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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集体林业用地在中国林地面积中的占比高达 58%，其利用水平对林农生活和农村发展产

生着重要的影响。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集体林权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的林业“三定”，使部分林地使用权开始向农户转移。但由于缺乏明晰、安全的林地经营权，

加之林地收益权与决策权缺失，以及林地细碎化问题严重，致使农户林地经营积极性低下，

林地退化现象严重。1987 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与发展林地规模化经营的政

策，但家庭经营制度安排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林地细碎化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集体林的持续发展，乃至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

也影响到森林资源的持续经营和配置效率等。集体林基本上都由当地政府根据自己的利益需

求实施经营。早期的林业政策改革已经引进了若干关于农户经营林地的不同方法，这些方法

包含多种程度的管理制度改革，且已在多个地区实施过。 

最近的林权改革更清晰和更广泛地强调将土地使用权和林权下放给农户个人。多层次利

益相关者的参与，特别是基于政策推行组织化的森林使用者和社区的参与是中国推进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基于行政架构的官方森林管理体系难以使农民获得最佳森林收

益，而在森林管理中导入多种参与式方法，包括提高林农能力是必须的。同时中国的森林管

理缺乏参与传统，要提高林权制度改革效率，林农合作组织参与森林管理的能力必须加强。 

国家林业局-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在中国实施的林权改革项目旨在加强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政策、法律和体制框架建设，并促进中国和其它国家在林权改革方面的经验交流，并

推进中国集体林区的森林参与式经营水平。 

参与式森林经营指将参与式发展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森林资源管理中。其内涵可概括为：

森林经营必须和乡村发展紧密联系，社区农民必须积极参与森林经营活动并受益，应当进行

土地权属、利益分配等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密切森林经营和社区人民的利益关系，使他们

感到林业既是他们的工作，又是他们本身的利益所在。参与式森林经营需要政府部门、科技

工作者转变观念，特别是在当地群众和森林管理方面，从过去的“为乡村及群众管理森林”

转变到“必须和乡村群众共同管理森林”。 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以鼓励和支持乡村群众参与，

按照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当地的森林，而不能将他们排除在森林以外。为此，项目编制了《中

国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草案）》（以下简称《手册》），并在项目村

进行试点应用。 

本应用报告即为将《中国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草案）》在安

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文祥村进行了试点应用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应用活动根据《手册》

的步骤和程序、内容的指示，进行了相关应用，并对《手册》的实用性等方面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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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改建议。 

1.2 组织架构（团队） 

本次应用活动根据《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的程序和内容要求

组建工作团队。团队主要成员主要有张敏新、贾卫国、研究生陈翩、陈思焜及黄山区林业局

的江文秀副局长、江建煌科长、永丰乡林业站副站长曹迁、站长周长顺，祥符村村干部王春

龙、林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沈   以及农户等。 

表 1：《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应用工作团队人员名单 

姓    名 性别 单       位 职务或职称 

江文秀 男 黄山区林业局 副局长 

江建煌 男 黄山区林业局 科长 

周长顺 男 黄山区永丰乡林业站 站长 

曹  迁 男 黄山区永丰乡林业站 副站长 

王春龙 男 黄山区永丰乡文祥村 村干部、理事长 

孙学成 男 黄山区永丰乡文祥村下坑组 村民 

王素珍 女 黄山区永丰乡文祥村王家组 村民 

杜德莲 女 黄山区永丰乡文祥村榜上组 村民 

孙德男 男 黄山区永丰乡文祥村高岸组 村民 

黄二保 男 黄山区永丰乡文祥村向阳组 村民 

张敏新 男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贾卫国 男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陈  翩 女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研究生 

陈思焜 女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研究生 

1.3 程序和方法 

1.3.1程序 

（1）收集背景信息，明确地块 

本次《手册》应用活动按照项目预先设定选择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文祥村进行。 

（2）讨论确定参与式森林经营及规划小组 

根据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组织工作要求,与黄山区林业局、永丰林业站以及文祥村委会、

祥符林业合作社讨论，并在走访村民的基础上建立参与式经营小组。 

（3）收集分析资料 

与文祥村村干部座谈，了解该村的基本情况，村级发展规划和思路，进行村民访谈，了

解村民对于村级发展与森林经营的基本思路和看法。资料收集重点在于森林资源资料的收集

和现场踏查。实地了解、核对森林资源情况。初步划分森林经营类型，并在地形图上勾绘边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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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价森林经营，讨论征询未来经营的意见 

召开村民座谈会，根据初步划分的经营类型，分地块逐块用图片展示森林现状，村民对

森林经营的现状进行议论和讨论，村民充分发言，讨论、分析和指出森林经营中的存在问题，

评价森林经营，讨论征询未来经营的意见。 

（5）编制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草案） 

《手册》应用工作小组根据村民讨论的结果，和村民对未来森林经营的设想，合并评论

和建议，提出未来森林经营的措施，编制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草案）。 

（6）反馈、交流、讨论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草案）并征询《手册》意见 

《手册》应用工作小组召开村民会议，并将所编制的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草案）展示

给村民，进行反馈，提交讨论。并进一步获取他们的想法，征求完善意见和建议。 

同时，《手册》应用工作小组就《手册》的内容和程序，为完善内容，征求村民以及村

委会成员、合作社领导关于参与式森林经营管理的程序和方法上的意见和建议。 

（7）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定稿 

根据村民对编制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草案）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参与式森林经

营方案并定稿，并提交村委会、林业主管部门以及村民分享。 

1.3.2方法 

（1）文献收集与踏查 

对于《手册》应用活动的所在村的背景资料和森林资源资料主要通过收集文献资料和现

场踏查的方法获得。 

文献主要有村、乡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自然环境等介绍文字资料，森林资源二类清查

