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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自 2004 年，中国政府启动了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当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我国

已经全面展开，在福建、浙江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先行省份主体改革已经完成，林农的权

利得到确保。在林权私有化，归林农个人所有以后，关于森林资源经营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如何加强森林资源管理，提高森林资源管理水平，增加林农及

林农合作组织的林业经济收入，已成为影响林权制度改革成效和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以后，确权使森林的经营主体得以明确，而确权后的经营对象却在一定程度上

表现出了破碎化的特点，这一特点有可能使得分散经营难以推动森林资源的有效配置。 

科学的森林资源经营方案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能够针对当地实际自然气候条件、森林

资源现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合作组织经营管理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林地经营措施，为

提高合作组织成效，提高林地产出做出贡献。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是规范经营活动从而实现林

产品可持续生产的关键方法之一。因此，森林资源经营方案的编制能够有效地指导林农进行

林业生产活动。通过参与式方法，有助于加强林农、林农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意识与能力，

促进林农及其合作组织在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制度和政策改革中主动性，并提高农户在改革后

续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程度。 

本项目基于国家林业局-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在中国实施的林权改革前期项目的成果，

旨在对前期项目形成的《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在村级层面进行应

用，检验《手册》对于林农和合作组织森林经营活动的指导作用，通过宣传培训、参与式访

谈等方式，收集各相关利益者对《手册》的看法和意见，总结提炼出对《手册》的修改建议，

以推进提高集体林区森林经营质量，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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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组织架构（团队） 

为深入了解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状况及其林农林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并通过参

与式的方式对林农编制森林资源经营方案进行培训，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调研组在联合国粮农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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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CPR/038/EC）项目的支持下已经于 2011 年 1 月对福建省尤溪县和邵武市

四个案例村进行实地调研和培训指导。为了进一步验证《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

案编制手册》的应用效果，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支持中国集体林权改革政策、法律

和制度体系发展并促进知识交流项目》课题组于 2012 年 9 月至 11 月进行二期项目的研究工

作，11 月初在福建省邵武市进行实地调研，旨在得到村民和林业主管部门对《手册》应用

的反馈信息，并且进一步对相关人员进行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培训。2012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1 日，北京林业大学课题组温亚利教授带领调研小组，对福建省邵武市林业局、

拿口镇林业站、拿口镇加尚村林农和邵武市拿口欣升竹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了调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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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团队由 1 名教授、1 名讲师以及 3 名研究生组成。详见下表 1-1。 

表 1-1 项目团队人员构成 

姓名 职位 

温亚利 教授 

李小勇 副教授 

夏春锋 讲师 

侯一蕾 博士生 

 韩锋  博士生 

乔月 硕士生 

1.3 程序和方法 

1.3.1 工作程序 

本项目的实施共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地调研阶段以及报告撰写阶段。其中，项

目准备阶段包括前期项目及相关文献回顾、项目组成员培训以及实地调研的材料准备等；实

地调研阶段包括收集二手资料、林农培训与参与式访谈、林业工作者参与式访谈以及开展林

农培训班等；报告撰写阶段包括整理二手资料、项目组成员总结讨论以及形成项目报告等。 

具体的工作程序详见图 1-1. 

前期项目及文献回顾

项目组成员培训

准备材料

准备阶段

林农培训与参与式访谈

林业工作者参与式访谈

开展林农培训班

实地调研阶段

整理二手资料

项目组总结讨论

形成项目报告

报告撰写阶段

收集二手资料

 

图 1-1  项目工作程序图 

1.3.2 工作方法 

本项目采用了文献回顾、二手资料收集、宣传培训、参与式访谈、头脑风暴法、问卷调

查等方法，从不同层面（普通农民、合作社成员、林业工作者）收集意见，为指南草案提供

修改建议。 

（1）文献回顾 

文献查询及培训资料具体化。通过文献查询和回顾，对国内和国外，特别是国际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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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森林资源经营管理计划的制订方法、注意问题、成功经

验进行综述和总结。结合项目资助方提供的手册，加以综合考虑培训对象的特点，对手册进

行具体化，形成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培训方案。在培训实施中，针对四个案例村，

设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参与式案例。 

（2）二手资料收集 

在邵武市林业局和拿口镇林业站收集关于样本县和样本村的基本信息，包括社会经济发

展基本情况，林业资源情况以及林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等，以期为项目的实施和案例点《手册》

的应用和修改意见提供本底资料。 

（3）宣传培训 

在案例点选择 20 至 30 人（其中包括合作组织成员 15-20 人，非合作组织成员 5-10 人）

进行宣传和培训，由项目组教授对《手册》内容进行讲解，为培训对象详细介绍参与式森林

经营方案编制的相关知识。 

（4）参与式方法 

在培训结束后，分别组织林农和林业工作者进行访谈，访谈过程中采用参与式工具，例

如头脑风暴等，提出关键问题，引导访谈对象积极讨论，得出《手册》在村层面应用过程中

的问题，并总结出各利益相关者对《手册》草案的修改意见。 

（5）问卷调查 

在培训和访谈结束后，对林农和林业工作者分别发放问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林

农在培训和学习《手册》草案后的态度和看法，以探讨指南草案的具体应用效果，为指南的

补充和修订提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1.4 案例村选择说明 

邵武市是我国南方集体林区重点林业市之一，也是本项目研究的案例点之一。2011 年 1

月本项目在邵武市选取了拿口镇加尚村和洪墩镇尚读村两个案例点进行参与式森林经营方

案编写的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此次本项目选取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作为案例点，。

加尚村森林经营活动以毛竹为主，依托当地合作社对森林资源进行规模化经营管理，在南方

集体林区，尤其是在福建省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能够为《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

案编制手册》草案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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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活动 

2.1 材料准备 

通过文献查询，对国内和国外，特别是国际组织在中国实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

森林资源经营管理计划的制订方法、注意问题以及成功经验等进行综述和总结。同时通过阅

读项目前期的成果、召开项目会议等形式回顾并总结前期调研情况，结合前期调研成果，对

本次的项目调研提出可行性计划和具体安排。 

结合项目资助方提供的《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加以综合考

虑培训对象的特点，对手册中的内容和问题进行具体化总结提炼，形成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的针对手册在村级层面应用的调查问卷。 

为了更好的宣传林农合作组织，项目组结合《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

手册》的具体内容制作了《参与式森林经营宣传册》。宣传册主要介绍了参与式森林经营方

案的概念、目的、编制程序以及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好处等。宣传册主要用于向参加培训和

访谈的农民、村干部以及合作组织成员普及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的相关概念和背景知识，使

其能够更好地理解手册中的具体内容，从而有利于提出对手册的修改意见。 

 

2.2 目标人群选择 

项目进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森林所有者（林农或林业合作组织成员）、村

干部、合作组织主要负责人和林业主管部门工作者等。各利益相关者均为森林经营管理的主

体，因此，《手册》在村层面的适用性对森林资源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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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征集的宣传培训及访谈调查中，主要参与培训访谈以及信息收集的目标人群详见表 2-1

所示。 

表 2-1 目标人群及收集信息 

序号 被访问者 收集信息和预期目标 

1 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关键成员 村层面林业生产整体情况，合作社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和需

求，手册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对于手册草案修改的建议 

2 林业专业合作社的一般成员 家庭及合作社林业生产基本情况，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和需

求，参与合作组织的动因与收获，对于手册草案修改的建议 

3 非林农合作组织成员的林农 家庭林业生产基本情况，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和需求，不参

与合作组织原因，对于手册草案修改的建议 

4 村干部 村森林资源及其经营整体状况，对于开展参与式森林经营管理的意

见和建议，对于手册草案修改的建议 

5 乡（镇）林业站 关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地方规定，对于开展参与式森林经营管理

