林环境 （包括光照、温度、土

壤养分和水分），这些变化有可能深刻地影响到地下生态系统和生物

群落的生长发育。２００８年特大冰暴影响到１３７０个县、２１４０个国有

林场和１２６０个自然保护区，共涉及１９个省 （市、区），累计有１

９４１万ｈｍ２的林地受灾，占全国森林面积的１０％，占受影响的１９个

省 （市、区）森林面积的１６％。这次灾害损失林地３０５万ｈｍ２，损失

蓄积量３４亿 ｍ３，占全国蓄积量的３％，占受影响的１９个省 （市、

区）森林蓄积量的５％，受灾森林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８４３亿美元。

这次冰暴影响区域属于我国重要生态区，具有较好的生态条件

和较高生物多样性。冰暴严重损害了森林树木和其他植物，引起森

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发生巨大变化，生态系统结构的破坏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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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系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降低了系统生物多样性。

由于森林林冠丧失，树木翻蔸引起的土壤松散，因此在降水期

间，山坡坡面土壤更容易流失。本次冰暴中受损严重的人工林大多

为杉木、松林或者竹林，这些林分上层林冠稠密，郁闭较好，林下

植被稀疏，一旦遭受冰暴袭击，更容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水源

涵养能力下降。

森林被广泛认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对大气

碳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冰灾造成森林立木蓄积量大幅下降，森林覆

盖率下降。林地上残留大量的残体和凋落物，可能使森林从碳汇大

规模地转化为碳源。由于森林现存生物量的减少，碳库急剧减少。

同时，由于森林内立木和其他植物的损失，以及保留的植物被冰暴

造成的伤害，森林的固碳能力大大削弱了。

森林树木和灌丛受到冰暴袭击后，在林地上留下大量的木质残

体和凋落物。冰暴造成受损森林地表可燃物比未受损森林高３２８１

倍，最大地表可燃物载量高达１４２８２ｔ／ｈｍ２，火灾风险大大增加。同

时，冰灾造成防火设施，如防火沟、防火林带、通信线路、电力线

等大规模的损坏，削弱了森林火灾的监测预警能力，以及通讯和急

救指挥系统，造成潜在的火灾风险上升。

冰暴也增加了森林病虫害的爆发风险。冰灾造成大量树木受伤，

阻碍了树木的生长，削弱了其对疾病的抵抗力，容易导致溃疡和腐

烂等疾病的发生。大量木质残体和凋落物遗留在林地上，为白蚁和

蠹虫等昆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再加上树木生长势被削弱，极易

引起害虫的爆发。

三、极端气候事件的林业应对

目前，在林业灾害应对体系中，在森林防火方面比较完善。例

如在浙江省，基层林场和林业乡镇都配备了专业的森林防火队伍，

每年都有不少的预算提供资金支持，火灾远程监控、防火 （救火）

设施 （如防火林带、防火道、防火车辆、蓄水池、监测塔、灭火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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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等）、人员培训等都比较完善，森林防火的职责已经提高到政府层

面，林区各级政府官员对此都十分重视，因此，成效显著。

其次，森林病虫灾害防控方面也比较好。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均设立相应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国家科技部门也投入较多资

金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基础建设和应用研究、病情虫情预测与预警

等，应该说，对森林病虫灾害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对林业气象灾害的防控方面，几乎没有相应的保障体系，尤

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各种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度和烈度越来越大，

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面临新的考验。例如，２００８年极端低

温冰冻灾害造成林业重大损失，引起长期的生态破坏；２０１３年南方

干旱，大量人工林被毁，同时由于林木抵抗力下降，造成大量次生

灾害，如病虫灾害、火灾等。

对于林业气象灾害的社会保障机制，林业保险不失为一种选择，

但是目前的林业保险还非常少，这方面的案例不多，主要原因可能

有：保险公司方面，林业保险产品开发难、产品少等；需求方面，

林农保险意愿低、保险意识差、损失评估有难度。

在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方面，除了急需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外，

还必须在森林经营和管理技术等方面引起高度重视。

（１）考虑到未来气候的不确定性， “适地适树”应该一直是植

树造林优先考虑的主要标准。“适地适树”被认为是传统森林营造的

基础，是树木正常生长和实现预期产量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标准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森林营造中显得更为重要，这对于树木能否在

极端气候扰动下生存起着关键作用。大量研究表明，森林对极端冰

雪损害的抵抗力随物种和立地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我们的研

究中，海拔５００ｍ处的林分受损率几乎是２５０ｍ处的两倍，损伤主要

是由折干和折冠引起的。海拔６５０ｍ处折干率也是３２０ｍ处的两倍，

表明一些人工林受冰暴损害的严重程度对海拔非常敏感。在中国亚

热带高海拔地区进行造林绿化前，应对冰暴损害带来的风险进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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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评估。

（２）在气候敏感地区应推广混交复层林。与人工纯林相比，混

交林具有多物种组成和复层结构，面对自然干扰时，表现出较高的

稳定性。在我们的研究中，尽管天然阔叶次生林分在冰暴中受到了

广泛的损害，但是其损害主要表现为弯曲 （５６３１％），这并不会对

森林结构造成持续的损害。Ｓｃｈüｔｚ等人也报道了混交１０％阔叶树或

道格拉斯冷杉等阔叶松柏类的云杉林，大大降低了冬季风暴洛萨的

敏感性。我们可以在造林一开始就营建混交林，也可以在抚育阶段

逐步实现。

（３）在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的地区，如计划用外来物种进行

大规模造林时，应对风险进行谨慎评估。外来物种或品种通常是由

于预期产量高和经济效益好而引入的。然而，数天的极端自然灾害

可能会破坏几十年培育的全部人工林，从而在经济和生态上造成严

重损失。在２００８年冰暴中，国外松 （湿地松和火炬松）比乡土松树

（马尾松）受到更多的损害，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桉树几乎被彻底毁

灭。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高产量，也要考虑到对极端事件的抵抗

力。作为一般原则，在大面积种植人工林时应优先考虑当地乡土

物种。

（４）对以生产木材为目的的人工林应及时进行疏伐或择伐。疏

伐，一种在中国人工同龄纯林中常见的措施，通过刺激保留的枝干

生长得更加坚实来增加对冰暴的抵抗力。许多研究已经发现，林分

疏伐比不进行疏伐表现出较低的冰暴脆弱性。疏伐的林分在受到冰

暴干扰后，恢复也更快。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年或成熟树木是更容

易遭受严重损害的类型。因此，适时择伐成熟或过熟的大径级立木，

可能是以木材生产为目的的人工林的良好管理模式。这一措施不仅

有助于增加经济收入，而且还能避免不可预测的极端扰动带来的潜

在损害。

（５）非木质林产品的利用也需要在对极端气候事件风险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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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评估之后进行。在世界范围内，非木质林产品为林农提供了持续

的收入来源，是避免森林滥伐和促进森林恢复的必要条件。但是，

非木质林产品的开发不应以增加风暴等自然干扰破坏风险为代价。

松脂是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非木质林产品之一。与那些

正常条件下的松树相比，进行采脂的松树遭受的伤害要大的多。在

极端事件中，过度提取松脂会严重危害树木的生存能力。采脂通常

会导致茎干上的树皮被过多切割，几乎有近一半的茎干树皮被切除。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过度的切割可能不会导致树木的死亡，但会削

弱树干机械性能，降低对冰暴的抗性。因此，对非木质林产品进行

可持续利用的规划应该是森林资源可持续管理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以适应极端事件的风险。即使采脂不能在松树人工林中完全

禁止，至少可以使用新的采脂方法。以钻孔方法代替树皮环切方法，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钻孔方法是在松木的木质部钻孔，以减少对茎

干的物理和生理损害。此外，即使钻孔未达到木质部，通过使用烯

烃诱导，也可以保持松脂产量稳定，从而减少对松树茎干的物理损

伤。随着采脂技术的改进，有助于非木材产品的额外经济收入与极

端条件造成的严重损害之间找到平衡。

（６）在冰暴发生之后，抢救性采伐应谨慎进行，以减少对森林

恢复过程的进一步干扰。抢救性采伐是一项在森林中采收那些因冰

暴、火灾、昆虫爆发或风倒等自然扰动而发生倒伏树木的措施。尽

管这样的抢救性采伐被广泛接受，但是否应该进行，以及采取何种

做法，是存在争议的。抢救性采伐可以帮助减少森林火灾、森林害

虫和疾病的风险，将经济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对于２００８年中国冰

暴等特大自然灾害，在灾后恢复措施中应采取折中的策略。我们的

研究表明，尽管天然林受到的冰暴损害和人工林一样的广泛，但是

其损害主要表现为较低的严重程度，如弯曲、倾斜和折枝。这些受

损类型的树木预计会存活下来。因此，大规模的后风暴干预似乎是

没有必要的，在这片森林中不建议进行抢救性采伐。在天然林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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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进行抢救性采伐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通常生长在生态敏感区，