资料，森林采伐证发放资料和历年林业的作业设计资料，林权证发放资料，公益林划分资料，

地形图等。经过分析和汇总，获得现有森林资源的情况。并踏查进行核对，勾绘地形图。踏

查先在地形图上确定路线，结合书面资料确认各小班、区域的森林资源情况，进行现场核对，

并进行初步的勾绘。 

（2）访谈 

访谈主要对象有村委会成员、合作社领导、村民、林业技术人员、林业局工作人员。访

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收集背景资料的访谈：对象为村委会成员、村中老人以及林业技术人员； 

 确定工作小组之前的访谈，主要是村委会成员和村民； 

 关于《手册》的程序和内容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访谈对象为林业技术人员、林业

局工作人员 

（3）召开座谈会 

召开村民、村干部和合作社领导以及林业技术人员的座谈会。主要座谈内容有： 

 当前森林经营状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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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森林经营存在的问题分析 

 未来的森林经营战略 

 未来的具体的森林经营措施选择 

 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草案）的讨论和完善 

 关于《手册》中的参与式程序和内容的意见和建议 

 参与式森林经营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等。 

（4）幻灯和图片展示 

主要在讨论会上使用幻灯和图片进行展示需要讨论的内容。主要展示一下内容： 

 收集的关于《手册》应用对象区域的森林资源基本情况，包括基本数据、林相图、

林权图、公益林分布图等； 

 踏查中拍摄的关于各种典型林分的照片，用于对森林评价和经营问题分析； 

 编制的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草案用于讨论； 

 《手册》的相关内容用于讨论并提出修改建议等。 

（5）头脑风暴法以及问题树、SWOT分析等 

在座谈会中，通过幻灯和图片展示的资料，启发和提示村民进行思考，并运用头脑风暴

法和问题树、SWOT 分析等方法，记录和分析村民关于森林经营所关注的内容（即森林经营

评价的因子），讨论森林经营的目标，对森林经营的愿望，指出目前森林经营的问题，通过

问题树等方法，分析森林经营存在问题的原因，以及改进的可能和政策需求等。并结合当地

森林经营的经营、习惯和条件，以及市场和政策环境等进行 SWOT 分析，提出未来森林经营

的目标和具体的经营措施。 

1.4 自然村或行政村对象选择说明 

（1）项目点自然社会情况 

按合同约定,本次调研在安徽省黄山区的文祥村村级层面。案例村的选择由项目预先确

定，项目选择文祥村相符片的五个自然村及其山林作为《手册》运用活动的项目点。 

文祥村位于黄山区永丰乡，以中高山和低山丘陵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

明，雨量充沛，湿润温暖，小气候特点显著。文祥村有 17个村民小组，1818人，1200个劳

动力，外出务工人员 780人，农户 522个, 2010 年村人均收入为 7282元，2011年人均收入

为 8000元。根据村级统计,全村土地总面积 1744.2公顷（26163亩），其中耕地面积 165.55

公顷（2483.25 亩,人均 1.37 亩,其中水田人均 0.8 亩），水域（太平湖叉湖）面积 131.73

公顷(1975.95亩)，山林面积 1207.5公顷（18112.5亩），其中竹山（毛竹、雷竹）86.6(1299

亩)公顷。  

（2）项目点森林资源情况 

文祥村现有山林面积 1207.5 公顷（18112.5 亩），其中竹山（毛竹、雷竹）86.6(1299

亩)公顷。村中以公益林为主，农户商品林很少，合作社有一定的商品林。文祥村中列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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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编案有五个自然村，分别为：王家、下坑、高岸、向阳和塝上。祥符片土地总面积 12691.7

亩，其中山林面积为 8989.6 亩。农户所有山林面积为 3748.3 亩，合作社所有山林面积为

2285亩，国家所有森林面积为 2956.3亩。王家村民组森林经营以竹林为主，另外有少量的

马尾松、槠树、杉木林等。其中竹林经营有以毛竹居多，有 17、18、25、29、35 等小班。

下坑村民组森林经营主要以马尾松为主，辅助树种有枫香、杉木等，小班有 12、13、14、

15、16 、20、22、30、39等。高岸村民组森林经营主要以枫香等阔叶林为主，还有少量的

马尾松、毛竹等，小班为 48、49、50、51、52、53、54、57 等。向阳村民组森林经营以枫

香等软阔为主，还有经营马尾松、槠树等，小班号为 12、19、21、23、24、41、46 等。塝

上村民组森林经营以杉木林为主，还经营毛竹、雷竹、马尾松、槠树、板栗茶叶混交林等，

小班号为 26、27、28、32、47、33、34等。  

2 主要活动及结果 

2.1材料准备 

 准备参与式森林经营(PFM)有关的所有项目报告，主要是项目前期在试点村基于参

与式森林经营培训材料应用所形成的能力建设、政策评估报告； 

 准备与中国森林管理相关的林业政策、法律和规章制度，包括《森林法》、《简易

森林经营方案》、《森林采伐与更新规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等； 

 准备该项目前期形成的《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草案并

复印 20份，以备征求意见用； 

 收集中国和其他地区形成的森林经营文献，分析归纳其经验； 

 对项目村黄山区文祥村现有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并摘录其重点：如立地

条件、权属变化、公益林划分、主要的森林利用情况、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等，复制相关的地图和表格； 

 收集整理目前拥有的黄山区文祥村的资料，并对其他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弄清森

林资源的经营情况；包括农业发展情况，各合作组织发展情况，森林冲突及其处

理情况，妇女或青年的发展规划，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等； 

 拟定座谈会提纲，制定工作计划等。拟定的工作计划见下表： 

 

表 2：《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应用项目工作计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9 月 22 日-29 日 1、材料收集与研读； 

2、确定项目地块。 

10 月 7 日 1、 到黄山区； 

2、与林业局沟通，进行项目安排，商讨成立应用小组事宜； 

3、通知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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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 

 

1、与林业站、村干部、合作社领导座谈、走访村民； 

2、成立工作小组并明确目标和任务，进行分工； 

3、森林资源数据收集与完善。 

10 月 9 日 

 