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手册草案修改的建议 

6 乡政府 本乡镇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整体情况，对于在村层面开展参与式森

林经营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手册草案修改的建议 

7 县林业局 关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县级规定，对于开展参与式森林经营管理

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对于手册草案修改的建议 

2.3 实施过程（详细描述） 

本项目的实施共分为准备阶段、实地调研阶段以及报告撰写阶段。10 月 15 日至 11 月 5

日为内业准备阶段，11 月 6 日至 11 月 11 日为实地调研阶段，11 月 12 日至 11 月 20 日撰写

项目报告。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2.3.1 准备阶段 

（1）相关项目、文献回顾 

回顾前期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编制项目成果以及相关文献，并阅读《集体林区村级参与

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熟悉《手册》内容。项目组负责人温亚利教授和李小勇教授

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项目背景、意义，协助者扮演的角色，并对协助者的基本

能力进行了强化培训。 

（2） 调研材料准备 

以项目组会议、小组讨论等形式，制定调研的具体方

案，通过讨论调研的重点内容，项目组制作了《林农参与

式森林经营宣传册》、《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

案编制手册调查问卷》（见附录 1）等调研方案，为项目实

施做好内业准备。 

表 2-2  材料准备及使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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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准备 对象 目的 

文献查询 

前期项目回顾 
项目组成员 

分析经验、总结问题 

提出可行性计划 

宣传手册 

村民 

乡镇管理人员 

林业部门工作人员 

宣传、培训，为手册的修改提供

背景知识和基本认识。 

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 

编制手册 

村民 

乡镇管理人员 

林业部门工作人员 

手册在村层面的应用，座谈现场

的阅读资料。 

问卷 

村民 

乡镇林业站 

林业部门工作人员 

获取关于指南的具体反馈信息

和修改建议 

 

（3）联系项目县林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协商 

按照项目要求，与项目县林业局沟通协商，选定案例点和林农合作组织。项目组通过与

案例县林业局沟通协商，选定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为具体的案例村。 

2.3.2 实地调研阶段 

（1）收集二手资料 

收集项目所需的二手资料，包括案例县社会经济、林业基本情况；地方林业发展相关政

策法规；乡镇林业站和案例村森林资源及经营管理现状；案例点合作组织基本情况等，为本

项目的实施提供详实的本底资料。 

（2）林农培训与参与式访谈 

在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组织相关利益者参加培训和访谈（参与培训的人包括合作社普通

成员、村民代表（非合作社成员）、村干部、合作社负责人以及乡政府官员）。现场分发宣

传手册，由课题组教授讲解宣传手册中关于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内容，为参加培训和座谈的

人员增加一定的知识基础。在讲解完宣传册中的内容后，教授为参会者详细解读了《集体林

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草案的具体内容。待参会者详细阅读手册草案以后，

课题组教授通过大白纸、黑板等工具，引导参会者进行讨论，收集农民在森林经营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总结提炼各相关利益者对该手册的意见和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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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业局、林业站林业工作人员参与式座谈 

组织邵武市林业局、拿口镇林业站工作人员、FAO 项目高级工程师等 7 人进行座谈和

问卷调查，由课题组李小勇教授讲解《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内容，

采用参与式、头脑风暴、调查问卷等方法，对手册的内容和可操作性进行讨论，与会人员分

别发表了对手册草案的意见和看法，收集林业主管部门工作者对手册草案的修改意见。 

  

2.3.3 报告撰写阶段 

（1）调研资料整理 

实地调研结束后，项目组成员对调研所获的邵武市林业局以及拿口镇加尚村的相关二手

资料、调查问卷、访谈结果及照片等资料进行内业整理，对实地调研的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2）项目组总结会议 

实地调研结束后，项目组召开总结会议，总结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不同相关利益者提出的

问题，尤其是森林经营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对手册草案的意见和看法，讨论并总结提炼出各利

益相关者对手册草案的修改建议。 

（3） 形成项目报告 

 基于实地调研二手资料的整理以及项目组讨论的结果，针对目前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

森林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手册在村层面的应用，形成最终的项目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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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成果 

3.1 本底概况 

邵武市地处福建省西北部，武夷山南麓，闽江支流富屯溪中上游。地跨北纬 26º55¹—27

º35¹，东经 117º2¹—117º52¹。东北邻建阳市，东南连顺昌县，南接三明市将乐、泰宁、建

宁县，西与江西省黎川县毗邻，西北与光泽县。邵武市全市林业用地面积 348.8 万亩，占土

地总面积的 82.2%，有林地面积 325.6 万亩，其中竹林面积 55 万亩，经济林面积 9.3 万亩，

活立木总蓄积量 1506 万立方米，立竹量 7062 万株。全市生态公益林面积 85.8 万亩，森林

覆盖率为 76.2%，绿化程度达 94.6%。2004 年被省林业厅确定为全省林业改革与发展综合试

验区示范点。 

 

图 3-1 邵武市位置  

加尚村是拿口镇的林业大村，全村辖区 9 个村民小组，435 户，1620 人，土地总面积

52126 亩，其中林业用地 45522 亩，占总面积的 87%。林业用地面积中生态公益林 17563 亩，

自留山 1664 亩，毛竹林 4080 亩，产权明晰划归营林公司 767 亩，经济林 665 亩，其余应改

商品林面积 20783 亩，林改后人均拥有林地面积 8.6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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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案例点位置图 

3.1.1 社会经济状况 

合作社所在村加尚村位于拿口镇东部，距离乡镇中心区域 13 公里，距离邵武市市区 80

公里。加尚村是拿口镇的林业大村，全村辖区 9 个村民小组，435 户，总人口 1620 人。 

表 3-1 加尚村人口情况 

年份 2002 2003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村民小组（个） 9 9 9 9 9 9 9 9 

总户数（户） 408 411 409 412 415 418 430 435 

总人口（人） 1628 1621 1618 1620 1625 1627 1643 1620 

劳动力（人） 1146 1140 1138 1145 1148 1150 1100 1047 

（数据来源：加尚村实地调研资料整理） 

邵武是绿色产业之乡。邵武是福建省规划建设的闽西北绿色产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

均耕地面积 1.21 亩，是福建重点林区和四大林产加工中心之一，有林地面积 325.6 万亩，其

中竹林面积 55 万亩，林木蓄积量 1506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76.2%。农业主导产业为优质

米、烟叶和林业，同时积极培育茶叶、种苗园艺和药材种植新兴农业产业。 

合作社所在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有：木材砍伐收入、竹材收入、林下经济收入及种植

烟草收入。2011 年全村销售木材约 2000 立方米，平均 900 元/立方米，收入约 180 万元，砍

伐木材支出约 60 万，平均 300 元/立方米，因此，全村木材销售净收入约为 120 万元；毛竹

销售约 10000 吨，平均 700 元/吨，收入约 700 万元，毛竹支出约 300 万元，平均 300 元/吨；

全村销售湿笋约 200 万吨，单价约 4 元/吨，收入约 800 万元；2011 年村人均纯收入 6500

元，其中烟叶的收入能占到 1/3，林业收入占 1/6，粮食收入能占到 1/3，其他占 1/6；村集

体财政收入约 30 万元；全村主要的农产品类型为水稻和烟叶，水稻每年约卖出 200 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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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为 1 元/斤，烟叶销售 16 万斤，单价 5 元/斤。全村没有畜牧业和旅游项目，没有纳入

保护区的资源。 

3.1.2 森林资源与经营评价 

土地总面积 52126 亩，其中林业用地 45522 亩，占总面积的 87%。林业用地面积中生

态公益林 17563 亩，自留山 1664 亩，毛竹林 4080 亩，产权明晰划归营林公司 767 亩，经济

林 665 亩，其余应改商品林面积 20783 亩，林改后人均拥有林地面积 8.6 亩。 

邵武市地处武夷山南麓，地理、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竹子种植。在林改前，农民很长时间

