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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韩汶桦
渊中牟县三官庙木材检查站袁河南中牟 451450冤
摘要 林业产业是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方向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手遥 本文总结了林业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袁介绍了可借鉴的国际林业产业发展有效模式袁提出了我国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袁以期为改善生态
环境和实现兴林富民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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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后袁我国经济迅速腾飞袁生态环境方

留在喊口号层面遥 另外袁基层林业工作站的现代化建

面的问题日益凸显袁 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也

设过于落后袁设备老旧袁专业技术人员相对缺乏袁对林

不断增长袁 森林绿色保护成为全民的共识袁野绿水青

农的帮扶和培训服务过于形式化遥 此外袁科技成果转

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重大理念深入人心袁标志着我国

化平台缺失袁成果转化服务模式较为单一袁未形成较

林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遥 林业提供高

好的产尧学尧研相结合发展的成果转化与产出体系遥

质量林产品的功能是普遍且刚性的需求袁 扩大森林

1.3 经营水平和科技含量不高袁知名品牌少

覆盖面积尧 提升森林物种多样性尧 增强生态服务功

目前袁我国林业基地规模普遍较小袁龙头企业较

能尧 促进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林业最主要

弱袁林产品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

的使命遥 林业产业作为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距袁并不能起到先锋带头的作用袁林业组织化程度较

要门路袁是绿色发展的支柱力量袁是经济结构优化提

低遥 各地方基地林业产业虽然点多但面不够广袁科技

升的重要方向袁也是经济新旧动力切换的重要途径遥

含量都不高袁经济效益不容乐观遥 林业品牌影响力不

如何以绿色生态理念引领林业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袁知名品牌少袁在品牌培育发掘上政策扶持驱动缺

是当前我国林业工作需要解决的重大议题以及正在

乏动力遥

面临的重大课题遥

1.4 基层林业科研单位项目实施难

1 存在的问题
1.1 对林业产业经济发展重视程度不够

基层林业科研单位的科技项目不多袁缺乏相应的
科研配套经费袁阻碍了科研技术水平的长久发展遥 同

目前袁仍有部分人的思维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袁仅

时袁林业科研存在研究周期普遍较长尧科研难度较大

停留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初级认识阶段袁未认识到促进

和收益见效较慢等特点袁使基层林业科研单位申报科

林业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学技术部门的科技项目极为困难袁导致基层科研单位

理念的重要实现路径曰未认识到林业不仅是经济快速

承担的科技计划项目不多遥 另外袁基层林业科研单位

发展生态层面的支撑面袁也是经济快速发展不可或缺

人员负责的行政任务较重袁同时基本所有的技术科研

的组成部分遥 因此袁很多地市在市尧县两级层面都没有
把发展林业经济纳入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袁也没

人员都兼顾扶贫任务袁加之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普遍影响袁技术科研人员需要在收集尧上报尧分管责任

有与之匹配的扶持政策袁对林业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

材料等事项上花费较多的时间袁使科技人员精力不足袁

也非常局限遥

对林业科研项目也就力所不逮遥

1.2 服务体系不完善
目前袁林业产业发展受限于财政支持尧技术支撑
和信息服务体系的不完善袁人才服务尧品牌服务仅停
作者简介 韩汶桦渊1986要冤袁妇袁河南中牟人袁林业助理工程
师遥 研究方向院林业遥
收稿日期 2020-08-03

2 可供借鉴的国际林业发展有效模式
2.1 设置国家森林
目前袁许多国家都设置国家森林作为土地保护政
策实施和林业管理的类型袁同时其也作为国家重要的
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和重要战略资源的储备场所遥 在这
些国家中袁国家森林模式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和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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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可持续长久利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例如袁芬兰 35%的森林属于国有袁承担着生态尧文