1、踏查； 

2、完善整理资料、制作展示幻灯等。 

10 月 10 日 

 

召开村民座谈会： 

 评价森林 

 问题分析 

 未来措施选择 

10 月 11 日 1、形成草案 

2、召开村民座谈会征求草案意见； 

3、征求《手册意见》。 

10 月 12 日 1、形成终稿并反馈； 

2、林业局征求《手册》意见。 

 

2.2目标选择和组成应用小组 

本次《手册》应用项目活动按照项目总体要求和预先安排，选择安徽省黄山区文祥村进

行，并选择该村祥符片五个村民组（原祥符村）的山林作为参与式森林经营的对象。参与式

森林管理的主要目标人群包括林业管理部门人员、当地林业技术人员、文祥村林业专业合作

社成员、文祥村村民以及协助者（本应用项目执行者）。 

根据参与式指南的步骤和要求，首先分别与黄山区林业局、永丰林业站、文祥村村委会

干部、祥符林业合作社领导进行座谈，商讨组成指南应用小组的人选和事宜，并深入五个村

民组走访村民，进行交流，了解村民对于参与式森林经营、森林经营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以

及参与指南运用的意愿，确定初步的名单，进行讨论，组成由林业专业技术人员、森林经营

主体和林业行政管理者以及协助者组成的参与式森林经营及规划小组。最终选择十五人组成

《手册》应用小组，具体名单见表 1。 

应用小组成立后，进一步在小组内明确参与式森林经营的概念，以及本次应用活动的目

标和任务，并进行了分工。 

2.3实施过程 

2.3.1相关资料的收集分析 

根据计划步骤和安排，应用小组首先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主要是对文祥村新的信息的

补充和完善，《手册》应用对象的森林资源的资料收集。文祥村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

季分明，雨量充沛，湿润温暖，小气候特点显著。年平均气温为 15.4℃，最热月（7月）平

均气温 27.4℃，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 2.8℃，无霜期达 210—230 天。全村土地总面积

1744.2 公顷（26163 亩），其中耕地面积 165.55 公顷（2483.25 亩,人均 1.37 亩,其中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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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0.8 亩），水域（太平湖叉湖）面积 131.73 公顷(1975.95 亩)，山林面积 1207.5 公顷

（18112.5亩），其中竹山（毛竹、雷竹）86.6(1299亩)公顷。其中相符片包括下坑、王家、

向阳、塝上、高岸五个村民组，组建有祥符林业合作社。祥符片土地总面积 12691.7亩，其

中山林面积为 8989.6 亩。农户所有山林面积为 3748.3亩，合作社所有山林面积为 2285亩，

国家所有森林面积为 2956.3亩。 

对于森林资源的资料主要在 2004年二类清查的小班数据基础上，结合 2007年林权制度

改革的森林资源资料和 2009年公益林划分的森林资源资料和 2009年退耕还林验收（含荒山

造林）的资料，确定初步的森林资源情况，并根据近年的采伐审批和采伐证发放的数据资料，

修正小班数据和森林资源情况。《手册》应用对象的五个村民组，共有山林 8989.6亩，其中

国有林 2956.3亩，全部为公益林，集体林 6033.3亩（农户 3748.3亩，合作社 2285亩），

其中公益林 5851.6亩，商品林 3138亩。按照树种组成主要杉木林，竹林以及天然次生林（有

的以马尾松为优势树种，有的以马尾松、楮树为优势树种，有的以枫香、楮树等软阔为优势

树种的混交林）。具体见表 2、表 3. 

表 3：             祥符片森林资源现状表               单位：亩 

 农户所有 合作社所有 国家所有 总和 

商品林面积 1253 1885  3138 

公益林面积 2495.3 400 2956.3 5851.6 

总和 3748.3 2285 2956.3 8989.6 

 

表 4：              祥符片集体林产权统计表 

经营 

主体 
经营类型 面积（公顷） 主要树种 

主要 

林种 

个人 

经营 

自留山 156.5 马尾松、阔叶树、杉木、毛竹 防护林 

责任山 689.4 马尾松、阔叶树、杉木、毛竹 防护林 

其他 

合作组织 152.3 杉木、毛竹 用材林 

林场 110.76 杉木 用材林 

其他（大户） 10.8 毛竹 防护林 

其林相分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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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祥符片森林的林相图 

（1）国有林、集体林的分布 

 

图 2：祥符片森林资源所有权图 

（2）公益林、商品林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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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绿色—农户公益林；没有标颜色—农户商品林；蓝色—祥符林业专业合作社商品林；蓝绿

重叠部分—祥符林业专业合作社公益林。未着色部分为农户的商品林。 

图 3：祥符片森林资源公益林分布图 

（3）09年以来的采伐情况 

祥符片的森林采伐对于目前的森林资源情况产生了影响，使得与实际情况与森林资源数

据产生了一定的差异。祥符的采伐包括农户自用材采伐和森林抚育采伐和主伐。农户自用材

采伐比较分散，对森林资源状况影响不大。下面统计的是森林抚育采伐和主伐情况。 

表 5：                2009-2012年祥符片森林采伐统计 

发证日期 消耗结构 

许可采伐数量 采伐地点 

采伐方式 
采伐

强度% 

采伐面

积 蓄积合计 材积合计 
小班 

（小地名） 

2009-5-22 商品材 314 157 西家尖 生长伐 20 173 

2009-5-22 商品材 326 163 西家尖 生长伐 24 145 

2009-5-22 商品材 160 80 黄龙山 生长伐 25 74 

2009-10-15 商品材     四冲里 择伐 15 105.8 

2010-8-30 商品材 180.3 110 西家尖 隔离带采 100 37 

2010-8-30 商品材 560.7 342 陵山 皆伐 100 70 

2010-9-29 商品材 78.7 48 黄龙山 雪灾木清 6 205 

2010-12-23 商品材 274 137 凤形 生态疏伐 15 170 

2011-9-16 商品材 250 152.5 西家尖 隔离带采 10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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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6 商品材 685 500.1 陵山 皆伐 100 83 