无法承受二次扰动。第三个原因是阔叶次生林通常位于海拔较高的

地方或偏远地区的山顶上，伐木工人很难接近，这将增加抢救性采

伐的成本。对于以木材生产为目的的人工林，林分结构在这场冰暴

中几乎完全破坏，因此，适当的人为干预可能有助于促进它们的恢

复。在进行抢救性采伐时，应该集中于在极端事件后几乎肯定无法

存活的严重受损的树木。

总之，为了应对极端气象灾害对林业的影响，有必要在制度设

计、林业管理、森林经营等各个层面引起重视，要在林业发展战略

制定、林业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林业气象灾害科研投入、灾害应急

机制、林业保险推广等方面投入更多资金。

注：因本刊版面所限参考文献略。

中国老教协林专委 《通讯》举行２０１８年度编委会扩大会议

２０１９年３月６日，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 《通讯》２０１８年度编委会扩大会议
在北京林业大学举行。中国老教协林专委主任朱金兆、副主任兼秘书长王乃康莅临会议进

行指导，特邀 《通讯》撰稿人、审稿人刘于鹤、黄铨、侯元兆、王天佑等专家代表参加会

议，第三届编委会委员１５人出席会议。
会议由 《通讯》编委会主任宋闯主持，编辑部主任郑槐明作了工作总结，他从工作进

展、０１工作成效、存在问题和新一年工作思路等４个方面对 《通讯》２０１８年的工作进行了
全面总结。

原林业部副部长刘于鹤在会议上指出，许多领导和专家都认为 《通讯》这个刊物办得

不错。目前，面临编辑部人员、撰稿人年龄大以及经费等问题，应动员年轻人参与，取得

各单位支持，将 《通讯》持续办下去，为专家建言献策提供平台。林科院盛炜彤研究员、

北林大沈瑞祥教授、国家林草局黎云昆原司长、林科院侯元兆原所长、北林大陈谋询教授、

林科院黄铨原所长等领导和专家均在会议上对 《通讯》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在撰稿内

容拓展、网络传播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中国老教协林专委主任朱金兆教授代表林专委就 《通讯》工作如何紧跟形势、应对当

前困难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编委会主任宋闯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衷心感谢为 《通讯》积极

撰稿以及帮助审稿的各位专家和领导，感谢各位编委、编辑的辛勤工作，感谢为 《通讯》

提供经费支持的单位，感谢中国林科院科信所在办公用房、设备以及网络传播等方面给予

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尽管当前的工作面临不少困难，压力也很大，但还是要继续坚持

《通讯》的办刊宗旨，主动依靠、争取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帮助，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使 《通讯》这个平台在建言献策方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会议期间，与会全体人员参观了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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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林业知识服务现状与展望

王忠明

大数据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

征。在大数据时代，每个人的工作都会涉及到大量的数据，通过人

力或现行处理工具，在合理的时间和成本范围内，难以实现对相关

数据的有效选取、管理、分析和处理，需要专门的知识库和知识服

务系统作为支撑。知识服务是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的深化，是信息

管理、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综合集成的一种服务。大数据知识服务

是为适应信息服务业智慧化、协作化和泛在化的发展趋势而衍生的，

是一种基于网络以解决结构化、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多维度处

理的信息服务新模式。它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采用一定的技术工具

提取与挖掘知识的发现过程，强调用户参与和群体协同，是面向不

同知识层次的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强调知识分享和知识创新。在互

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知识成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传统的信息服务

已经不能满足用户需求，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知识服务将在当代信息

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林业大数据整合与知识库建设

数据资源是大数据知识服务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中国林科

院科信所１９８５年开始从事林业科技文献数据库建设，系统收集和整

理国内外与林业相关的主要科学数据和文献资料，建成了８０多个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林业科技信息数据库群。１９９８年建成并开通的

《中国林业信息网 （ｗｗｗｌｋｎｅｔａｃｃｎ）》，已运营２０年，是林业行业

大型综合性网站，已成为林业行业中信息量最大的权威性行业网站，

实现了林业信息资源的汇聚，建成了林业行业的云数据中心。同时，

大力引进国内外林业数字化资源，截止目前，中国林业数字图书馆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信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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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引进了２６个国内外林业数据库，其中全文数据库２３个，文摘库３

个，建成了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数据和超星等７个镜像站点

和网络版授权访问资源。通过购买、采集、自建等多种方式，汇聚

整合了一定规模的林业专业资源，构建了 “集中 ＋分布”的林业大

数据知识仓储，建成了统一资源整合服务平台，解决异构林业数字

资源的整合和检索问题，为用户提供 “一站式”检索服务。

近年来，在中国工程院的支持下，建成了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

心的林业分中心———林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该系统以林业工程及

相关学科的科学数据和文献资源为主，在已建林业数据库资源的基

础上进行数据的规范化加工，整合林业行业丰富的科学数据和信息

资源，完成了４大类４５个数据库１１００多万条数据的整合工作，建

成了林业科技大数据知识仓储，构建了林业领域的知识词库系统。

林业主题词和同义词库系统按林业学科组织，包括国家、中国行政

区划、林业机构的全称、缩写、历史名称变更以及树种、花卉、动

物、植物、昆虫、病虫害、主要林业术语等的异名词和别名词等。

按照上位词、下位词、同义词、英文名、拉丁名组织，实现语义检

索，形成知识图谱。

二、林业知识服务平台构建

大数据时代的知识服务需要集成化的知识服务平台支撑。知识

服务平台是大数据时代知识服务的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

和设计，搭建合适的平台架构，选择合理的建设模式，适应知识服

务的领域和规模要求。

林业知识服务平台是一个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获取、存储、

组织、分析、资源和服务共享与协作的智慧平台，采用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ｅａｒｃｈ

分布式全文搜索引擎技术和 ＳｐｒｉｎｇＭＶＣ框架，搭建了系统服务器集

群。系统具有林业知识的深度搜索、学科导航、知识链接、大数据

分析、知识图谱和可视化分析等服务功能，实现了基于语义关联的

林业知识发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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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搜索”检索系统致力于帮助用户精准发现、获取与沉淀学

术精华，提供强大的检索、实时分组和统计分析能力，通过一次操

作可得到多次聚合的结果，自动排序。依托主题词表，构建了多维

度、多层次、内容深度关联的知识组织脉络；支持检索结果的细化

分层和多维聚类，帮助用户在海量资源中快速定位最佳匹配结果。

为用户从整体上掌握学术发展趋势，洞察知识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

关系，发现高价值学术文献，激发创新灵感，提供高效而权威的学

习和研究工具。系统支持统一检索、高级检索外，特色是同义词、

上位词、下位词检索功能。实现检索结果的实时文献计量统计和可

视化展示，检索结果能够以曲线图、柱状图、饼图等多种方式展示。

动态生成和展示检索主题的相关图谱包括：主题词图谱、相关关键

词图谱、相关著者图谱、相关机构图谱、著者图谱、机构图谱等。

中国林业信息网、林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等１０多个网站共享统

一的数据库资源和用户身份认证系统，实现了林业各平台数据的有

效打通和共享。各平台有独立ＷＥＢ服务器对外运行，底层数据资源

共享数据库服务器资源，保持数据更新与维护的一致性。网站、微

信公众号和移动端统一对外提供信息服务。

三、林业知识服务模式优化和创新

大数据知识服务强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由用户需求驱动，核

心是满足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知识服务产品开发要根据不同知识

内容、不同用户、不同应用场景，选择不同的知识产品形式和运营

模式。

（１）基于语义关联的知识发现服务

林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采取公共用户、手机实名注册用户、入

网用户和授权ＩＰ用户４类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国家林草局、主要林

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经团体入网的授权ＩＰ用户，系统会自动检

测并登录，共享网上林业数据资源，为用户提供了全面、便捷、智

能多维度的林业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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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面向特定需求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林业统计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对国内外林业统计数据进行可