化尧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重要责任遥 一是国有森林拥

存在大量的专业医生和森林理疗师袁每年能够接纳游

客 7 万人袁约有 60%的当地居民从事与森林康养有
关的工作遥

有多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袁因而国

3 建议

家森林保护区域被作为国家自然遗产进行相应的重

3.1 推动经济林和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袁巩固提升林下

点保护遥同时袁芬兰采用多种方式方法对濒临灭绝物种

经济产业发展水平

的栖息地进行生态修复袁促使其恢复自然原始状态遥二

各地市充分利用自身条件袁建设一批特色果品尧森

是国有森林里自然保护遗址很多袁都是文化遗产袁呈

林药材等经济林产业基地和花卉产业基地袁创建一批

现出远古时期芬兰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袁具有重要

示范基地袁培育一批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遥 同时袁选育推

的历史文化价值遥 三是森林旅游休闲尧徒步等业务可

广优良优势品种袁建立健全国家尧地方标准体系袁施行

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可观的就业机会遥 四是国家森林对

标准化生产模式袁调整品种结构袁选育主导优势产品袁

当地经济的间接影响也十分可观袁包括游客狩猎活动

创造的收入尧休闲和野外活动创造的收入等[1]遥
2.2 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促进林业进步

完善林下经济规划布局模式和资源保护利用政策 [3]遥
大力支持小农户主体和规模经营主体发展林下产业

经济袁如甘肃省武威市在市级层面重点打造凉州区

法国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袁利用集约化经营模式袁

西营镇前兴村优质梨尧凉州区绿通禾丰合作社日光温

定向培育优质森林袁以求更加快速尧更加优质地生产

室葡萄尧乾宏合作社枸杞尧八步沙梭梭接种肉苁蓉等

工业用材遥 其目的在于用最少的林地面积生产最多的
用材袁使林地发挥出更好的生态效益遥 同时袁其拥有先

10 个经济林产业示范园袁凉州区尧民勤县尧古浪县结合
各自经济林发展现状重点抓好 37 个县级示范园袁辐

进的科学技术体系袁包括用适当的生物遗传方法在分

射带动全市经济林产业高质量发展遥

子水平改良选育优良新品种曰采用相应的生产作业方

3.2 壮大林农经营主体袁促进生态产业发展

式袁如使用速生短轮伐模式培育造纸林等遥 这些技术

创新技术经营服务功能袁 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袁

已见成效袁在法国西南部林区袁大面积海岸松林已被

完善技术经济帮扶机制措施袁着力搭建生态产业尧林下

成功培育袁木材产量是传统林业生产的 2 倍遥
2.3 提高森林资源私有率占比

虽然日本国土面积很小袁但是其仍然保有大量森
林面积遥 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坚持砍多少就要种多少
的国家政策遥 在日本的森林资源中袁有 58%为私人所

拥有袁约 92 万户家庭拥有 1 hm 以上的森林资源财产遥
2

种植养殖尧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技术培训尧资金贷款尧
技术传授野一站式冶服务平台袁实施野一对一冶全方位对

接服务[4]遥 例如袁江西省万载县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袁
及时为 8 600 多名林农劳力提供无息创业担保资金逾

4 600 万元袁帮助解决在生产中遇到的 60 多个难题遥

同时袁鼓励林农经营主体拓宽思路袁推进 95 个林农新

虽然林业生产周期较长尧收益见效慢袁但是为了鼓励

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成果等野山上尧林下尧田间尧地头冶纵深

私人种树植树袁 日本政府给予林农场主很多优惠经

发展袁加快林农产业尧林下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袁优化产

济政策遥 比如袁依照法律规定给予经营者林业补助金

业升级袁提升产品质量袁扩张产品知名度袁提高市场竞

或林业专用资金贷款渊无息或低息冤遥 此外袁从事林业

争力遥

者还能获得 15 个相关税种的减免袁 如森林财产继承

3.3 扩大国际合作

2.4 发展森林康养

企业建立海外森林资源培育基地和林业投资合作示

税只有 4.8% 遥
[2]