2011-11-24 商品材 83 49.8 下圲桩 生长伐 12 108 

2011-12-14 商品材 47 18.8 凤形 卫生伐 15 35.6 

2012-7-27 商品材 115 70.2 西家尖 隔离带采 100 27 

2012-7-27 商品材 671 489.8 陵山 皆伐 100 70 

 

（4）09年以来的造林数据 

具体数据统计如下： 

表 6：                 2009-12年祥符造林数据统计表 

小地名 前地类 林种 树种 造林密度 造林方法 苗木种类 面积 

养山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泡桐 30 植苗 实生苗 5 

犁头尖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泡桐 30 植苗 实生苗 9 

磨形 宜林荒地 经济林 雷竹 60 移竹 竹母 9 

松树岭 宜林荒地 经济林 雷竹 60 移竹 竹母 6 

高山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木荷 150 植苗 实生苗 30 

犁头尖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泡桐 30 植苗 实生苗 30 

陵山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油茶 80 植苗 实生苗 30 

高山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泡桐 30 植苗 实生苗 90 

高山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木菏 167 植苗 实生苗 30 

犁头尖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泡桐 30 植苗 实生苗 30 

陵山 宜林荒山 用材林 油茶 80 植苗 实生苗 30 

 

2.3.2踏查和初步划分经营类型 

《手册》应用小组在数据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在 1：10000 的地形图上确定踏查路线，

并准备空白的 1：10000 的地形图多份，用于现场初步勾绘边界等。全体小组成员一起参与

踏查，共计耗时一天，上午踏查了高岸、下坑、塝上三个村民组的森林，下午踏查了王家、

向阳村民组的森林，重点看了合作社的采伐迹地和新造林地以及退耕还林形成的竹林等。对

数据资料进行了实地核对，简单勾绘了相关的边界，并对典型代表性林分类型进行了拍照。 

根据数据资料和踏查核对的森林资源情况，根据林种、优势树种等初步划分了经营类型，

按照森林经营用途划分为以下几种经营类型： 

第一种，属于公益林，树种组成以马尾松、枫香为优势树种的混交林；适度经营，补植

为主（下图中绿色部分） 

第二种，属于公益林，树种组成以枫香、楮树等软阔为优势树种的混交林。以保护为主，

维持现状（下图中黄色部分） 

第三种，主要是商品林，并多为合作社拥有的林分，少部分为公益林，书中为杉木，进

行森林经理作业，并逐步更新为竹林等，（图中紫色部分） 

第四种，为竹林，主要为毛竹、雷竹，进行竹林经营，笋竹两用。（途中蓝色部分） 

第五种，为防火林道上种植的油茶，进行经济林经营，（图中红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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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小组将初步划分的经营类型及大概的经营设想提交村民座谈会讨论。初步的经营类

型的划分如图 4。 

 

注：（1）相同颜色代表经营类型可以合并。 

（2）绿色—经营类型 1；黄色—经营类型 2；梅红—经营类型 2 中的公益林；紫色

—经营类型 3；蓝色—经营类型 4；红色—经营类型 5。 

图 4：森林经营类型的划分图 

2.3.3召开村民代表座谈会 

召开村民座谈会，会议签到表见附件 2。在会议上首先用幻灯介绍参与式森林经营的相

关概念和思想，并进一步介绍《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编制以及本

次活动的背景，《手册》规定的参与式森林经营的大致内容和步骤。并就所收集的《手册》

应用对象区域——相符片的森林资源数据资料以及踏查获得的相关照片等分地块逐块用图

片进行展示现有的森林资源情况，农户进行讨论、评价现有的森林，村民对森林经营的现状

进行议论和讨论，村民充分发言，讨论、分析和指出森林经营中的存在问题。并结合森林经

营的环境和政策，讨论对未来森林经营的期望和可能采取的森林经营措施。并在这个过程中，

与村民充分交流讨论，分析村民评价森林的标准，以及影响村民参与森林经营、实现经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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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主要障碍以及可能的措施和途径。 

农户认为： 

（1）对于现有的一些划分为公益林的以马尾松和枫香为优势树种的公益林，由于马尾

松遭受病虫害，大量枯死并可能全部枯死。由于政策限制，森林未能很好地开展经营，目前

森林状况不佳，甚至出现稀疏的情况，农户希望在这部分森林里进行一定的经营作业，补植

毛竹等并最终形成竹林。甚至个别农户认为对于太平湖周围的一级公益林可以全部改造为毛

竹林，虽然短期内会产生景观和涵水功能下降，但 3-5年后会形成更加优美的景观，并认为

毛竹林涵水能力更强。同时可以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森林的稳定。 

（2）对于枫香等软阔为主的公益林，目前生长良好，还是政府经营为宜，主要发挥生

态效益，但是政府的生态补偿过低，不足以补偿农户不对森林经营经营的损失，农户提出每

亩每年补助 100-120元为宜。并认为农户贡献森林也有农户提出可以对这些森林在保持生态

效益的情况，进行适度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具体的措施可以是对郁闭度较高的林地，由

于其本身为阔叶树，因此，政府可以允许农户进行适当的砍伐更新，种植经济树种如：杉木、

竹林等。这样既不影响森林生态效应，又可以给农户增加经济效益。 

（3）对于杉木林经营，农户认为目前杉木林经营不好，主要表现在出材量低，经济效

益不高。原因可能是土壤问题，不适合杉木生长，没有做到适地适树；当地交通不便，杉木

林对交通道路有一定的要求等。农户认为杉木林的未来经营方式主要是把商品杉木林逐步更

新改造为杉阔混交林，杉木公益林长大后，政府应给出合理规划，允许农户进行抚育渐伐，

砍大留小，进行择伐。合作社杉木林将逐步改成竹子和泡桐、枫香等竹阔混交林，最终成竹

林和枫香。即使有少部分杉木林是公益林，农户也认为应该进行经营，因为杉木林的防护等

效益比较差，应该逐步改造为枫香、毛竹等的竹阔混交林，既可以有很好的涵养水源和景观

效益，也可以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4）竹林经营总体经济效益好，农户经营意愿高。竹林一般分为雷竹和毛竹。雷竹的