都是守着竹山受穷。以往，一根毛竹只能卖到 2 元钱，农民年亩均收入也不足 150 元。现在

情况大有好转，邵武市大力发展竹加工业，带动了毛竹升值，一根毛竹可以卖到 20 元。农

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人均竹业收入达到了 5000 多元。 

表 3-2 拿口镇、加尚村土地资源统计数据 

统计单位 经营区 
土 地 总

面积 

林地 

面积 

合计 

有林地 

灌木 

林地 

未成 

林造 

林地 

无 立

木 林

地 

非林地 
有 林 地

总计 
经济林 竹林 

拿口镇 合计 525987 419880 395137 5853 68110 334 21564 2845 106107 

拿口镇 生态区 97352 97352 97207 664 3853 0 145 0 0 

拿口镇 商品区 428635 322528 297930 5189 64257 334 21419 2845 106107 

加尚村 合计 52305 45464 43487 412 4353 47 1570 360 6841 

加尚村 生态区 17563 17563 17563 154 92 0 0 0 0 

加尚村 商品区 34742 27901 25924 258 4261 47 1570 360 6841 

数据来源：邵武市林业局资源站 

3.2 加尚村森林经营规划情况 

3.2.1 森林经营总体目标 

合作社竹木可持续经营是一个或多个经营目标实现过程，既能持续地获得所需的竹木产

品，同时又能保留竹林与生俱来的价值，并确保林地未来生产力不减弱，也不给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因为，森林经营目标可以概括为：资源增量、产业增效、林农增收。 

这和通常说的森林三大效益也是一致的。资源的存在是实现一切效益的基础，资源越多，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越明显，越能体现。资源增加了，质量变好了，水土保持、

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就能充分发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竹

业产业发展，才能带动林产工业及相关产业（水电、运输等）发展，满足社会的竹木产品及

服务的需求，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林农经营竹林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经济效益，致富

增收，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 

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采取多种手段，包括技术改造、价值提升、品牌创建、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进行全方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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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具体目标及措施 

根据合作社基本情况及上述总体目标，确定具体经营目标及实现措施： 

（1）提高竹林经营产出率 

 改造林地：通过林地改造，利用培育措施，如灌溉、劈山松土、施肥、间种套种

等，改善竹林生态系统的环境条件，提供更加适合竹林生长的自然土壤环境。 

 改善竹林经营技术：对竹林经营过程中的主要技术措施，如松土施肥、劈山抚育、

除草、排水和灌溉、挖除竹蔸、护笋养竹、竹林施肥（包括竹兜、竹腔施肥）、修剪、光照

等，对幼林及成林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技术。 

 合理砍伐：将竹林现有密度，龄级结构调查结果进行推算，确定每年对 3 度竹的

合理采伐量，直到达到标准立竹度和龄级结构比例。采伐季节原则上以秋冬季为主，但根据

市场需求也可适当提前。采伐时砍小留大、砍弱留壮、砍密留稀，逐年提高竹林径级水平 

 病虫、灾害防治：通过林地管理，提高竹林长势，增加抗病力。改善林地卫生状

况，清除病源，将竹丛枝病病枝、重病株全株清理烧毁，加强对竹笋夜蛾防治及竹螟防治。

对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火灾，提前预防，做好预案，将损失降到最低。 

 竹种选择：改善竹类遗传品质，调节竹林种群结构，提高种群的生产力，如优良

竹种的选育，混交竹林营造。这种生物控制方法对竹林丰产意义重大，但遗传改良等措施费

用高、时间长、难度大，并非容易短期奏效。 

对这些经营规范技术，编制《竹林丰产技术手册》，广为宣传，并且进行定期、不定期

林农培训。 

（2）维护当地生态环境 

 母竹保护：在竹林砍伐中，每亩均保留一定量的母竹，要求不低于 120 株/亩。 

 水土保持：对大河、水库周边设立缓冲带，减少水土消失。 

 防止污染：在病虫害防治、化学除草中禁止各种禁用的化学用品，尽量少用化学

杀虫剂，化学除草剂等，减少对水、土壤污染。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珍稀的植物物种采用挂牌宣传保护，杜绝人为损害，采伐时

保留竹木，保护野生动物栖息、繁殖地不受影响。 

（3）提升社区关系 

 密切社区关系：提供就业机会（如砍伐、运输、加工等），提高社区居民收入，保

护当地古墓等。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素质，注重安全教育避免事故的发生；加强劳动保护，

制定救助方案，发放个人劳动保护及急救用品。 

 化解矛盾冲突：遵守当地制度，熟悉森林利用规则，决策过程程序透明和民主，

理解乡规民约，尊重社区利益和权利；积极让社区参与规划，求得理解和协助，积极协商，

分享利益，化解矛盾；政府各部门提供森林资源、规划和经营技术信息。 

（4）产品升级 

 竹产品价值提升：对竹产品进行深加工、精加工，进行竹产品的日常用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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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竹几、竹凳、竹地板、竹床、竹家具等；竹产品深加工，如竹炭纤维衣服、竹炭毛巾、竹

键盘、竹工艺品、竹炭产品、炭粉等；培育竹荪等食用菌类等。 

 森林认证：了解森林认证的基本内涵、意义，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进行充分成本

效益分析，探索进行森林认证的可行性。 

 林下养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近选择地方，进行林下多种经营，如养鸡。

调查表明，养鸡竹林增产效果最为明显，病虫害减少、出笋增多、径级增粗；另一方面，林

下鸡的市场售价高，收入增加。 

（5）合作社事业拓展 

 规模拓展：在管理规范的前提下，对新申请加入的成员进行审查，合理扩大合作

社规模，成员数量适度增加，经营面积增大，规模效益越发明显。 

 员工能力提升：采取各种方式和争取机会，对主要管理层员工进行培训，提高管

理层决策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市场拓展能力。 

 争取各种补贴和政策支持：和有关部分配合，积极申请省级合作社，当发展到一

定程度后，申请国家级合作社，争取各级政府财政和政策支持。 

3.2.3 年度工作计划 

为了更好地实现森林经营总体目标，需编制具体森林经营规划，对各项工作任务做出明

确的时间安排，分步骤、分层次采取有效措施，完成各项工作。从时间上看，规划一般包括

三大类：长期规划，中期规划和短期规划。长期规划，一般 10 年左右，其核心目标是实现

森林长期的可持续健康经营。中期规划，通常为 5 年，一般与国家的规划期相适应。短期年

度工作计划，通常是 1 年里的森林经营各项具体活动的年度安排。考虑到竹林砍伐周期为 6

年左右，编制 5 年期经营方案比较合适，既考虑到了近期经营产出，又能实现中期战略目标。

具体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合作社 5 年期森林经营工作计划 

目标 活动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目标一：提

高森林经营

产出率 

活动一：改造

林地 

林地土壤生态

检测 

建立示范

点 3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5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8 个 

改良全部林地，编

制新计划 

 活动二：培训

竹林经营技

术 

内部研讨和交

流 2 次，施肥

技术培训 1 次 

病虫害防

治培训 1

次 

编制《竹林

丰 产 技 术

手册》 

《手册》推

广 

林农精通竹林经

营技术，编制新计

划 

 活动三：推广

森林保险 

认识森林保险 政策协调 建 立 示 范

点 3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5 个 

竹林纳入森林保

险，编制新计划 

目标二：维

护当地生态

环境 

活动四：保护

母竹 

母竹规划和标

记 

建立示范

点 3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5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8 个 