视化分析和地图展示，满足了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包括：中国森

林资源清查数据、中国湿地资源调查数据、荒漠化和沙化调查数据、

中国石漠化调查数据、野生大熊猫调查数据、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

数据、世界森林资源数据、世界森林碳汇数据、国际重要湿地数据、

世界林产品贸易数据、中国自然保护区数据、中国林业产业类数据、

中国森林灾害类数据、中国林业投资类数据、中国林业生态工程类

数据、中国乡村林业类数据等。

林业ＧＩＳ应用，接入天地图矢量地图、天地图遥感影像，实现

底图切换管理，共享接入林业专题图、各类林业统计数据的 ＧＩＳ展

示和统计分析、各类矢量型林业特色机构的 ＧＩＳ定位、查询与展示

（包括：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城市、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名录、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等）。

（３）基于深度融合的林业情报分析服务

开展世界林业发展动态跟踪、林产品进出口数据分析和专利预

警分析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建成世界林业科技发展动态

跟踪分析平台，实时监测１２０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最新林业政策、

科技前沿、专利技术和林产品贸易等方面的最新动态信息，开展世界

林业发展动态跟踪分析服务。

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技术，从海量、异构、分散的专利

数据中挖掘和分析隐含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实时监测和分析国内外

林业重点领域的专利动态变化，增强知识产权预警能力和应急机制，

为政策制定、技术创新提供信息支撑。选择林业行业容易遭到国外

专利壁垒的重点林产品领域，以及林业科技创新前沿领域，采用定

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聘请行业专家参与，根据数据分析结

果结合专家意见，形成研究结果。现已完成４０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

分析研究，出版专利分析报告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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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针对特定主题的专题知识服务

专题页面定制功能模块，快速生成专题知识应用。通过后台配

置与某一专题相关的关键词、学科分类和数据库等要素，实现专题

数据的自动抽取和聚类，可灵活配置专题页面的布局和样式，图文并

茂地展示该专题的数据资源。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实现了专题各类数

据资源的有效打通、统一管理、知识关联和可视化展示。一个专题

也是一个独立网站，每天晚上同步更新。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木

材安全、知识产权、院士专题和中国林科院机构知识库等专题知识

应用已上线运行。

一带一路林业专题从林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中实时抽取和整合

了一带一路沿线６５个国家的林业数据资源，包括：动态、文献、树

种、湿地、森林资源和林产品贸易等数据，专题数据量达到 ５２万

多条。

快速构建机构知识库。从林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中实时抽取和

整合了中国林科院建院６０年来的产出成果，包括：期刊论文、ＳＣＩ

收录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成果、获奖成果、推广成果、申请专利、

制定标准、软件著作权、授权植物新品种、林科专家等数据，并进

行数据统计和可视化分析，建成了中国林科院机构知识库。针对任

何一个机构、学科团队、知名专家均可快速构建自己的知识库和网

站，实现自动采集、更新和可视化分析。

四、林业知识服务特色产品

开通 “林业知识服务”微信公众号，跟踪世界林业科技前沿，

每周发布原创的林业科技前沿文章。关注 “林业知识服务”微信公

众号，可使用我们面向用户开发的２个知识服务特色产品：林业搜

索ＡＰＰ应用和树木识别微信小程序。

（１）林业搜索ＡＰＰ应用

采用微信公众号接口技术，开发了基于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的

移动端应用—林业搜索，提供移动设备的 “一站式”检索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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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推荐、位置、成果、标准、专利、期刊、动态、专家、机构、术

语、法规、植物新品种、动植物资源、林木良种等１２类数据资源，

提供统一搜索、知识链接和原文获取 （标准、专利）。移动端 （林业

搜索）与网站底层数据同步更新，用户可在线检索网站数据库中的

数据，每日更新，免费获取，使用更为便捷和高效。

（２）树木识别微信小程序

以海量植物分类图片为基础，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机器学习

自建模型图库实现树木植物的精准识别，只需拍摄树木、花卉等植物

的花、茎、果、叶等部位，即可快速识别植物。能识别中国野生及栽

培植物３０００属，近５０００种，几乎涵盖身边所有常见花草树木，把最

完整的树木植物信息呈现给用户，为用户提供实时信息服务。

五、展望

近年来，林业行业充分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云计算、数据

挖掘与可视化技术，整合林业行业丰富的科学数据和信息资源，构

建了林业科技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为林业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提

供了信息支持，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林业知识服务的主要任务和

前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推进林业科学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加强林业基础数据的采集和整合，建设林业基础知识库系统，

推进林业科学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建立国家林业科技报告制度，

汇集国家林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各类科学数据和科研报告，形成统

一汇交和整合服务平台，保持科研工作的连续性。探索开展基于大

数据的用户行为分析研究工作。

（２）建设国家林业科技信息共享平台

以高效服务科技创新和现代林业建设为目标，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优化林业科技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整合林业行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的各类文献和数字资源，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

视化的国家林业科技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林业科技信息资源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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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建立以科研用户为中心、面向全国林

业行业的数字资源网络服务体系，提供面向科研一线的林业数字资

源保障与服务，面向个性化需求的分布式知识化信息服务，实现国

外８０％、国内９５％以上各类林业科技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共享，提高

林业行业的科技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水平。

（３）建设国家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平台

筛选优秀林业科技成果、林业专利和授权林业植物新品种，建

立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项目库，建成国家林业科技成果和知识产

权交易服务平台，实现供需对接，项目评估和动态交易，提高林业

科技成果的转化运用能力和水平，推动林业产业转型升级。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知识服务将更加注重与用

户潜在需求之间的智能响应，将以更智慧的方式进行知识传播和决

策服务。以林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为基础，我们将不断推动林业科

技大数据整合和知识服务创新，全面推动知识服务与科技创新的深

度融合，推动知识服务向智能化、便捷化、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

木兰林管局成功引进近自然经营管理系统

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承担的 “基于近自然森林经营的森林资源

管理系统”引进项目，日前通过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的专家验收。项目实

施的主要内容是引进德国的森林资源管理系统软件，以此为基础，根据我国国

情和木兰林管局森林资源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应用，形成我国的森林近自然经营

分析决策系统。

经过对引进软件系统进行修改、汉化、开发，项目目前已形成一套适合我

国国情、简便易用、科学高效的森林资源管理系统软件，具备分类、汇总、计

算以及辅助经营决策等功能，能满足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森林资源的林分类型、

多样经营措施、多层面的统计要求，可为森林经营、有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新软件系统编案指南推广功能，木兰林管局已为１２个林场１０７万公顷森

林编制了 《森林经营方案 （２０１５－２０２４）》并通过了专家论证，为全国国有林

场开展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摘自 《中国林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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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林近自然经营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Ｓｐｉｅｃｋｅｒ著　胡雪凡编译

一、人工林和原始林

原始林是由本土树种天然更新形成的，没有明显的人为痕迹，

生态进程没有受到明显干扰。原始林所占比例为３２％。

所有其他的森林都受到了人类强烈的干预。

———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森林都由于这些人为干预而退化。

———人工林面积增加 （７％）。

二、近自然森林经营

１“近自然森林经营”是一种新方式吗

“近自然森林经营”在德国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了。最近这

个主题变得更为流行了，因为：人工林受到的生物灾害和非生物灾

害增加。人力成本越高就越要求更好地利用自然进程。

２“近自然森林经营”意味着什么

近自然森林经营适用于多种生态环境，可用来达到多种经营目

标。因此，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近自然经营措施。

３“近自然森林经营”的原则

（１）树种组成　适应立地条件的树种 （通常是本土树种）。

（２）森林结构　生态稳定性 （混交，多样性）（一般认为恒续林

比较好）。

（３）森林经营　利用自然进程自我调节 （例如天然更新、自然

整枝等）。

４“近自然森林经营”共同点

（１）混交林。

作者简介：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Ｓｐｉｅｃｋｅｒ，中林联林业智库专家、德国弗莱堡大学林学院森林生长

研究所所长、国际著名森林经营专家；胡雪凡，中林联林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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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异龄林。

（３）恒续林。

（４）以单株木为导向的经营。

（５）天然更新。

（６）生产周期长。

（７）保留一些枯死木。

三、“近自然森林经营”与 “多功能林森林经营”