经济效益更好，主要以产笋为主要经济收入。祥符村本地雷竹产笋量大概为 500~600斤/亩，

而附近村较好的一般为 1500~2000 斤/亩。因此农户对目前的竹林经营满意度也不高。农户

认为产笋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规模经营，林地不集中，人均拥有林地少而且分散，从

而导致对雷竹的抚育少。由于野猪对毛竹笋危害大等原因，毛竹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毛竹竹

材。 而毛竹过细，农户认为原因有：毛竹成林时间短；土壤质量问题；后中期抚育力度不

行；林地树桩萌芽影响生长等。对于雷竹和毛竹的未来经营，农户将更多地种植雷竹，逐步

将毛竹更新为雷竹。原因有：雷竹见效快、用工少、产笋多，而且抚育时间短，一般第四年

就会有经济收入，而毛竹对交通要求也高，至少要抚育 6、7年。  

（5）农户认同应用小组初步划分的经营类型，认为符合农户的意愿，未来希望针对不

同的森林经营类型可以采取采取的森林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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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制定初步规划 

《手册》应用工作小组根据村民讨论的结果，评价目前森林经营情况，归纳、总结出目

前森林经营的问题，并根据村民对未来森林经营的设想，合并评论和建议，提出未来森林经

营的措施，编制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草案）。主要的内容应该包括：背景资料、森林资源

状况、森林资源评价、森林经营问题分析、未来经营的目标、未来经营的措施等。这些内容

在本报告的前面不同部分已经分别做过一些介绍，本报告这里仅就森林经营类型的划分和未

来经营措施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经济类型的划分见附件 3。对于近五年的具体的森林经营措施初步规划如下： 

（1）经营类型一：马尾松+枫香为优势树种的公益林经营 

经营方针和目标：作为公益林，发挥生态效益为主，但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因此，在不

影响现有林分生态效益发挥的情况下，逐步将现有林分进行树种改造，适当增加竹、茶叶的

比重。 

主要措施：清理枯死马尾松；补植毛竹或茶叶。 

作业年度：2013-2015年在已经有枯死马尾松尚未清理的林分中先清理酷似马尾松，并

补植、移栽毛竹。每亩不多于 30株。2016-2017，在未发生枯死的林分中逐步进行林下茶叶、

毛竹种植。毛竹每亩不多于 20株。 

（2）经营类型二：枫香软阔为优势树种的公益林经营 

这中经营类型基本以保护为主，不进行主动的经营干预。当这类经营类型的森林出现退

化、或者优势树种过密时，可以采取单株择伐，存在林中空地等可以补植毛竹等。 

（3）经营类型三：杉木林经营。 

这种经营类型主要是商品林，还有少部分公益林，但考虑树种组成，划为一个经营类型，

采取同样的经营方式，林权主要为合作社拥有。 

经营方针和目标：逐步改造杉木林，成为竹阔混交林，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发挥生态

效益，前期为毛竹、泡桐和枫香混交，最终泡桐采伐后（约更新十年后）形成毛竹+枫香的

混交林。 

主要措施： 

采伐：每年 100 亩左右的速度进行皆伐，采伐蓄积约为 900立方米/年，出材量约为 600

立方米/年。 

造林：采伐迹地次年更新，每亩移栽毛竹 40 株，泡桐 20 株，枫香 20 株（如果采伐迹

地前期已经在林下移栽毛竹后，每亩约补植 20 株）；在未采伐杉木林内移栽毛竹 20株/亩。 

抚育：迹地更新造林后三年抚育，主要进行砍灌，除草，每年两次。第一年进行毛竹垦

覆。以后每五年毛竹垦覆一次。 

（4）经营类型四：竹林经营。 

竹林分毛竹和雷竹。除合作社原有的毛竹林外，多数为退耕还林、荒山造林过程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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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雷竹为主。 

经营目标和方针：维持竹林稳定和良好的长势，提高经济效益。毛竹林以笋竹两用林，

以生产竹材为主，雷竹主要为笋用林。 

经营措施：主要是加强抚育。毛竹林主要进行林地清理，砍灌，砍除藤蔓，清除老桩，

钩稍，施肥等，并每五年进行一次垦覆。对新生竹标注年份和记号，按照存三去四的原则，

进行采伐，最终保持立竹度 220株/亩。雷竹林主要是培育竹笋，措施主要包括施肥、松土、

浇灌、覆盖保温、清理老竹和杂灌等，保持每亩立柱度 800-1000株。 

（5）经营类型五：经济林经营 

在《手册》应用区域内有有两片经济林，均为合作社所有。一片为板栗+茶叶，面积约

50亩，目前出租经营，仍维持现状；一片是在防火林带上栽植的油茶，面积 60亩，目前林

龄为 3年，尚未达到成龄。近年主要进行抚育，具体措施为：林地清理，清除油茶林中的藤

灌木、杂草、寄生植物和其他混生的林木树种，清理残次油茶树，并进行施肥，和树冠整形。 

2.3.5展示、反馈与讨论 

按照《手册》的步骤和程序，应用工作小组在上项召开村民会议的基础上，编制参与式

森林经营方案草案，并制作幻灯，再次召开村民会议进行展示、反馈和讨论。应用小组将根

据农户的意见制定的方案（草案），将经营方案中的主要的内容和思路进行了幻灯展示和反

馈，征求了农户的以及，并进一步获取他们的想法，征求完善意见和建议。 

2.3.6征询《手册》意见 

在反馈经营方案的村民会议上，《手册》应用工作小组就《手册》的内容和程序，为完

善内容，征求村民以及村委会成员、合作社领导关于参与式森林经营管理的程序和方法上的

意见和建议。农户认为《手册》上程序过于复杂，难以理解，同时参与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