形成良好的母竹

群，编制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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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五：保持

水土 

大河、水库周

边设立缓冲带 

建立示范

点 3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5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8 个 

水土保护良好，编

制新计划 

 活动六：防止

污染 

认识化学用品 少用禁用

化学用品 

少 用 禁 用

化学用品 

少 用 禁 用

化学用品 

水土无污染，编制

新计划 

 活动七：保护

生物多样性 

珍稀植物种、

野生动物栖息

地和繁殖地挂

牌保护 

建立示范

点 3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5 个 

建 立 示 范

点 8 个 

林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良好，编制新

计划 

目标三：提

升社区关系 

活动八：密切

居民关系 

提供就业机会 基础设施

建设 1 处 

基 础 设 施

建设 1 处 

基 础 设 施

建设 1 处 

社区满意度提升，

编制新计划 

 活动九：加强

政府协调 

政 府 提 供 资

源、政策、技

术、市场信息 

政府审批

加快 

初 步 参 与

政府决策 

深 入 参 与

政府决策 

政府支持度提升，

编制新计划 

目标四：提

高产品附加

值，增加收

入 

活动十：开发

竹新产品 

日 常 用 品 开

发，如竹几、

竹凳、竹地板、

竹床等竹家具 

日常用品

开发初成

规模 

开 展 产 品

深加工 

产 品 深 加

工 初 步 成

功，如竹工

艺品、竹炭

产品等 

产品范围拓展，高

附件值产品增加，

编制新计划 

 活动十一：开

展多种经营 

培育食用菌 食用菌初

成规模 

尝 试 林 下

养殖 

食 用 菌 已

成规模 

食用菌品牌创立，

编制新计划 

 活动十二：开

展森林认证 

认识森林认证 认识森林

认证 

联 系 森 林

认证体系 

尝 试 森 林

认证 

建立森林认证示

范点，编制新计划 

目标五：拓

展合作社事

业 

活动十三：扩

大规模 

成员审查 成员增加

20%，面积

增加 10% 

成 员 增 加

20%，面积

增加 10% 

管理规范，

制度健全 

规模效益明显，编

制新计划 

 活动十四：提

升人员能力 

核心管理层培

训 1 次 

一般员工

培训 1 次 

核 心 管 理

层培训 1 次 

所 有 员 工

培训 1 次 

人员能力显著提

高，编制新计划 

 活动十五：创

立合作社品

牌 

申请省级合作

社示范点 

合作社制

度建设 

申 请 国 家

级合作社 

合 作 社 精

细化管理 

合作社品牌创立，

编制新计划 

以上经营计划，既包括了森林本身的经营，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合作社的未来发展，

力求从技术、经营、管理、政策等方面进行规划。 

3.2.4 拿口合作社简明森林经营方案实施的监测 

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实施、监督是一个完整的工作系列。一个好的经营方案需要有良

好的监测执行工作，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组织检查评定方案的实施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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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年度检查重点是检查方案生产性指标和年度林业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期末检查重点

是五年方案实施的效果。 

一般来说，林业企业经营方案实施，谁审批谁监督。按照以往具体实际做法，个体或小

型联合体和集体林的经营方案的实施，县林业局成立的由分管领导负责，林政、规划、营林、

资源管理等部门参加的专门机构监督管理。森林经营方案的实施要按方案文本执行并受监

督。方案一经批准或认定，必须认真执行，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随意修改、变动；如确实

需要修改，应报原批准或认定的主管部门批准或认定后才能执行。 

为了保障拿口合作社森林经营方案的实施，同样需要制订监测方案，对各项工作任务的

实施明确监测的主体、客体、时间、地点、监测方式、处置方式等，即“谁来监测”、“监测

什么”、“在哪监测”、“何时监测”、“怎样监测”等。考虑到经营方案是参与式的方式制订的，

应该在监测实施过程中，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即监测主体的多样化、监测方式的多样化。

具体监测方案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合作社森林经营工作监测方案 

监测内容 监测主体 监测时间 监测地点 监测方式 考核指标 

活动一：改造林

地 

林业局、林业

站、合作社 

中期、期末 林地现场 现场查看，土壤指标

查看 

林地改良到位 

活动二：培训竹

林经营技术 

林业局、林业

站、合作社 

年末、期末 办公室；培训现

场 

查看培训记录、培训

手册；现场观摩 

参加率高、培训

效果好 

活动三：推广森

林保险 

林业局、合作社 期末 林地现场、办公

室 

现场查看，文件查看 加入森林保险，

理赔顺利  

活动四：保护母

竹 

林业局、林业

站、村委会 

年末、期末 林地现场 现场查看 母竹保护良好，

有标识 

活动五：保持水

土 

林业局、林业

站、村委会 

年末、期末 林地现场 现场查看 水土保护良好 

活动六：防止污

染 

林业局、林业

站、村委会 

年末、期末 林地现场 现场查看 水土无污染 

活动七：保护生

物多样性 

林业局、林业

站、村委会 

年末、期末 林地现场 现场查看 林地生物多样

性保护良好 

活动八：密切居

民关系 

林业局、林业

站、村委会 

年末、期末 社区现场、办公

室 

访谈、汇报 社区满意度提

高 

活动九：加强政

府协调 

合作社、村委会 年末、期末 办公室 访谈、汇报 政府支持度提

升 

活动十：开发竹

新产品 

合作社、成员 年末、期末 现场、办公室 讨论、会议 产品范围拓展 

活动十一：开展 合作社、成员 年末、期末 现场、办公室 讨论、会议 食用菌品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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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营 立 

活动十二：开展

森林认证 

合作社、成员 期末 林地现场、办公

室 

讨论、会议 开展森林认证 

活动十三：扩大

规模 

合作社、成员 年末、期末 现场、办公室 讨论、会议 规模效益明显 

活动十四：提升

人员能力 

合作社、成员 年末、期末 现场、办公室 讨论、会议 人员能力提高 

活动十五：创立

合作社品牌 

林业局、合作社 中期、期末 现场、办公室 现场查看，访谈、汇

报 

合作社品牌创

立 

3.3 规划实施的条件 

3.3.1 合作社快速发展 

加尚村于 2008 年成立了“拿口欣升竹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在近几年的经

营中取得了可喜的经营成效。该合作社是由张家生、张家发、付德雄、徐兴贵和黄义明等林

业大户为首联合部分村民以林地资产出资方式共同成立的一个农民股份合作社，该合作社刚

成立时涉及村民 5 户，人口 24 人，拥有山林面积 13000 亩、资产 2700 万元。截止到 2012

年 5 月，该合作社成员已打到 100 户，人口 385 人，拥有山林面积 18530,亩、资产 3700 万

元。2011 年度合作社的经营收入达到 1556.75 万元，接收到财政补助金 19 万元，全部用于

林地搞科技示范林。 

通过对合作社主任及成员进行访谈，课题组了解到合作社的业务增长速度和盈利能力与

理事会年初的预期、两年前的情况、从事同类产品经营的竞争者相比要好；在满足社员需求

和提高社员收入方面的效果比较好，社员对合作社各类事物的参与程度较高，社员对合作社

的认可程度和满意程度较好，在当地从事同类产品生产者中，社员的人均平均年纯收入与分

社员相比好一些，合作社在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比较显著，合作社可以很好地开

展工作。 

3.3.2 邵武市林业现行政策 

通过运用参与式方法，与合作社成员、非合作社成员及政府官员等讨论国家出台的或者

村规民约的有关林业的现行制度与政策。在邵武市现行的政策主要有国家减免采伐增值税及

育林基金、生态公益林补偿、小额贷款、贴息、林权抵押、森林保险等。另外，针对合作社

开路、道路维修等，国家给予合作社一定的补偿，合作社享有和国有林场一样的剪枝费待遇。

合作社销售的林产品免征增值税，允许开具普通发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合作社取得普通