１两者的区别

（１）“近自然森林经营”描述的是方法，不是目标。

（２）“多功能森林经营”取决于目标。

（３）“近自然森林经营”通常被用来达成多个目标。

（４） “近自然森林经营”需要根据特定的立地条件和经营目标

来调整。

２将近自然森林经营应用于多功能林业后，德国的森林发生了

什么变化

混交林的比例增加到了７６％；天然更新的比例达到了９０％。每

公顷的森林中有超过２０ｍ３的枯朽林木。平均年龄为７７年，２４％的

年龄大于１００年，１４％的大于１２０年。

图１　天然更新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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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进程与人为干预

只利用自然进程的话可能不能保证实现我们的营林目标。为了

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有时候需要人为地改进自然进程。例如：

调整树种构成：如果当前树种并不是适应立地条件的，而天然

更新的树种又不适合，就需要进行人工更新。

稳定林分结构：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密度较大的均质林分的

话，就需要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来使得林分结构更为稳定；如果我们

想将一个同龄林转变为恒续林，那么可能需要强度择伐。

提高产品价值：恢复退化的森林。有一些树木竞争力不强，但

是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那么就需要采伐其竞争者并采

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比如修枝。

五、在自然进程中加入干预措施可以使森林更适应于变

化的环境

１生态环境变化

（１）气候环境的变化：包括一些极端气候 （霜冻、风暴、冰雪、

干旱等）。

（２）生物环境的变化：植物、昆虫、害虫以及疾病入侵。生物

和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在一场风暴灾害后爆发了蠹虫

危害。

２日益变化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环境

例如：不断变化的市场、人力成本、采伐和集材技术、价格等。

森林所有者和社会的价值和目标的变化。

３经营目标 （林主的、社会的）

目标根据立地条件、森林权属、传统、与城市的距离等因素来

变化，并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现在我们应当考虑怎么适应并缓解气

候变化）。

六、近自然林业的生态影响

１针叶林中的营养平衡：通常呈酸性，营养循环减慢，有机质

堆积。针叶林中下面几项风险较高：风、雪、蠹虫、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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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利用自然进程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并且提高适应能力。

３混交林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

４增加树种的生长年龄，可以通过自然进程来降低人为干预强

度；增加碳储量；增加树木径级和价值；维持土壤肥力；增加生物

多样性，但是可能会增加风暴和真菌入侵的危险。

欧洲的政策是鼓励生物多样性和近自然的森林经营，延迟收获

和改变森林类型。

七、近自然林业提供了很多优势

１利用自然进程。

２利用自我调节机制从而降低了人为干预的强度。

３可持续的，经济性较高。

４许多情况下森林的健康和稳定性都得到了提升。

５应用恰当的话可以服务于多重目标。

八、近自然林业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１需要采取一些人为措施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２熟知森林的长期动态才能制定需要的干预措施。

３要适应于特定的环境、技术和社会条件。

因此管理者和决策制定者需要有广泛的扎实的跨学科知识。林

业教育也应该注重这方面。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选送的圆劳模王银吉治沙梦项目

荣获 “２０１８年度公益项目奖”

　　１月１４－１５日，由我国大众媒体联袂发起的２０１８第八届中国公益节暨

“因为爱”２０１８致敬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选送的圆劳

模王银吉治沙梦 （项目）荣获中国公益节颁发的 “２０１８年度公益项目奖”。甘

肃武威市凉州区全国劳动模范王银吉一家，为保护家园，在风沙肆虐、我国流

动速度最快、生态最为脆弱和治理难度最大的全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

边缘，坚持１９年志愿压沙造林８０００亩。 摘自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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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郁闭度有利于木材生产

和林下植物多样性保护

———以宁夏六盘山华北落叶松人工林为例

王彦辉

为满足对森林多种服务功能不断增加的社会需求，实现森林服

务价值的整体优化，需调整森林结构以平衡那些具有竞争关系的服

务功能。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王彦辉研

究员及其团队，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５０４６０２，

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１６０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４１２３０８５２、４１３９０４６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ＱＣＹＬ－２０１８－１２）、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宁夏六盘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和森林生态环境重点

实验室支持下，于六盘山地区探索了能平衡人工林相互竞争的两个

服务功能：木材生产和林下植物多样性保护 （表示为林下植物种

数）的优化管理技术。利用８２个华北落叶松人工林样地数据，耦

合并确定了描述林分结构随林龄增长的逻辑斯谛模型和随林木密度

变化的幂函数方程，量化了林下植物种数随林冠郁闭度和密度的变

化。研究表明：随密度增加，单株材积减小，但林分蓄积增加；林

下植物种数随郁闭度升高而增大，在郁闭度０６～０７时最大，然

后迅速下降。为同时维持较高的林下植物种数和木材生产，应保持

与最佳郁闭度 （０７左右）相对应的适宜林木密度。这在华北落叶

松人工林为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年生时分别为２６００、２０００、１６００、

１２５０、１０００株／ｈｍ２。虽然这里只考虑了两种主要服务功能，但建立

的优化管理方法可指导人工林多功能管理和供未来继续深入研究参

考。此结果以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ｖｅｒｓｔｏｒｙ

作者简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环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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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ｂ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ｐｌａ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ｌａｒｃｈ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为题，在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发表在同属

土壤、环境和农林科学顶级期刊 《Ｌ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影响因子７２７０；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０２／ｌｄｒ３０７０），标志着我国

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一、需要平衡人工林的木材生产和林下植被保护功能

为应对天然林减少并恢复退化环境，造林在全球受到广泛关注，

但传统人工林管理以乔木层木材生产最大化为唯一主要目标，未考

虑森林多种服务功能的均衡供给，不能满足日益增长对森林多种服

务功能的社会需求。因此，传统森林管理正转向为多功能导向的

管理。

林下植被是森林的重要组分，与森林的健康稳定、多种服务功

能 （侵蚀控制、碳固存、水文调节等）、树木天然更新、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密切相关。然而，在传统人工林内，存在木材生产与林下植

被保护的激烈竞争，以木材生产最大化为导向的经营方式带来了林

冠过密和许多相关问题，如林下植物多样性和盖度极低、天然更新

很差、立地质量退化、服务功能降低等，需要改造为具有充足林下

植被和幼树的复层林，以同时满足优质木材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

长期生态系统稳定和生态服务功能更高等多重要求。然而，对是否

存在和如何实现木材生产与林下植物多样性保护权衡的技术仍存在

争议，需要理解和量化林下植物种数对林分密度和郁闭度的响应。

基于模型预测，可更准确地确定能平衡木材生产与林下植物保护的

管理方案。对同龄人工林，林木密度是直接影响木材生长和树冠郁

闭度的关键因素，并主要通过改变林下微气候而间接影响林下植物

种数。因此，理解和量化林下植物种数对林分密度和郁闭度的响应

是十分重要的。

二、以宁夏六盘山华北落叶松人工林为例开展的研究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我国北方大量营造了华北落叶松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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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其中宁夏六盘山地区是从１９８２年开始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森林

覆盖率和木材产量。宁夏六盘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从２０００年

以来较多研究了华北落叶松人工林的木材生产、碳汇和水文调节等

单个服务功能，但很少研究林下植被对林分密度和郁闭度的响应，

需探索如何优化林分密度和郁闭度的多功能综合管理。本研究试图

在定量评价林龄和密度对树木生长、材积、郁闭度和林下植物种数

影响的基础上，找到能平衡木材生产与林下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定量

决策技术。

研究地点主要是在宁夏六盘山香水河小流域，海拔２０６０～２９３１

ｍ，为暖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年均气温５８℃，年均降水量７７１ｍｍ。

小流域内以从风化的砂质泥岩、页岩和石灰岩发育而来的灰褐土为

主，面积占９０％以上，富含石砾。小流域森林覆盖率７２９％，主要

为华山松、白桦、红桦和山杨组成的天然次生林；人工林覆盖率

２３６％，其中７０％是华北落叶松人工林。

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调查了８２个华北落叶松林样地，包括海拔、

坡度、坡位和坡向等立地特征，林冠郁闭度、所有胸径≥５ｃｍ树木

的树高和胸径及密度、林龄等乔木层指标，以及林下灌木层和草本

层植物的种类、数量与高度等。基于调查数据，计算了各样地的乔

木层木材蓄积量、灌木层和草本层的植物种类数量及３个常用的生

物多样性指数 （物种丰富度指数、辛普森指数和香浓 －维纳指数）；

拟合了林分郁闭度和平均胸径及树高随林龄增长的逻辑斯谛模型和

随林分密度变化的幂函数。

在如何平衡木材生产和林下植物多样性保护这两个功能的分析

中，采用的原则是：通过适当调整林分密度 （郁闭度），既保持较高

的木材产量，又保持较高的林下植物种数。具体步骤是：（１）分析

林木生长、木材产量和林冠郁闭度随林龄和林分密度的变化，建立

反映林龄和林分密度影响的耦合模型；（２）基于描述林下植物种数

随郁闭度变化的回归曲线，确定能维持较大林下植物种数的最佳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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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度范围；（３）基于对模型计算的不同林龄和密度时的林分郁闭度、