也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农户认为他们没有参与编制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认为，对于他们的森

林经营不需要那样规范的森林经营方案，如果经营森林他们心中有数。 

3 主要发现 

3.1农户层面 

通过农户访谈和座谈会交流，对于参与式森林经营，农户持欢迎态度，认为在他们的森

林经营中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想法较之以外的森林管理有很大的进步，对于参与森林管理的意

愿比较强烈。 

同时农户也认为目前没有很好的制度保障他们的权益和参与森林管理，尤其是一些林业

政策，限制了在具体的森林经营中考虑他们的利益和经营愿望，比如公益林管理政策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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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这个政策应该有所区分，对于公益林也需要经营，在发挥生态效益的同时，通过适当

的经营措施可以提高经济效益的。政策应该进一步细化，不应该一刀切，考虑各地的具体情

况。比如公益林补贴政策，当地农户的公益林，发挥了涵养水源和景观效益，而景观效益为

太平湖旅游做出了贡献，他们应该分享太平湖的旅游收入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林分的特殊性，

已经产生了经济效益，但他们不能获得，希望政策可以进一步细化考虑。 

虽然，农户表现出较强烈的参与森林管理意愿，但是从交流和《手册》应用中发现，农

户参与森林管理的能力以及森林管理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于森林经营的计划性不

足，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经营的目标和思路，随着外界环境信息和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这对

需要长周期经营的森林是不利，因此，一方面需要有稳定的林业政策，避免政策频繁调整，

影响农户的森林经营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户森林管理能力的培训和能力培养。 

对于《手册》中参与式森林经营的内容和程序，农户认为过于复杂、过于细致，难以理

解。 

3.2村级层面 

通过村干部的访谈和交流，发现村干部对参与式森林经营的态度，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

表示出一定的忧虑和怀疑。认为参与式森林经营能够在森林经营中体现农户的意愿这是好

事，但是同时认为农户在森林经营中过于重视经济利益，这可能与政策相违背，也会导致他

们在执行政策中出现困难。如果实施参与式森林管理，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工作难度，一方面

有来自政府的压力，一些森林管理的政策需要实施，如公益林管理以及采伐限额管理等政策，

如果实施参与式森林管理使得他们执行这些政策难度更大，遇到的农户的阻力将会更大。 

他们也认为公益林可以适度放开经营，但参与式的森林管理应该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

应该有明确的政策范围下进行。同时，他们也表达出目前的公益林补贴过低，公益林管理存

在一定难度。 

对于《手册》中参与式森林管理的程序和内容，他们也认为过于细致，有些程序不够明

白，难以执行，比如有关监测的规定，不够明了。同时，认为《手册》应该对参与式森林管

理的范围和实施的政策环境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比如，对于太平湖周边的一级公益林，如

何参与森林管理，哪些可以参与管理，体现农户的意愿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和范围内进行等。 

3.3林业工作人员层面 

对于参与式森林管理，林业技术人员认为农户参与森林管理的能力有限，尤其对于参与

式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的能力相当缺乏，农户参与森林管理必须要一定的技术协助和保障。

同时农户对于森林经营管理依靠直觉经验比较多，在生产中的计划性较弱，即使是农村参与

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在实际中也很难执行。或者是根据农户的意愿，森林经营方案中的经

营措施等很难细化、具体到年度、地块、小班，即使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和计划，也很难执行。 

林业技术人员认为《手册》所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对林业技术尤其是森林经营方案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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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技术存在一定要求，农户参与有一定难度，农户的参与能力有待提高，森林经营管理的知

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同时，《手册》未能就农户参与森林管理的具体层面进行规定，哪些农

户可以参与，哪些需要协助，哪些需要考虑政策规定，对于农户的意愿有所保留等没有具体

的规定，在方案编制过程中经营目标、经营措施的选择从技术角度、政策规定角度和农户意

愿角度可能会产生矛盾。 

林业技术人员认为，参与式森林经营及其方案的编制主要是促使农户参与森林经营和管

理，因此，必须考虑林农知识技能水平和实施可能性。编案过程应弱化技术性，强化参与性，

避免过分强调技术的倾向。 

林业管理人员认为：农户参与森林管理，在森林经营中体现农户的意愿可以减少政策执

行的难度，但在具体的操作中没有明确规定和突出，谁在森林管理中的主导地位，没有说明

哪些层面的森林经营管理是农户可以参与，哪些是需要考虑政策规定，哪些对于农户的意愿

需要有所保留的等。农户看重经济效益，会影响林业的生态效益的发挥，对于一级公益林农

户也想进行经营。过度的强调参与性，将导致一些林业政策难以实施。 

对于《手册》的程序和内容，认为过于细致，难以操作。 

4 主要结论与《手册》修改建议 

4.1主要结论 

通过《手册》应用项目的进行，对我国南方集体林区开展参与式森林经营以及编制参与

式森林经营方案有以下几点认识和结论： 

4.1.1开展农户参与式森林经营需要更细致的政策 

随着森林分类经营、林权制度和森林采伐政策等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不同类型森林主

导功能日益明确,产权主体日趋落实,为加强森林经营工作明确了方向。林权制度改革后,森

林资源从原来的集中经营管理变成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局面,参与式森林管理也是农户森林

权益的体现。而农户参与式森林经营必须在一定的政策环境下展开，除了农户参与森林经营

的程序和方法需要政策上进行规定和保障，从而保障农户的森林权益。同时对于森林经营管

理的每个细致的方面都要进行细致的规定，农户如何参与，参与到哪个层面，森林的哪些经

营管理农户的意愿可以适当保留？以及何种类型的森林农户可以参与经营管理以及参与到

哪个层面？哪种类型的森林不适合农户参与等均需要针对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作出进行细致