发票可以按票面金额的 13%作为进项抵扣。合作社及成员目前只能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联保

贷款，但只能小额贷款，其他金融部门还不行。 

3.4 投资与效益分析  

3.4.1 投资预算及资金来源 

经测算，5 年期森林经营方案的实施，按照较低标准，合作社所需投入资金初步预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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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所示： 

表 3-4 合作社 5 年投资预算表 

项目 活动 预算细则 
费用 

（万元） 
自己投入 

上级

投入 
备注 

原有一

般性经

营活动 

如除草、病虫害

防治、施肥、劈

山、采伐等 

每亩 150 元/年，总共

19500 亩，5 年需要资

金 1462.5 万元 
1462.5 1462.5 0 

调查中得知每亩投

入约为 150 元/年，

全部由成员自己投

入，少有贷款 

5 年期

新规划

活动 

劈山修路 每年 5 公里，每公里

2000元，每年 1万元，

5 年 5 万元 

5 2.5 2.5 

 

 土壤改良 每年 200 亩，每亩

1000 元，5 年 100 万

元。 

100 20 80 

 

 竹腔施肥 每亩 60 元，总共

19500 亩  
117 67 50 

每 100 棵竹 30 元肥

料，每亩 200 棵 

 技术管理培训 竹农每年 2 期，每期

1000 元，每年 2000

元，5 年 1 万元；管

理层 5 年 4 万元。共

5 万元。 

5 2 3 

 

 森林保险 每亩 500 元保额，综

合保险费率：2‰，每

年 19500 元，5 年

97500 元 

9.75 2.4375 
7.312

5 

省负 75%，自负 25% 

 大河、水库水土

保持缓冲带 

8 个示范点，每个

5000 元 
4 0 4 

 

 生物多样性保

护 

8 个示范点，每个

1000 元 
0.8 0 0.8 

 

 开发竹新产品 日常用品开发投入

100 万元，开展产品

深加工 100 万元 

200 150 50 

 

 扩大食用菌培

育规模 

培育食用菌投入 50

万 
50 40 10 

 

 开展森林认证 试点 1 万亩，森林认 10 2 8 争取有关组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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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申请和年审费用 

 5年期活动小计  
501.55 285.9375 

215.6

125 

 

原有一

般性和

新活动

合计 

  

1964.05 1748.4375 
215.6

125 

 

从上述简表可以看出，合作社原有一般性经营投入，如劈山、看护、病虫害防治、采伐、

施肥、修路、除草、整地、灌溉、雇工等，5 年规划期需要投入约 1460 万元，从以往实践

看，这些费用主要由林农自己投入，很少有贷款。5 年规划期新增工作，需要投入约 500 万

元，其中自己投入约 285 万元，争取各级政府、各组织投入 215 万元。综合来看，5 年期的

新老活动总计投入约约 1960 万元，自己投入约 1745 万元，争取外部支持约 215 万元。 

3.4.2 产出分析 

竹林经营方案实施后，产出主要表现为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生态效益看，经营期内竹林面积扩大、数量增长，林分持续生长，蓄积量增加，产生

较好的生态效益，保持水土，净化空气，改善生态环境改善。 

从社会效益看，竹林在培育、采伐、加工、销售等环节，在产业化的经营过程中，吸纳

大量劳动力，解决大量就业问题，发展了林区经济，稳定了地方关系。而且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了乡村面貌，扩大了社会影响。 

从经济效益看，通过竹腔施肥，每亩能净增 60 株毛竹，即能增产 1/3。保守估计，如果

不发生自然灾害，以现在价格计算，在原来每亩净收益 150 元基础上，能增加 50 元，达到

210 元。5 年期毛竹净收入能达到约 2040 万元。扩大食用菌规模，每年预计增收 100 万元，

5 年增收 500 万元。开发毛竹新产品，每年预计增收 100 万元，5 年增收 500 万元。5 年期

各项总计净收入预计达到 3000 万元。平均每年 600 万元，比现在每年净利润 400 万元，多

出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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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发现 

为了验证和完善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的内容，本项目组运用参与式讨论、半结构式

访谈的方式，了解农民、合作组织成员和林业工作人员对参与式森林经营的需求和问题，以

及对编制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同时，为了更好的反映《参与式森林

经营指南》的内容，准确的获取不同层面的相关者对指南的建议，项目组根据指南的内容，

提炼问题，形成调查问卷，结合与农民代表、合作社成员和林业工作人员的访谈等，填写问

卷，希望准确反映各方意见。 

4.1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4.1.1 参与林业工作者座谈样本基本特征 

在针对林业主管部门的座谈中，邵武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7 人参加了讨论，其中包括林业

局副局长、法制办主任、资源站站长、营林公司经理、科技中心主任、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

长以及林权服务中心主任。参与座谈的 7 人中有 1 人为女性；所有参与座谈的林业工作者均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林业工作平均年限为 12 年。 

  

4.1.2 参与村级培训和访谈样本基本特征 

加尚村培训和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及构成特征：邵武市拿口欣升竹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共有 15 名林农和合作组织成员参与培训和座谈。人员构成包括非合作组织成员 4 人（其中

包括 2 名村干部），合作组织成员 8 人，合作组织主要负责人 1 人，乡镇林业站工作人员 1

人，乡政府官员 1 人（人大主席）。样本村所选取的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为：15 位被访者

均为男性；年龄平均为 41 岁，其中 40-50 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共 7 人，占 46.7%；参与座

谈的被访者文化程度相对本村的平均水平较高，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共占被调查者总数

的 40%，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详情见图 4-1。家庭人口数平均为 4 人，家庭劳动力数量平

均为 3 人。 



 

                                              19 

 

 

图 4-1  案例点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特征 

4.2 林农对参与式林业及方案编制的意见反馈 

    为了解林农对《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简称《手册》）应用的认知，培训中项目组与参加

会议的林农共同研读了手册，在研读的过程中，项目组老师向林农对《手册》进行逐条解读，

并根据解读内容与各方进行深入讨论，总结出林农对《手册》应用的意见，包括其认知与改

进建议。 

4.2.1 林农对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的认知 

（一）林农对参与式林业及方案编制基本概念及目的的认识 

项目组通过与林农的培训、座谈、对文本的解读，最后结合问卷，对林农对参与式林业

及方案编制基本概念及目的的认识进行了了解，从调查中反现，林农普遍认为林农自身应该

成为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的主体，并

且应该资源参与，因为通过参与式森林经营

和 方 案 编 制 能 够 帮 助 林 农 规 避 风 险

（93.33%），如权属争议、限额采伐、森林用

途发生变化和政府占用没有补偿等问题。而

且因为在森林方案编制和参与式森林经营过

程中，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并且能够收到林

业部门的技术培训，能够提高林农的林地管

理知识和管理水平（93.33%）。 

在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过程中，林农认为森林经营方案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树种选择

（100%）、造林方式（93.33%）及造林后的后续安排（100%），同时有 13.33%的林农认为

应该包括森林防火内容，33.33%的林农认为还应该包括造林及抚育的财务预算内容，13.33%

的林农认为应该确定轮伐期、间伐时间等问题。如图 4-2。在针对森林经营方案文本统一的

意见上，40%的林农认为森林经营方案应该统一文本，由林业主管部门下发专门的文件和标

准，这样能够得到政府的保障，规避风险，60%的林农认为没有必要统一文本，应该根据当

地村民、林地条件等实际需要灵活掌握，增加森林经营方案的针对性。如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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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森林经营方案应该包含的内容 图 4-3 森林经营方案是否应统一格式 