蓄积量和林下植物种数的比较，确定随林龄变化的适宜密度，以平

衡木材生产和林下植物多样性保护。

三、林分密度和林龄对林分生长指标的影响

利用１９９８年以来因长期禁伐而出现的许多过密林分数据的上边

界线，定量描述了华北落叶松人工林的最大林木密度随林龄的变化，

如在林龄为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和 ３５年生时分别为 ２７００、２４００、

１９００、１５００和１３００株／ｈｍ２。

分析了林分生长指标调查数据随林龄和林木密度变化的上边界

线，表明树高和胸径生长很好地符合林龄的逻辑斯谛方程和林分密

度的幂函数，即树高和胸径随林龄增长而增大，但在一定年龄阈值

后渐趋平稳，且随密度增加而减小。在确定了响应函数类型后，利

用实测资料拟合了林分树高和胸径生长模型的参数。然后利用拟合

模型的计算结果，评价了生长指标受林龄和密度的影响，表明树高

和胸径及单株材积生长主要受林龄控制，而不是密度；但林分蓄积

量受密度影响比受林龄影响更大，在任何林龄时都随密度增加呈近

线性增大，只是其增大速率在 ３０年生以上时随林龄增加而明显

下降。

最直接影响林下植被的林分结构特征是林冠郁闭度。因此，基

于调查数据分析了林冠郁闭度随林分密度和林龄变化的上边界线，

表明逻辑斯谛方程和幂函数分别适用于描述郁闭度随林龄和密度的

变化。然后，用实测数据拟合了模型参数，并据此计算了郁闭度对

密度和林龄的响应，表明在研究范围内，郁闭度主要受密度影响，

而受林龄影响较小且均匀。

四、林下植物种数随林分密度和郁闭度的变化

在林下植物调查中发现了５２种乡土植物，含１６个灌木和３６个

草本，属２０科和４５属。最常见的有冰草、青蒿、艾蒿、小檗、大披

针苔草、细叶苔草、中华野草莓、稠李、野李子、刺五加、峨眉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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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悬钩子、华北风毛菊、荚
#

。

灌木层和草本层的３个生物多样性指数均随林分密度升高表现

出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但其在变化速率、最高生物多样性指数和

对应林分密度上差异很大，难以用于管理决策。因此，后面分析中

仅考虑了密度和郁闭度对林下植物种数的影响。

分析表明，随林分郁闭度增大，林下植物种数先迅速增加，直

到郁闭度０６～０７时达到最大，然后迅速下降，到林冠完全郁闭时

接近于零。建立了林下植物种数随林冠郁闭度变化的回归曲线方程，

以用于木材生产和林下植被保护的权衡分析。基于本研究结果，从

维持尽可能较高的林下植物种数的角度出发，建议将林冠郁闭度控

制在０６～０７的最佳范围内。

五、木材生产和林下植物种数之间的权衡

从２个途径确定了能平衡木材生产和林下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适

宜林分结构。第一个途径是基于３１个地块的原始调查数据，绘制了

林下植物种数与林分蓄积量随林分密度变化的曲线，在不考虑林龄

作用情况下，对木材生产和林下植物种数进行权衡。如选择在两条

曲线相交点处的密度１４５５株／ｈｍ２，对应郁闭度为０６８，林下植物

种数为２７，林分蓄积量为１６９ｍ３／ｈｍ２；如利用最佳郁闭度０６～０７

为限制，其对应密度范围为１０３２～１４７６株／ｈｍ２，林下植物种数为

２７～２８，蓄积量为１３５～１７０ｍ３／ｈｍ２。选择０６以下的郁闭度将导致

过多和不成比例的木材生产损失；为同时保持较高的林下植物种数

和木材产量，应保持郁闭度０７左右时对应的林木密度，这对本研

究中平均年龄２６年的华北落叶松人工林而言约为１５００株／ｈｍ２。

因适宜林分密度必须随林龄而变，基于模型模拟结果进行了第

二个途径的尝试。利用林龄为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年时对应最佳郁

闭度０７的适宜林分密度 （２６００、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１２５０、１０００株／

ｈｍ２），以及模型计算的林分蓄积量及林下植物种数随密度变化的曲

线，确定了相应的林下植物种数均为２５；与对应林龄的最大林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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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２７００、２４００、１９００、１５００、１３００株／ｈｍ２）相比，这些适宜林

分密度的林下植物种数分别高 １４９％、８８２％、７９２％、９１０％、

１６１３％，林分蓄积量则分别降低 ３１８％、１４０３％、１３２８％、

１４０３％、１９５５％，但木材质量得到提高。因为林分平均胸径分别

提高了 ０２３％、１１０％、１０４％、１１０％、１５９％，单株材积分别

提高了０６５％、３１７％、２９８％、３１７％、４５９％。

六、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需求

本研究提出了平衡华北落叶松人工林木材生产和林下植物多样

性保护的通用性优化管理技术，即维持与０７左右的最佳郁闭度相

对应的适宜林分密度，建立的模型和关系式可作为较精确的决策支

持工具，确定任意林龄时的适宜林分密度。但本研究涉及林龄较小

（１２～３３年生），未完全包括树木速生期，也缺乏生长缓慢的成熟期

的林分生长数据，且样地数量有限，限制着所建立模型在其他情况

下直接应用，未来还需扩大林龄研究范围，以增强模型在更大林龄

范围的预测能力。

这里建议的优化管理方案，在木材生产损失过高或存在其它限

制的情况下，可能无法实施或需继续调整。此外，土壤干旱胁迫对

旱区树木生长的限制至关重要；海拔、坡度、坡向和土层厚度等立

地因子对土壤水分均有显著作用，未来研究中应考虑这些立地因子

的影响。还有，本研究没有包括森林可提供的其他多种服务功能，

如水文调节、水源供给、侵蚀控制、固碳释氧以及与木材的数量和

质量相关的经济收益等，未来应将其纳入到人工林多功能管理的研

究与实施中。

４５



重构自然保护地新体系

韦贵红

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

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重大

举措将在中国自然保护领域带来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对于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

系统。建立自然保护地是最为有效的保护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

性的理想模式。世界上已经建立２２万个自然保护地，覆盖了全球陆

地面积的１２％。

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对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是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

于１９５６年。经过６０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包含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城市湿地公园、水利风

景区、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遗产地、沙漠 （石漠）公园、沙化土

地封禁区和种质资源保护区等１０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数量

１０３６９处，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１８％，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基

本覆盖了绝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资源，我国自然

保护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保护地建设与管理存在问题

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各类自然保护地分属环保、住建、林业、

农业、水利、海洋等部门建设和管理。有的自然保护地同时挂着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等多块牌子，在同一

块自然保护地内设立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空间交叉重叠、保护对象

重复、保护目标混乱、管理各自为政、利益冲突不断；完整的生态

作者简介：北京林业大学国有林场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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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被行政分割，碎片化现象突出。自然资源所有者缺位，产权不

明晰，所有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保护与利用难以协调，

过度开发和盲目建设造成 “公地悲剧”。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协同１３个部门联合印发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２０１７

年９月，中办、国办印发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构建

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由此可见，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在已经建立多种类型保护地，而又存在许

多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

二、实现自然保护地的统一管理

根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国家公园是指国家批准设

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

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

或海洋区域。

目前进行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多个已经建立的保护地，比

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包含２个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包含７

个自然保护区、１个湿地公园、４个森林公园、６６个国有林场，大熊

猫国家公园包含４２个自然保护区、１个自然保护小区、１４个森林公

园、５５个国有林场、１３个风景名胜、５个地质公园。

因此，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在过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就意味着，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将从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转变为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更加