的规定。只有如此也才能保障合理有序的参与森林的经营管理。才能使森林发挥更大的效益。 

4.1.2农户参与森林管理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从《手册》应用活动中，可以看出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管理的意愿和积极性较高，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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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森林经营管理的能力欠缺，除了缺少程序制度和程序保障以外，农户自身的森林经营能

力也是重要原因。项目进行中农户体现出的森林经营管理主要靠经验和直觉，有合理的成分，

但有时也缺少科学性，有时对于长周期经营森林缺少长期的筹划和目标，遇到市场变动频繁

调整，难以很好的经营森林的。同时，农户对于具体的森林经营措施和手段上，森林经营的

技术和规划上也表现出一定的欠缺，与满足我国森林经营方案以及规划的需要存在一定的差

距。开展农户参与式森林经营，农户的能力建设和相关知识、技术培训至关重要。 

4.1.3调整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以适应参与式森林经营 

除了对参与式森林经营需要细致的政策规定以外，还需要对现有的森林管理、森林经营

的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现有的诸多管理政策和规定与农户参与式森林经营不相适应，难以

保证或者阻碍了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管理，使得在森林经营中农户的意愿难以得到反映。改革

现有的林业工程和项目的运作方式和规则以适应参与式森林管理。 

4.1.4进行森林资源管理改革，鼓励多种形式的合作 

南方集体林区林改后产权到户，林权分散，经营单位变小，不仅仅给资源培育、林木砍

伐、森林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进行森林资源管理的改革，同时也增加了

经营成本，也使农户经营积极性下降。因此鼓励和促进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是解决的途径

之一。进行森林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运用市场机制，减少管理环节，降低农户林权流转的交

易成本，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以资金、技术等为纽带，进行林木、林地以及林业

劳动力和林业技术等各种林业生产要素各种联合和合作。可以通过组织开展林业合作经济组

织示范点建设，帮助和指导合作经济组织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加大对林业合作组织的扶持

力度等形式进行。 

4.2《指南》修改建议 

4.2.1指南程序和内容应更加简化 

对于准备阶段，第一步可以简化，可简化为需要什么资料、向谁寻找这些资料和资料整

理分析；第三步课简化为组建小组、分配成员任务。对于评估阶段，内容描述过细，可以适

当进行总结概括，设计评估指标等《手册》过于概念化和理论化，可以对相关的内容和程序

更加精简。不一定需要预定评估因子，评估必须在踏查等工作之后进行。对于监测《手册》

中对于程序和步骤，如何进行，何时进行等交代的不够清晰，鉴于实际情况，建议取消本步

骤，或者简单设置一个后期执行检查的程序以及内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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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参与式规划应更具有可操作性 

方案编制缺乏科学的预见性,指标和措施一概落实到小班和具体年度,在经营期内没有

调整和修订余地,缺乏灵活性,应变能力差。同时,经营方案与现行有关政策(森林分类经营、

天然林保护、限额采伐等)和计划脱节,导致规划的可操作性不强。建议在《手册》中将参与

式的经营规划内容省去，取而代之的是经营的思路和策略，根据这些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相对操作性更强。 

4.2.3《手册》的使用应该更加明确 

《手册》中应对《手册》的应用进行进行更加明确的说明，尤其是如何和现有的森林资

源管理政策的协调方面，需要进一步说明，对《手册》的应用范围作出更细致的规定和说明。

对《手册》中的程序和内容以及方法的规定，在实际应用中如何选取、如何运用也应该做出

更详细的说明。 

4.2.4《手册》的编制也应该体现参与式,尊重使用者意愿 

《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的编制，是为了使使用者能够很好的

对参与式森林经营及其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给予更好的操作指导，因此尊重和体现使用者的

意愿要求，使得使用者更加方便简洁的运用至关重要，在编制成果使用者的参与和意愿体现

也是参与式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才能使《手册》得到更好的运用，发挥更大的作用，参与

促进参与式森林经营管理的推行。  

指南中应对指南的应用进行进行更加明确的说明，尤其是如何和现有的森林资源管理政

策的协调方面，需要进一步说明，对指南的应用范围作出更细致的规定和说明。 

附件 
附件一：签到表 

附件二：经营类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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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参与式规划会议签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村民小组或单位 职业 

1 黄二保 男 48 向阳村民组 农民 

2 孙德男 男 53 高岸村民组 农民 

3 翟平 男 32 王家村民组 农民 

4 王文龙 男 47 下坑村民组 农民 

5 杜辉 男 49 王家村民组 农民 

6 吴关新 男 42 榜上村民组 农民 

7 杜德莲 女 46 榜上村民组 农民 

8 吴菊英 女 37 向阳村民组 农民 

9 江金涛 男 51 高岸村民组 农民 

10 孙学成 男 61 下坑村民组 农民 

11 汤云 男 56 榜上村民组 农民 

12 周宝玉 女 39 榜上村民组 农民 

13 王建年 男 60 王家村民组 农民 

14 王春龙 男 43 下坑村民组，村委会 农民 

15 杜跃民 男 50 榜上村民组 农民 

16 王素珍 女 49 王家村民组 农民 

17 孙益泉 男 44 高岸村民组 农民 

18 曹远雄 男 55 榜上村民组 农民 

19 沈少峰 男 46 高岸村民组，村委会 农民 

  20 江建熿     男      55 黄山区林业局 技术人员 

21 汪兴冬     男      33 黄山区林业局 技术人员 

  22  曹迁 男      29 永丰乡林业站 技术人员 

  23  周正顺 男      33 永丰乡林业站 技术人员 

         

注：村： 文祥   时间： 2012 年 10 月 8，9，12 日   地点：祥符老村部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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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森林经营类型及森林经营规划表 