在对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人群的认知中，93.33%的林农认为林区低收入农户、贫困户、

少数民族户、妇女等弱势群体可以参与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这也体现了参与式森林经营的特

点，彰显公平公正、覆盖面广的原则。需要林区低收入农户、贫困户、少数民族户、妇女等

群体参与到森林经营中，体现公平广覆盖的原则。但是 80%的林农这些弱势群体可以参加，

但是不一定强迫其参与，因为编写森林经营方案需要科学合理性，应该是那些所有林地具备

一定规模，有意愿经营森林、有能力编写森林经营方案的林农更多的投入到这件事中。另外，

林农普遍都认识到，编制森林经营方案会涉及多方面知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另

外，他们认识到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过程中林业主管部门会开展相关的培训，农民的林地管理

知识和管理能力都能得到提高。 

关于“选择何种方式参与制定森林经营方案”的问题，所示，66.67%的林农认为应以

林农为主，专家等技术人员协助完成，6.67%的林农认为由林农自己完成，此外，剩下的林

农选择了“请专家来做”，或“请其他有能力的人”，如图 4-4。 

 

   图 4-4   选择何种方式参与制定森林经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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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程序的认知 

通过调查发现，所有林农都认为编制经营方案首先需要林地相关的基本资料和信息，包

括林地面积和位置、林地权属、所种树种的资料和信息，另外还有 53.33%的林农选择了如

立地条件、水资源、农业经营情况等其他信息。调查中 86.67%的林农认为有必要成立森林

经营方案讨论小组，讨论小组可以由村中林业技术能人与村民成立，或是由林业合作组织与

村干部成立，为林农提供技术帮助。 

  

  

在获取了林地相关的基本资料和信息后，编制讨论小组需要结合 SWOT 分析方法，对

森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优势、机遇等问题进行评估。但是 86.67%的林农认为在森林经营

中缺乏资金和技术，93.33%的林农认为缺乏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的扶持，同时也有 66.67%

的林农认为没有从森林经营中获得相关的利益。如图 4-5，林农普遍反映应该从提高管理技

术，增加技术培训和多争取上级支持等这几个方面来改进森林经营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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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评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于森林经营方案的规划阶段，所有林农都认为需要确定森林经营的目标，但是对于是

否需要确定 5 年森林经营活动持不同意见，80%的林农认为需要短期规划，包括营林计划、

林下经营计划、采伐计划和防火防病虫害等；20%的林农认为不能硬性规定森林经营活动年

限。 

在森林经营方案实施的过程中，所有林农都认为需要对森林经营进行监测，其中 26.67%

的林农认为需要 1 年一次的监测，13.33%的林农各选择了 2 年一次和 5 年一次，其余林农

认为应该根据森林经营阶段不同处理，如前 3 年应该 1 年检测至少 1 次，5 年后可两年检测

1 次。如图 4-6。对于谁来监测的问题，60%以上的林农认为应该由农民自己来监测，40%

的林农选择由当地林业部门来监测。最后，关于森林经营方案的反馈与信息共享阶段，所有

林农都认为需要把所有的森林经营信息都反馈给村民，反馈方式主要有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来

共享信息和沟通、召开村小组会议和由林业部门传达等方式。 

 

图 4-6 森林经营检测周期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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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农对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方法建议与制度保障的认知 

项目组通过与村民、林农等的座谈培训，结合问卷调发现，53.33%的林农认为大家讨

论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风险、机会和优势、劣势这种头脑风暴法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最适用，

其次大家选择的是利益相关者座谈（26.67%）和共同制定方案后进行集体修改（20%）。林

农反映需要科学的制定森林经营安排，以帮助他们更有效的经营森林和获取更多的收益。从

调查中显示，林农参与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最关注的是利益分配（46.67%）和政策扶持

（40%），其次是森林采伐（13.33%）。同时 53.33%的林农认为应由上级主管部门制定参与

式森林经营的规章制度，因为这样林农能够获得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资金、技术和税费减免

等优惠政策，46.67%的林农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应该根据村民自身的需求定制，上级主

管部门应该只承担协助作用。 

4.2.2 林农对《森林经营方案手册》应用的优点的认知 

在讨论过程中，结合问卷的填写与整理可知，林农认为《手册》的基本内容符合林农经

营森林的基本意愿，即通过编写《手册》提高林农对森林的经营管理水平，同时争取政府的

政策扶持，进而增加收入。同时，林农认为《手册》科学性强、表述规范、层次鲜明，具有

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果切实操作，能够有效的提高林农对森林的经营管理水平。此外《手册》

中对《森林经营方案》编写的原则明确提出，能够有效保证相关利益者的民主权益，体现了

公平合理的参与式编写原则。 

  

通过现场提问，林农回答的方式，可以得到，53.33%的林农认为《手册》内容全面，

覆盖面广，26.67%的林农认为《手册》的基本内容符合林农经营森林的基本意愿，33.33%

的林农认为《手册》科学性强，33.33%的林农认为《手册》层次鲜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

义，80%的林农认为《手册》原则性强，能够有效保证相关利益者的民主权益，体现了公平

合理的参与式编写原则。如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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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林农对《森林经营方案手册》应用的优点的认知 

4.2.3 林农对《森林经营方案手册》应用的不足的认知 

第一，《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的相关利益者权限的问题。通过参与式座谈，林农表示《森

林经营方案手册》应该突出各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在《手册》中没有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应该

发挥的作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的编制的需求不同。从林农的角

度来讲，他们更需要获得自身切实的利益、自主权利以及政策扶持的指导。 

第二，《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的缺少一定的实用性问题，林农认为《手册》科学性强、

表述规范、层次鲜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果切实操作，能够有效的提高林农对森林的

经营管理水平。但是加尚村长长期进行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林农都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他

们表示从实用角度来讲，《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理论色彩较浓，内容比较深奥，难以理解，

同时语言晦涩难懂，文本过厚，语言不够简洁，如果针对文化水平较高的林业工作者，文本

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广大林农文化水平较低，针对此《森林经营方案手册》，对普通的

合作社成员或者一般林农而言，文本的实用性不强。 

第三，《森林经营方案手册》中“政策扶持”与“技术指导”缺乏，因为林农自身文化

水平有限，能力不足，在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过程中，需要相关的部门或者

专家、技术人员等技术指导。同时由于林农自身生产规模小，缺少资金等，也需要政府或林

业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并针对这部分内容应该更加具体和细化。参与座谈的林农

均反映出对政策扶持和技术培训指导的强烈需求。因此他们提出中《森林经营方案手册》关

于“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部分对于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十分重要，需要在文本

中给出更详细、更具体的说明。例如，政府部门需要给予相应的指导、培训和监督。在《森

林经营方案手册》中，应该说明政府应该给予哪些方面的指导，开展哪些方面的培训等。 

4.3 林业工作人员对参与式林业及方案编制的意见反馈 

4.3.1 林业工作人员对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的认知 

（一）林业工作人员对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目的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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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 60%的林业工作人员认为需要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最主要原因

是为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20%的林业工作人员选择了获取政策扶持，进而提高森林经营水

平；13.33%的林业工作人员认识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是为了规避风险，防止森林经营者在森

林经营过程中耗竭性的采伐，进而保证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剩下 6.67%的林业工作人员需要

编制经营方案的原因是增加林农收入。如下图 4-9 所示。从图中可见，林业工作人员认为森

林经营方案的最直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其次是获取政策扶持。 

 

图 4-9 林业工作人员对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目的的认知 

 

（二）林业工作人员对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最大收益群体的认知 

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 53.3%的林业工作人员认为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最大收益群体是

林农，33.33%的林业工作人员认为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最大收益群体是政府，其余 13.33%