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国家公园建立后，在相关区域内不

再保留或设立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对所有的自然保护地将实行统

一管理。

２０１８年３月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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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

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自然资源部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立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履行全民所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职责，将

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

业部、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

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

管理局牌子。实现自然保护地的统一管理，实行严格、系统和整体

保护。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将自然保护地纳入统一管理，将从根

本上解决空间规划与管理上的交叉重叠问题，彻底改变政出多门、

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的局面，实现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与国

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三、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未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１）优化完善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首先要理顺现有的自然

保护地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类保护地应有的保护对象、保护目标、

功能和定位。其次要研究科学的分类标准，根据标准划定各类保护

地，构建科学的保护地体系。再次要对保护与管理效能进行评估，

逐渐改变按照资源类型分类设置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改革分别设

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

的体制。

（２）尽快编制全国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确定国家公园和其他

类型保护地的总体布局。自然保护地的划定要科学、合理、适度，

按照自然资源特征和管理目标，合理划定功能和分区，实行差别化

管理。解决好自然保护地内的土地权属问题，便于今后的管理和

执法。

（３）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健全严格保护管理制度。整合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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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地相关管理职能，统一进行管理。管理机构履行生态保护、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特许经营管理、社区参与管理等职责，负责协调当

地政府及周边社区的关系。加强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做好自

然资源本底情况调查和生态系统监测，统筹制定各类资源的保护管

理目标，着力维持生态服务功能，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４）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自然保护地

监管制度，加强空间用途管制，强化对生态保护等工作情况的监管，

完善监测指标体系和技术体系，定期对自然保护地开展监测。建立

第三方评估制度，对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健

全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举报制度和权益保障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

权和监督权，管理部门自觉接受监督。强化管理部门的自然保护主

体责任，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追

究制。

（５）梳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研究制定有关国家公园

和自然保护地的法律。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是根据行政法规

《自然保护区条例》和 《风景名胜条例》建设和管理的，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区、湿地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

也是根据相应的部门规章建设和管理的。目前根据 《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总体方案》进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缺乏相应的、明确的

法律依据，需要根据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和经营的需求制定相应

的法律。自然保护地立法需要整合已有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根

据现实需求进行立法或修改。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一项长期、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坚决执行 《深化

党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齐心协力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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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国著名林业情报专家林凤鸣先生

孟永庆　徐春富

林凤鸣先生１９３０年９月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入读沈阳农学院，１９４９年１月转入哈尔滨东北农学院森林系，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大学生。当时苏联对华大量援助项目展

开，急需俄语人才，１９５０年 １２月林凤鸣先生进入军事俄文班。

１９５３年１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林业部华南垦殖局担任俄语翻

译，陪同苏联专家工作。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任林业部森林调查局俄

文翻译。１９５６年赴苏联进修一年，学习森林经理学并担任翻译

工作。１９５７年随同由农业、林业两部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访

问苏联，担任翻译工作。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在林产工业设计院从事

翻译工作。１９６６年调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情报所工

作。１９６９年下放到江西 “五七”干校劳动锻炼。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

在中国农林科学院情报所工作。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任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林业科技情报研究所森工情报研究室主任。１９９０年退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返聘继续做林产工业情报研究工作。在工作期间，

林凤鸣先生爱岗敬业，工作努力，业绩突出。他是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恢复建制后第一批晋升的研究员，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１９８５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凤鸣先生一生从事翻译和林业科技情报研究工作，尤其是在

１９７８年以后，他在林产工业、林产品市场与贸易方面研究成绩突出，

曾承担多项国际合作研究课题，带领年轻人，砥砺前行，拓展了科

信所的国际合作项目空间，为我国林产品贸易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成为我国著名的林业情报专家。

作者简介：孟永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信所研究员；徐春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科信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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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林业科技情报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林凤鸣先生与翻译有缘，早年在东北农学院军事俄文班毕业后，

就成为苏联专家的翻译。他热爱本职工作，热心翻译事业。开始做

苏联专家翻译的时候，许多专业词汇不熟悉，也听不懂，他就词典

不离身，有空就背，不懂就问。他一边工作，一边再学习，努力完

成翻译任务。林凤鸣先生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学一门会一门。他

认为外语是工作的一种 工具，多学一门外语就能多打开世界的一扇

窗，就能更好地工作，更多地了解世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

代初，我国学习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为了方

便工作，林凤鸣先生积极学习捷克语。通过努力，最后他的捷克语

水平达到既能笔译又能从事一般口译工作。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在

北京召开后，他知道自己的用武之日到了，在工作之余开始自学日

语 ，经过努力，达到了能阅览日文林业期刊的水平。改革开放以后，

他又自学英语，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能阅读英语专业资料。

正是这样，林凤鸣先生以多国语言的功底，以高度的事业心和积极

思考的精神，勤奋工作，广泛阅览外文科技文献和搜集国内外林业

发展资料，在情报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他先后主编了 《国外林业产

业政策》专著，翻译出版了 《林业经济》、《林业工作者手册》 （俄

文）等著作；参与编写 《国外林业经营管理现状》、 《国外林业概

况》、《世界林业》、《当代世界林业》、《农业百科全书》等重要著

作。此外，他先后参加原林业部的林业 “八五”和 “九五”规划以

及２０１０年规划、《中国２１世纪日程———林业行动计划》、《林业产业

政策》、《林业科技发展战略》和 《人造板工业产业政策》等林业政

策和规划的制定和编写。１９９０年开始主持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与

我国的合作研究项目 《中国热带木材的市场结构和国际合作现状及

２０００年展望》、《２０１０年的中国林产品消费及其对国际热带林产品市

场的需求》，为国际热带木材组织与我国在林产品市场领域的研究合

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世界木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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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现状及２１世纪前期全球木材市场态势分析》、《中国木材及主要农

产品贸易现状２０１０年发展趋势》、 《世界林产品现状及２０１０年展

望》、《国外林产工业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我国木材工业现状和

２０００年技术改造设想》、《我国城市木材工业发展问题探讨》、《中国

木材工业发展问题》 （英文）、《中国林产品工业产业技术经济评价

及发展战略》等论文。林凤鸣先生主持的研究课题 《中国林产品进

出口贸易问题研究》、《国外林业产业政策研究》获林业部科技进步

三等奖。林凤鸣先生的研究成果及其论著在原林业部、国家林业局

和中国林科院及我国林业系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受到广泛的好评，

他在林业系统，尤其是在林产工业行业有很高的知名度。

二、培养年轻人，桃李满天下

林凤鸣先生不仅工作成绩突出，而且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

他是林科院科信所第一位带研究生的导师。他带的第一位研究生是

李智勇同志，第二位是陆文明同志。他们两位在林凤鸣先生的辛勤

培养下，都成为林科院的科技骨干力量，一位是科信所前所长，一

位是林科院外事处处长。他们牢记导师的教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努力工作，为林科院发展作贡献。

林凤鸣先生曾主持三期国际热带木材组织与我国的合作项目，

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年轻人，而他能与年轻人打成一片，既指导他

们工作，又尊重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独立思考。他把项目组的各

方面工作安排得很周到，带领课题组年轻人走遍祖国大江南北，踏

遍世界许多国家，撰写了大量课题报告，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退休后，他认为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了，希望带领年轻人再工作几年，

逐渐减荷；同时也希望利用自己的经验多争取几个国际项目，通过

项目带带年轻人。因此，林先生退休后继续带领年轻人开展项目研

究，并且亲力亲为，做市场调研，还出国考察。平时常与年轻人交

流专业信息，很关心年轻人成长，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回

答。正是这样，曾在林先生团队工作过的孟永庆、胡延杰、陈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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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都在４０多岁就晋升了高级职称，林先生在培育人才，为科信所

人才梯队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热爱集体 热爱生活

林凤鸣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热爱党，忠诚党的事业，

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处处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于党支部和