实施林草产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遥 鼓励和引导

森林康养模式是振兴当地经济的良药袁尤其是对

范园区遥 深化木材加工尧林业机械制造等优势产能国

于人口流失较为严重的林业地区来说袁可产生巨大的

际合作袁推进林业调查规划尧勘察设计等服务和技术

可观效益遥 森林康养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袁如旅游尧

输出[5]遥 依托国内口岸袁建立进口木材储备加工交易基

餐饮尧住宿等方面袁给农业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袁改善
了当地民生遥 成功的森林疗养基地袁如日本长野县信
浓町袁不仅给当地居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袁而且让
很多年轻人找到了当地传统生活模式的归属感和自
豪感袁扭转了当地人口不断向大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遥
德国巴特窑威利斯赫恩当地人口虽然只有 1.5 万人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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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袁 健全林业贸易摩擦应对和境外投资预警协调机

制遥 例如院在 2018 年袁我国林草民间合作与交流成果
丰硕袁共实施林业援外培训项目 26 个袁培训对象重点
向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倾斜曰与 7 家境外非政府组织
先后召开合作年会袁共确定合作项目 208 个袁落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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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林院叶西宁地区南北山三期绿化工程总体规划渊2015要2020冤曳实施研究
5.2.3 提高信息化建设在规划等编制中的应用遥 在林
业规划尧方案尧设计等编制过程中袁信息技术是不可或

合考虑袁并在林业规划中进行细化落实[4]遥

5.2.5 加强工程档案收集与管理遥 档案是项目建设的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林业中长期规划尧方案尧设计等文

历史见证袁也是工程后期各项工作的参考依据遥 因此袁

本的编制过程中涉及的内容尧数据量以及数据类型很

在今后的林业工程建设中袁应进一步加强连续尧完整

多袁因而要想规划尧方案尧设计等文本能有效指导林业

的档案资料的收集与保存袁特别是与项目有关的项目

生产工作的开展袁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袁就必须进一

合同尧实施方案尧影像资料等工程建设活动中直接形

步加强和依靠信息技术 遥 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
[4]

成的具有归档保存价值的文字尧图表尧声像等各种形

平台搭建尧林业数据库资源共享尧编制人员对各种林

式的资料袁按实施进度进行调查袁获取数据袁并做好档

业软件全面了解和掌握的水平等袁从而提高林业中长

案管理及项目验收后组卷尧装订尧归档保管等工作遥

期规划尧方案尧设计等文本的质量和编制效率遥

6 参考文献

5.2.4 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预见性遥 在进行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时袁需要结合实际发展现状以及社会
经济发展规律来进行遥 技术人员需要遵循国家的政策
和法规袁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编制遥 同时袁还需要对市场
动态进行及时了解袁充分考虑到市场价格尧需求等因
素袁合理确定规划范围尧投资尧数量遥 此外袁还需要对生
态保护尧区域总体发展尧森林质量提升等方面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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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战略举措袁是一项调动林业发展活力水平尧实现
兴林和富民目标的重大战略工程遥 我国应认真分析新

渊CITES冤和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曳渊UNCCD冤等履约

时代林业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尧新任务尧新目标袁研究部

工作顺利推进遥

署今后一个时期的林业产业发展工作袁加快构建发达

3.4 稳步推进生态扶贫

的高水平林业产业发展体系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林

2019 年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促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袁与阿里巴巴签署了促进林业产业
发展的合作协议遥 全国经济林面积超过 400 万 hm2袁生
态旅游突破 18 亿人次遥 累计选聘近 100 万名生态护

林员袁共带动了逾 300 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或脱贫遥

2020 年袁全国计划实现林业产业总产值 8.1 万亿元尧
进出口贸易额 1 600 亿美元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编
制野十四五冶产业发展规划袁进一步扩大生态护林员规
模袁退耕还林尧还草等任务和资金继续向贫困地区倾
斜袁全面落实定点扶贫责任袁推动贫困县渊区冤脱贫摘
帽[6]遥

4 结语
发展高质量尧高水平的林业产业是一项事关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尧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发展尧增加农民就

业产业强国袁为改善生态环境尧繁荣地方经济尧实现兴
林富民作出更大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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