祥符片森林类型及经营规划表 

经

营

类

型 

小班组成 
优势树

种 

单位：亩 立方米 

林

龄 

林分

起源 
经营类型 

主要经营规划 

总面积 

其中 

蓄积 

采伐 造林 抚育 

国有 合作社 农户 

采

伐

方

式 

消耗蓄

积 

作业

年度 

主

要

树

种 

初植

密度 

作

业

年

度 

抚育措施 
抚育年

度 

一 

16、18、25、

37、38、41、

42、43、44、

46、49、50、

52、53、54、

55、56、57、

59、61、62、

64、65、69、

70、72 

马+枫 2987.6 1942.1   1045.5 11950.4 

异

龄

林 

天然

林 
防护林 

择

伐 
6201.9 

2013 
-2015 

毛

竹 
15 

20
14 
-2
01
6 

母竹砍灌、除

草和培兜 
2013 
-2018 

二 

9、9-1、13、

21、23、24、

28、29、30、

31、32、33、

36、60、63、

66、67、68、

71 

枫+楮 2245.1 1014.2   1230.9 4490.2 

异

龄

林 

天然

林 
防护林                 

三 

1、2、4、6、

12、15、17、

20、22、39、

40、45、45-1、

47、73、74 

杉 1889.5   1729.6 159.9 18895 25 
人工

林 
用材林 

皆

伐 
4481.4 

2013 
-2018 

毛

竹

+
泡

+
枫 

毛

竹 

40+2
0+20 

 
 

20 
 
 
 

20
14 
-2
01
9 

砍灌、去除杂

草和培兜 
20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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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造林

地 
70         1             

 

四 

35、48、34、

24-1 
毛竹 360.4   156.8 203.6 64872   

人工

林 

材笋两用

林 

择

伐 

33195
株 

2013 
-2018 

      

林地清理，砍

灌，砍除藤蔓，

施肥，清除老

桩，钩稍，垦

覆等 

2013 
-2018 

3、5、7、8、

10、19、27、

34、35、48、

51、58 

雷竹 1318.6   280 1038.6 
约 55 万

株 
    笋用林       

五 

11 油茶 60   60     3   经济林             
树冠整形，林

地清理，施肥 
2013 
-2018 

14 
板栗+

茶叶 
58.4   58.4           出租 

合

计 
    8989.6 2956.3 2284.8 3678.5                        



 

出版目录 

GCP/CPR/038/EC 工作报告 

编号 标题 
WP001C 安徽省林农合作组织研究报告 

WP002C 福建省林农合作组织研究报告 

WP003C 贵州省林农合作组织研究报告 

WP004C 湖南省林农合作组织研究报告 

WP005C 江西省林农合作组织研究报告 

WP006C 浙江省林农合作组织研究报告 

WP007E Assessment of Forest Farmer Cooperatives in Anhui Province 

WP008E Assessment of Forest Farmer Cooperatives in Fujian Province 

WP009E Assessment of Forest Farmer Cooperatives in Guizhou Province 

WP010E Assessment of Forest Farmer Cooperatives in Hunan Province 

WP011E Assessment of Forest Farmer Cooperatives in Jiangxi Province 

WP012E Assessment of Forest Farmer Cooperativ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P013C 安徽省林权交易中心研究报告 

WP014C 福建省林权交易中心研究报告 

WP015C 贵州省林权交易中心研究报告 

WP016C 湖南省林权交易中心研究报告 
WP017C 江西省林权交易中心研究报告 

WP018C 浙江省林权交易中心研究报告 

WP019E Assessment of Forest Tenure Trade Centers in Anhui Province 

WP020E Assessment of Forest Tenure Trade Centers in Fujian Province 

WP021E Assessment of Forest Tenure Trade Centers in Guizhou Province 

WP022E Assessment of Forest Tenure Trade Centers in Hunan Province 

WP023E Assessment of Forest Tenure Trade Centers in Jiangxi Province 

WP024E Assessment of Forest Tenure Trade Cent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WP025C 安徽省参与式森林经营指南应用及政策评估报告 

WP026C 福建省参与式森林经营指南应用及政策评估报告 

WP027C 贵州省参与式森林经营指南应用及政策评估报告 

WP028C 湖南省参与式森林经营指南应用及政策评估报告 

WP029C 江西省参与式森林经营指南应用及政策评估报告 

WP030C 浙江省参与式森林经营指南应用及政策评估报告 
WP031E Policy Assessment and Pilot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in Anhui Province 

WP032E Policy Assessment and Pilot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in Fujian Province 

WP033E Policy Assessment and Pilot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WP034E Policy Assessment and Pilot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in Hunan Province 

WP035E Policy Assessment and Pilot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 

WP036E Policy Assessment and Pilot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WP037C 安徽黄山文祥村林农合作组织指南应用研究 
WP038C 福建邵武加尚村林农合作组织指南应用研究 

WP039C 福建尤溪山连村林农合作组织指南应用研究 

WP040C 贵州锦屏欧阳村林农合作组织指南应用研究 

WP041C 湖南洪江桐坪村林农合作组织指南应用研究 

WP042C 湖南浏阳观音塘村林农合作组织指南应用研究 

WP043C 江西铜鼓三溪村林农合作组织指南应用研究 

WP044C 浙江龙泉肖庄村林农合作组织指南应用研究 

WP045C 安徽黄山文祥村参与式森林经营应用研究 



 

WP046C 福建邵武加尚村参与式森林经营应用研究 

WP047C 福建尤溪山连村参与式森林经营应用研究 

WP048C 贵州锦屏欧阳村参与式森林经营应用研究 

WP049C 湖南洪江桐坪村参与式森林经营应用研究 

WP050C 湖南浏阳观音塘村参与式森林经营应用研究 

WP051C 江西铜鼓三溪村参与式森林经营应用研究 

WP052C 浙江龙泉肖庄村参与式森林经营应用研究 



 

 

“支持中国集体林权改革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建设并促

进知识交流”项目在中国南方的六个省份：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湖南、贵州开展项目活动，加强中国集体林管理

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建设，支持中国集体林权改革，并促进

中国国内及与其他国家间林权改革的知识经验交流。项目由

欧洲联盟出资，中国国家林业局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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