老教授协会组织的活动，都是积极参加，踊跃发言，发言主题紧紧

围绕如何开展林业情报工作，并对我国林业发展建言献策。林先生

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凡是参加集体活动，他都带上相机，给大家

照相，并冲洗出来，送给大家分享，留下美好记忆。收藏外国艺术

瓷盘纪念品也是他的至爱，每到一个国家访问，总要带几个回来。

每当客人来访，他会热情介绍这些瓷盘艺术品来自哪个国家，表现

的是什么，哪一年去的等。在他家里有许多国内外珍贵纪念品，各

种各样的纪念品就占了一面墙。他还是林科院合唱团成员，凡是林

科院有庆典活动和歌咏比赛，都有林先生的身影和声音，排练和演

出他从不缺席。他还能唱不少俄文歌曲，１９９７年在俄罗斯考察时，

有一天他心情特别好，一路上连续唱了多首俄文歌曲，还背诵了多

首普希金的原文诗歌，给寂寞的长途旅行增添了欢乐气氛。他喜欢

旅游，喜欢世界各国名胜古迹，更喜欢祖国的秀丽山川。在他八十

高龄后还去河南洛阳、湖北长江三峡、河北塞外康西草原等地观光，

他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倍感自豪。他喜欢读书看报，在他办公室的

案头上，堆满了各种报纸、杂志和文件报告，每天要阅读大量的材

料，掌握有关木材工业的各种信息。他说，一天不读，便要落伍。

林先生退休后在家里还订了许多报纸，常与同事、家人讨论国家热

点问题，始终关心国家的发展。

在家里，他是好儿子、好父亲和好丈夫。他孝敬父母，关爱家

人。有一年，当得知母亲生病后，立即回老家，把母亲送到医院治

疗。在医院里楼下楼上背着母亲看病，感动了不少医务人员。他把

年迈的父亲接到北京，细心照顾老人的晚年。他教育子女努力读书，

认真做事，好好做人。他和老伴相濡以沫，相敬如宾。他喜欢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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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的菜肴，老伴做的菜他吃得总是那么有滋有味。夫妻俩恩爱如

初，牵手６２个春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在医院昏迷３个星期

不能说话，可心脏还在跳动，心里依然惦记夫人，硬是挺到夫人过

完８８岁生日的第二天，依依不舍安静地离开夫人、家人、亲人和同

事，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林凤鸣先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患过胃癌，手术后，他无所畏

惧，坚持与病魔抗争，有个阶段每天早晚在松林里练郭林抗癌呼吸

气功。２０１７年患病期间，他的心态很好，对前来看望的同事，表现

得坚强淡定。

林凤鸣先生的去世，是我国林业情报界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

缅怀他，就是要学习他爱党爱国的情怀，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奉

献精神，活到老学到老的坚持终生学习的态度。我们要以林凤鸣先

生为榜样，不断提高林业情报研究工作水平，为建设美丽中国和林

业现代化努力奋斗！

坚持有氧运动，可保持大脑年轻

最近美国杜克大学有一项研究表明，老年人要想让大脑保持年轻，让身体

保持执行力，让自己智商退化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可以坚持做做有氧运动。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测试与统计，研究人员最后发现，那些参加有氧运动的老

人，比不参加有氧运动的老人，执行能力更加强。另外，有部分老人虽然调整

了饮食，但思考能力与不运动的老人却相差不大。而那些既参加有氧运动，又

调整了饮食的老人，不管是执行力，还是思考能力，都是得分最高的。

通过这项研究测试我们可以知道，老年人若想保持大脑的年轻态，其实是

可以尝试下做做有氧运动，当然，在参加锻炼的同时，如果还能调整好饮食，

控制好盐、糖、脂肪的摄入，大脑的保健效果则更好。 摘自 《３９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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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中国林科院木材标本馆

王建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简称中国林科院）木材标本馆，坐落于

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内，主要由木材标本库、木材切片库、

木材标本展区和木材腊叶标本库组成。主要从事木材解剖学与木材

鉴定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木材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为我国多项

重大科研课题以及国家或部级科技成果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为

我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ＣＩＴＥＳ）的履约、海关执法、

公安刑侦、木材进出口贸易、木制品加工、考古和古建筑等领域，

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木材科学技术服务，在国内外享有很高

声誉。

一、木材标本馆建馆９０年，馆藏标本量２６０００余号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标本馆内共藏国内外各类木材标本２６０００余

号，约６３００种，隶１１００余属，１８０科；木材切片３５０００余片，约

１５００种，隶５７０属，１３６科；腊叶标本约６０００余号。先后与６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木材标本交换。

木材标本馆，其历史要追溯至１９２８年。木材标本馆是在１９２８年

成立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以及１９３９年成立的中央工业试验研究

所西南木材试验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木材标本馆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１９２８—１９４８年

建立标本馆，搜集木材标本６０００余号，大都为木材枝条。

２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年

新增标本１４０００余号，大部分为我国天然林、次生林成熟树木

的杆材，并与国内外相关单位开展了木材标本交换工作。

作者简介：中国林科院信息办副主任、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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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

新增国外木材标本２７００余号，初步完成木材标本馆数字化并上

网公布和共享。

４２０１０年至今

新增国外木材标本约１７００种，３３００余号，初步构建重要濒危

和珍贵木材ＤＮＡ条形码数据库。目前，木材标本库，收藏木材正号

及副号标本２６０００余号；木材标本展区，分为国内外主要木材、濒

危和珍贵木材、红木等区域，按木材类别和用途进行展示；木材腊

叶标本库，收藏腊叶标本约６０００余号；木材切片库，收藏木材切片

３５０００余片。国内木材标本来自于全国所有省 （市、区） （含台湾

省），保存有正号标本１块，副号标本若干；国外标本来自于８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区

的濒危与珍贵木材。

标本馆标本的分类与管理规则是：阔叶树木材标本按哈钦松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分类系统排列；针叶树木材标本按郑万均分类系统排

列。同时保存４套名录检索卡片，即科名卡、属名卡、产地卡、号

码卡。其基本信息均可在 “中国林科院木材标本查询系统”中查询，

查询信息包括：中文名、拉丁名、科属名、英文名、别名、产地、

标本号、标本柜号、木材物理力学加工特性、木材宏微观构造特征、

木材宏观照片、木材微观三切面照片等。所有木材标本均同时附有

包含其基本信息的二维码。

标本馆内收藏的按科、属拉丁名称字母顺序排列的木材树种腊

叶标本，三分之二为针叶材腊叶标本。据标本馆工作人员介绍，腊

叶标本，又称压制标本，干制植物标本的一种。一段带有枝、叶、

带花或果实的植物，或带花或带果的整株植物体，经标本夹压平、

干燥后，装贴在台纸上，供植物分类学研究使用，对于植物分类工

作意义重大，可以让植物学家一年四季都可查对采自不同地区的标

本，并借助这些标本从事描述和鉴定。一些大的植物标本馆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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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腊叶标本百万份以上。１６世纪后半期，植物分类的迅速发展在

相当大程度上是由腊叶标本新技术促成的。

因为采用传统解剖学方法进行木材树种识别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般只能鉴定到 “属”或 “类”，但是，若能配以根、茎、叶、花

和果实，则可实现 “种”的鉴定。当然，腊叶标本的意义并非局限

于植物分类学研究，其采集与制作在普通人眼里，更多是出于对自

然与生命的热爱，它能带给人们无限美感，如人们熟知并常爱制作

的红叶等腊叶标本等就是。

二、木材标本馆在社会发展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过９０年的积累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规模上目前已发展成

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木材标本馆。现有专职工作人员８名，其中

具有博士学位者６人；拥有国际木材解剖学家协会 （ＩＡＷＡ）秘书长

在内的ＩＡＷＡ会员６人。

依托本馆，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木材工业研究所取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４０余项；鉴定或认定成果８０余项；在Ｂｉｏ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Ｐｌａｎｔａ、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Ｈｏｌｚ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Ｗ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ＡＷ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和

《林业科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６２０余篇。同时，标

本馆还为 《中国木材志》、《木材学》、《中国热带及亚热带木材》、《东

南亚热带木材》、《非洲热带木材》、《拉丁美洲热带木材》、《中国裸子

植物木材志》（中英文）、《中国现代红木家具》、《常用实木鉴别手册

（地板卷）》、《常见贸易濒危与珍贵木材识别手册》（中英文版）、《濒

危和珍贵热带木材识别图鉴》等４０余部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

术专著的成功出版提供了科学依据，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托本馆，木材工业研究所负责制修订了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８１０７－

２０１７《红木》、ＧＢ／Ｔ１６７３４－１９９７《中国主要木材名称》、ＧＢ／Ｔ

１８５１３－２００１《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林业行业标准ＬＹ／Ｔ２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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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沉香》等重要标准。