的林业工作人员认为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最大收益群体是合作组织，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林业工作人员对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最大收益群体的认知 

 

（三）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所面临的问题 

在问及编制经营方案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时，66.67%的林业工作人员认为森林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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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技术及专业人才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13.33%的林业工作人员认为森林经营缺少

政府的扶持与指导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时还有 13.33%林业工作人员选择了其他，

如缺少相关森林经营信息、无法预估未来的发展情况、很难创新或不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的方案等。除此之外有 6.67%的林业工作人员认为编制经营方案没有必要，所以编制不存

在问题。如图 4-11。由此可见，缺乏相应的知识技术，而导致的能力低下，仍然是编制森林

经营方案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图 4-11 编制森林经营方案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四） 编制程序及政策保障的意见反馈 

71.43%的管理者认为编制森林经营方案需要林区低收入农户、贫困户、少数民族户、

妇女等群体参与到森林经营中，体现公平广覆盖的原则；其他的管理者认为这些弱势群体可

以参加，但是没有必要强制要求必须包括。

所调查的管理者也都认为森林经营方案要包

括树种选择，同时有 85.71%的林业工作人员

还选择了造林方式和造林后林地的后续安

排，57.14%的林业工作人员认为还应包括如

立地条件等其他的内容。42.86%的管理者认

为需要将森林经营方案规范化，如设定标准

文件，统一文本。57.14%的管理者则认为统

一化会导致方案实施效果不好，而是应按照

农民的实际需求编制。 

在规划阶段，管理者认为需要确定森林经营目标，但是关于“是否需要确定 5 年森林经

营活动的问题”上，57.14%的管理者认为需要，主要可包括营林计划、采伐计划、林下经

营计划和防火防病虫害等，而 42.86%的管理者认为不能硬性规定。同时在规划阶段，为了

让经营者得到效益，全部的管理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效益分析。管理者也都认为森林经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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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测，57.14%的管理者认为监测应该每年一次，有 14.29%管理者选择了 2 年，28.57%

的管理者选择了 5 年一次。调查显示，管理者认为监测内容应该包括是否按经营方案执行、

执行效果以及影响经营方案实施的问题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4.3.2 林业工作者对《森林经营方案手册》应用的意见反馈 

第一，《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应用对象不够明确。在该《手册》中，多次

提到“农民”、“林农”、“合作组织成员”等相关概念，并没有明确的针对人群。因为农民可

能没有林地，而林农又存在不同经营规模的问题，若林农经营范围过小，参与式森林经营方

案编制成本过大，不切合实际。 

第二，《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的缺少一定的实用性问题，林农认为《手册》科学性强、

表述规范、层次鲜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果切实操作，能够有效的提高林农对森林的

经营管理水平。但是加尚村长长期进行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林农都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他

们表示从实用角度来讲，《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理论色彩较浓，内容比较深奥，难以理解，

同时语言晦涩难懂，文本过厚，语言不够简洁，如果针对文化水平较高的林业工作者，文本

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广大林农文化水平较低，针对此《森林经营方案手册》，对普通的

合作社成员或者一般林农而言，文本的实用性不强。 

第三，林业工作者认为，在《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对林区低收入农户、贫

困户、少数民族户、妇女等弱势群体参与森林经营的地位指示不明确。这些弱势群体可以参

与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这也体现了参与式森林经营的特点，彰显公平公正、覆盖面广的原则。

但是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者可以包括这些弱势群体，但是不一定必须包括这些群体，因为编

写森林经营方案需要科学合理性，应该是那些所有林地具备一定规模，有意愿经营森林、有

能力编写森林经营方案的林农更多的投入到这件事中。同时林业工作者更多的强调了“带头

人”的作用，通过有威望、有能力的能人带领，这些工作更易于完成。另外，林农普遍都认

识到，编制森林经营方案会涉及多方面知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另外，他们认识

到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过程中林业主管部门会开展相关的培训，农民的林地管理知识和管理能

力都能得到提高。 

第四，对于政府的地位定位不明确。政府如何通过提供政策供给，对参与式森林经营及

方案编制进行引导和扶持，如果出台政策过多，会不会对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的决策

有影响。如《手册》文本中对森林采伐限额的说明等。此外政府如何引导、如何监督，所出

台的政策能够保持可持续性都未做明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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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结论与《手册》修改建议 

5.1 主要结论 

5.1.1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森林经营方案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南编制单位，由于林地规模的限制，以农户为单

位编制经营方案这种方式是不可行的，建议以自然村、合作组织或行政村为单位编制森林经

营方向。 

第二，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主体问题。以前森林经营方案都是以林业主管部门为主体，

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方案中除了不同立地条件下造林对采伐年限的控

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外，其他方面的规划内容都难以执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资金的缺乏，

另一方面是经营方案缺乏约束和控制。作为参与式的森林经营方案，它的编制主体应该是以

合作社或自然村、行政村的农民为主。但是农民素质偏低，往往缺乏能力、手段和意识。如

果以政府为主，又容易违背农民的意识。这两者之间如何更好地结合，地方林业主管部门可

以通过提供相关的培训、技术支撑和业务指导、成立规划编制的小组等方式来实施落实森林

经营的规划。 

第三，方案制定以后，规划内容的落实缺乏有效的技术、资源保障。例如规划制定出来

以后要两年进行一次抚育或加强病虫害的防治等，然而资金的缺乏往往会使规划内容落不到

实处。所以规划内容的制定必须在有国家相关的配套政策、制度的支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落

实。 

第四，方案的审批、实施、监督和奖惩机制问题。方案编制以后，由谁来审批？如果是

县林业局审批，那么审批之后由谁来具体实施，实施经营方案过程中由谁来监督以及有何奖

惩措施等问题都是保障森林经营方案能够落到实处的重要问题。 

第五，林业生产周期较长，除了自然风险外，还有经济风险，这种经济风险来源于不同

时期对木材的采伐利用所获得的不同收益。如果在林业经营的一个规划期中，由于市场因素

的影响对木材进行提前砍伐收益更大，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方案就应该有一定的弹性，灵活

处理，把整个生长周期的经营方案和十年的经营期、五年的段计划相结合，以体现林业的特

殊性，保障林农的利益。 

5.1.2 《手册》文本中存在的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结合问卷的填写与整理可知，林农和林业工作者均认为《手册》的基本

内容符合森林经营者经营森林的基本意愿，同时，《手册》科学性强、表述规范、层次鲜明，

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果切实操作，能够有效的提高森林的经营管理水平。此外《手册》

中对《森林经营方案》编写的原则明确提出，能够有效保证相关利益者的民主权益，体现了

公平合理的参与式编写原则。但是通过调查，林农和林业工作者仍然针对《手册》文本提出

了针对性的意见，两个利益群体意见比较同意的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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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定位上，本手册的服务对象不明确。《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中，

多次提到“农民”、“林农”、“合作组织成员”等相关概念，并没有明确的针对人群。因为农

民可能没有林地，而林农又存在不同经营规模的问题，若林农经营范围过小，参与式森林经

营方案编制成本过大，反而会给基层带来很大的工作量，不切合实际。 

第二，在形式上，《森林经营方案手册》理论色彩较浓，内容比较深奥，专业术语较多，

难以理解。同时语言晦涩难懂，文本过厚，语言不够简洁，如果针对文化水平较高的林业工

作者，文本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广大林农文化水平较低，针对此《森林经营方案手册》，

对普通的合作社成员或者一般林农而言，文本的实用性不强。 

第三，在操作上，手册中虽然有写明方案编制的程序和步骤，但还是基本上处于理论解

释和说明上，没有写明在实际操作中针对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具体操作步骤。因此无论是管理