依托本馆，木材工业研究所先后参与了故宫、天安门城楼、布

达拉宫、恭王府、山海关、青海塔尔寺、辽代开善寺、汉代马王堆、

老山汉墓、应县木塔、晋东南木结构建筑群、良渚文化遗址、大葆

台、肯尼亚古沉船等考古与古建领域的木质文物鉴定与保护工作。

依托本馆，近五年来，木材工业研究所组织完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国家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局等委

托的海关缉私、进出口检验检疫、ＣＩＴＥＳ履约机构、林业监管、香港

渔农自然护理署、澳门经济局对外贸易处等国家执法人员木材鉴定

技术培训班４０余次共２１００人次；组织完成了由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委托的国家林产品监督抽查、仲裁抽样检验、

消协、环境认证检测、北京市市场监督抽查等重大检测任务共３０余

次、各类林产品约２６０批次。２０１７年，针对国家海关部门截获的进

口木材，正式出具了我国首份木材 ＤＮＡ权威鉴定报告。所有这些为

国家和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对我国形象展示、经济和林业事业发展

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多项林业科研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家林业局

提名的４项林业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分别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亚人造板

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保丽森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恒顺

植物纤维板有限公司完成的 “农林剩余物功能人造板低碳制造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南京林

业大学、南通市广益机电有限公司完成的 “林业病虫害防治高效施药关键技术与装备创造

及产业化”，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中国科学

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西安科技大学完成的 “高分辨率遥感林业应用技术与服务平

台”，北京林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宁夏回族自治区森

林病虫防治检疫总站、建平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完成的 “灌木林虫灾发生发生机制与

生态调控技术”。

此外，“苹果树腐烂病致灾机理及防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月季等主要切花高质

高效栽培与运销保鲜关键技术及应用”２项涉林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摘自 《中国林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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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１１日，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出席会议并作题为 《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力推动林业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讲话。安徽省委副书记信长星出席会议

并致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永利主持会议，副局长彭有冬、李树铭、

李春良，党组成员谭光明，总经济师张鸿文，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

任胡章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陈春光出席会议。

张建龙说，２０１８年是我国林业草原发展史上十分重要、非常特殊的一年。

一年来，全国林业草原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机构改革和业务工作协调推进，认真履职尽责，积

极主动作为，机构改革任务顺利完成，自然保护地实现统一监管，国土绿化取

得明显成效，草原保护管理不断强化，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林业改革全面

深化，生态惠民能力稳步增强，支撑保障水平继续提升，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林业草原工作开局良好，迈上了融合发展的新征程。

张建龙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做好林业草原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推动林业草原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增强林业草原发展合力创造了体制优势；满足人

民对优质生态产品的巨大需求，为加快林业草原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初心不

改的干部职工队伍，为林业草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新起点新征程，各

级林业草原部门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

判断上来，牢牢把握林业草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用足用好各种有利条件，

认真履行新职责新使命，以勇于担当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执着，全力完成好

２０１９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任务，不断提升林业草原改革发展水平。

张建龙强调，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之年，做好林业草原工作，意义特别重大。各级林业草原部门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践行

新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

全面深化林业草原改革，切实加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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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草原保护修复制度，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增强基础保障能力，全

力推动林业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献礼。

会议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

林业草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增强信心，砥砺前行，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着力抓好１０项重点工作，全力推动林业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指出，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也是林业草

原部门的核心任务。宜林地多的地区，要把增加林草面积作为主攻方向，保持

一定规模的造林绿化速度；宜林地少的地区，要 “见缝插绿”，尽可能增加绿

量，并加强森林抚育和退化林修复，提高森林资源质量。要深入实施三北等防

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继续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建

设一批规模化林场。要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乡村绿化美化行动，发动

农民自己动手搞绿化、搞管护，推进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建设，提升城乡绿化

水平。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科学绿化，做到以水定绿、量水而行，乔灌草结

合、封飞造并举，推广使用良种壮苗和乡土树种，增加国土绿化树种草种多

样性。

会议强调，要发挥统一监管的体制优势，全面提升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水

平。要深化全国自然保护地大检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实事求是、分门别类地

处理好检查发现的问题。启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试点，对交叉重叠、相邻相

近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归并整合。合理调整保护地边界范围和功能分区，积极推

动解决保护地内存在的工矿企业、居民生产生活、基本农田保护等历史遗留问

题，尽快完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工作。要加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指导，

重点抓好中央深改委批准的４处国家公园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为

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奠定基础。

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天保二期工程，编制天然林保护中长期规划，推动

天然林保护立法，建立起天然林保护长效机制。要完善湿地补助政策和分级管

理体系，推进湿地保护立法，深入实施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加强乡村小微湿

地保护。要严格保护野生动植物，持续推进国家重点保护物种野化放归，加大

候鸟保护力度，严厉打击象牙走私，乱捕滥猎滥食、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植物

的违法行为，加强野猪非洲猪瘟等野生动物疫情监测防控。

会议强调，加强草原保护管理，事关生态安全、边疆稳定和精准脱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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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出台 《关于加强草原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草原保护

修复政策措施。要尽快摸清草原资源底数，强化草原动态监测，为加强保护管

理、完善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要推进退牧还草等工程建设，谋划启动草原

生态修复工程，加大退化草原治理力度。要健全基层草原管理机构和队伍，创

新管护措施和监管机制，加快制修订 《草原法》及配套法规规章，完善草原保

护法律体系，加强执法监督，提高草原保护水平。要启动草原重大科技研发计

划，加强草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抓好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强化草原保护管

理科技支撑。

会议强调，要把国有林区改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主

体责任，积极推动组建国有森林资源管理机构，彻底实现政事企和管办 “四分

开”。要全力完成国有林场改革国家验收，抓紧制定森林资源分级监管、森林管

护购买服务、职工绩效考核等管理制度，着力增强国有林场发展动力和活力。

要积极推进集体林权三权分置，进一步放活经营权，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

社会资本有序进山入林，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升集体林业发展水平。要

深化林业草原 “放管服”改革，强化行政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审批效

率和服务水平。

会议指出，不管机构职能、人员编制怎么划转，作为林草资源的主管部门，

保护林草资源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要把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工作抓细抓实，健全

防火机构，充实专业力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广泛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

教育，严格管控火源，落实好生态护林员和草管员的防火职责。要加强与应急

管理部门的配合，抓紧研究建立良好的工作协调机制。目前，我国松材线虫病

防治形势十分严峻，要针对地方政府防治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疫情处置不力

等突出问题，抓紧建立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办问责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要认真落实以疫木清理为核心、以严格疫木源头管理为根本的防治思路，坚决

遏制疫情快速扩散的态势。

会议强调，要尽快完成新增３０万生态护林员、草管员选聘工作，将符合政

策且有退耕意愿的贫困地区耕地全部纳入退耕范围，加大贫困地区生态建设投

入力度，推广组建一批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人口稳定增收不返贫。

要完善生态产业扶贫政策，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依托资源优势和良好生态，

积极发展绿色富民产业。鼓励引导企业到贫困县投资创业，支持贫困人口通过

流转林地、劳务就业、收益分红持续稳定增收。要认真落实定点扶贫责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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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种方式全方位支持，帮助定点县如期脱贫摘帽。

会议指出，要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严格保护的同时，

科学合理利用林草资源，增加绿色优质林产品供给，推动林业产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要加强以国家储备林为主的人工用材林建设，增强木材自给能力，

维护国家木材安全。大力发展油茶等木本粮油、森林草原旅游、森林康养、林

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加快推动林产品精深加工和生物制药、生物质能源等产业

发展，提高林草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要积极推进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等品牌

建设，建立健全林产品标准和质量检测认证体系，大力实施 “互联网 ＋”林产

品、生态产品进城工程，畅通林产品销售和流通渠道。

会议强调，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带动作用，创新林业草原融资模式，用

好用足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贷款，积极争取商业性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提升金融

服务水平。要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领域市场化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营造平

等投资环境，加快建立普惠的林业草原财政投入政策，尽可能采用购买服务、

承包运营等项目建设方式，让更多社会力量平等参与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

要针对林业草原投入大、周期长、收益低的特点，完善林木采伐和政府补贴政

策，稳定投资者收益预期，吸引社会资本增加投资。

会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切实加强行业党建工作，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强化 “四个

意识”，增强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整治不作为、假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问题。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着

力打造信念坚定、素质过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

才队伍。

安徽、内蒙古、江苏、广西、新疆５个省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与会代表

现场参观了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十八联圩生态湿地、官亭造林绿化现场。

（李凡林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