者还是林农通过文本的阅读依然无法指导其实际行动。例如在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编写的准

备阶段，管理者的具体工作是哪些，农民需要做什么工作，具体的操作程序是什么；在评估

阶段中，具体的指标是什么，用什么样的评估和监测的标准，这些描述的都不是很清楚，都

是很繁琐、复杂的文字。 

第四，在内容上，多数林业工作人员和林农表示经营方案中硬性的规定经营期不合理。

经营方案中规定要“明确 10-20 年森林经营的主要活动，制定森林经营的年度计划和中期（5

年）计划”，不符合林业经营的特点，林业生产周期长，而且经营不同的林种，生产周期也

会不一样，所以硬性的规定经营周期不符合实际生产情况。 

第五，在政策上，缺乏对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林业工作人员和林农

认为经营方案的实施需要监督，但是方案并没有明确监督的部门是哪些机构，这样就容易出

现责任相互推诿。同时，文本中也没有说明对方案进行认定的部门，包括经营方案有什么样

的约束性，如何保证村集体在森林经营过程中执行方案中的规划，这些问题在手册中都没有

加以明确。 

5.2 意见和建议 

5.2.1 对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建议 

第一，方案要体现林农的主体地位。林改已经分林到户了，林农是主体，如何来经营、

管理并获利于林业是他们自己的权力。正是为了保障这种利益的实现或科学的经营管理才制

定这个经营方案。因此经营方案的制定主体应该是林农，他们所缺乏技术或其他条件保障，

是应该作为地方林业主管部门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市场信息、技术、

资源本体等），另外规划技术、对问题的分析、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如何来解决等都应

该由主管部门与林农一起商量来解决。因此，制定方案时应该以林农为主题，政府是多方位、

多渠道的提供支持和保障。 

第二，把森林经营方案的制定和执行纳入县层面的林业主管部门，尤其是林政资源管理

部门，作为其他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社区层面，经营方案由县里来审批、监督和执行，纳入

到县层面林政资源管理体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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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要加大对造林、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林区基本建设方面的规划和投资。应该

把政府的林区发展规划和林农森林资源经营的方案结合在一起，从政策上提供森林经营方案

制定和执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并且要对外部环境和条件在方案中加以明确。 

第四，在社区层面，要采取“循序渐进，政策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对林业经营水平相

对较高或林业对当地林农和政府比较重要的地区先推试点，在林农自愿的情况下，由林农申

请，林业主管部门帮助解决，逐渐完善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案制定和实施的体系。 

第五，要简化森林经营方案，建议就林农森林经营的几个关键问题，如造林、抚育管理、

采伐和病虫害防治等制定出具体的森林资源经营管理计划，把林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最重要的

问题拿出来做规划，然后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确保森林经营水平的提高。 

第六，地方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林农森林资源经营的技术、管理、市场方面的

培训，逐渐提高他们的意识和能力，这是未来提高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基础。制定

森林经营管理方案是一种形式和手段，但农民自身的意识和能力是决定森林经营水平最关键

和最基本的问题，所以应加强对林农的培训，使他们能很好地经营和管理森林资源。 

第七，经营方案本身的制定的对象应该是有一定的规模、明确经营目标的群体和生产单

位。要提高集体林整体经营水平，搞股份制林场、合作林场和合作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保

障。 

5.2.2 对《手册》文本的修改建议 

针对林农及林业工作人员对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的认知，以及《参与式森林经营

及方案编制手册》应用的意见反馈，项目组针对以上问题及不足，总结并提出了以下几个方

面的修改意见。 

第一，要明确手册的使用对象，最好是针对不同的手册使用对象编制不同的方案。例如，

针对林业工作人员和合作组织成员的经营方案要力求直观、简单明了，文字语言尽量本土化，

文本可采用图表的形式增强林业工作人员的阅读兴趣，这样既加深了林业工作人员的理解又

起到宣传作用。针对管理者的经营方案，可增加有关他们实际工作的内容，增强规范性和可

操作性。如管理者在森林经营管理中的具体工作步骤，明确纳入森林经营方案的农户拥有林

地的标准。 

第二，手册语言应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应尽量使用简明的语言，采用图表结合的形式，

避免用过于生僻的专业方法和官方化的语言使手册应用者难以理解。经营方案要尽量简化语

言，避免过多的理论诉述，涉及到的一些专业方法，要加以简单易懂的文字说明，或配合相

关图表来加强理解，避免用过于生僻的专业方法，从而增强对基层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在操作上要进一步具体化。通过手册对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操作的具体化说明，增

强方案的可操作性。在经营方案编制的具体程序上要针对基层的实际工作进一步细化，说明

每个步骤的具体程序，确定每个步骤需要的具体材料、相关人员、要如何实施、达到怎样的

标准、以及评估、监督的具体要求等，增强条理性，使基层在实际操作中有章可循。 

第四，森林经营方案的相关内容需要与中国国情、各地的林业发展情况紧密结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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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前要充分考虑林业的特点、中国林业发展的情况以及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林业经

济发展情况，合理科学的制定森林经营方案，对特殊情况地区要做出解释说明，因地制宜，

不能一刀切。关于经营期问题，不易做硬性规定，要根据不同地区和树种，做出弹性安排。

经营方案编制出来以后，可以先进行试点，根据具体情况再修改完善。 

第五，经营方案要充分考虑基层的人员能力、技术、资金的情况。经营方案各步骤的实

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为了保证经营方案的有效实施，方案中需对人员、

技术、资金的来源与安排做出说明和规定。 

第六，要加强相关的配套政策，保障经营方案的实施。森林经营方案的准备、规划、评

估、监督等各程序的实施，需要相关的政策规定以及工商、税务等各部门的协作配合。所以

加强配套政策建设，如税费优惠政策、生态补偿、林权抵押贷款以及限额采伐制度等方面的

支持，是保障森林经营方案有效实施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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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工作日程表 

时间 主要工作 参与方 方法 

2012.9.22-2012.11.5 

▲组建项目团队； 

▲文献回顾； 

▲调研材料准备； 

√北林项目组 
◆会议 

◆培训 

2012.11.6 

▲项目背景和目的介绍； 

▲项目组与林业局商讨细化

工作方案 

√北林项目组； 

√邵武林业局 FAO 项目组； 

 

◆会议 

◆座谈 

 

 

2012.11.7 

▲林业局座谈，商讨林业合

作组织指南修订意见 

▲资料收集 

√尤溪县项目组成员； 

√邵武林业局工作人员； 

√邵武林业局 FAO 项目高

级工程师； 

√北林项目组 

◆头脑风暴 

◆半结构式访谈 

◆调查问卷 

◆资料收集 

2012.11. 8 

▲林农培训与参与式访谈,

商讨林业合作组织指南修订

意见 

▲资料收集 

√山连村村民代表； 

√林业专业合作社成员； 

√林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乡镇林业站工作人员； 

√乡镇政府官员； 

√北林项目组 

◆头脑风暴 

◆半结构式访谈 

◆调查问卷 

◆资料收集 

2012.11.9 

▲会议座谈； 

▲资料收集； 

▲意见反馈； 

√尤溪县项目办官员； 

√北林项目组 

◆头脑风暴 

◆座谈会议 

2012.11.10-2012.11.17 

▲项目组总结会议； 

▲整理资料； 

▲形成报告； 

√北林项目组 

◆总结会议 

◆撰写报告 

◆翻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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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集体林区村级参与式森林经营及方案编制手册》调查问卷 

一、被访者基本信息 

1.  被访问者类别： 

A. 非合作社成员  B.合作社成员 C. 乡镇林业站人员  D.县林业局人员  D.其他           

2.  农户家庭基本情况：（仅本村人填写，林业工作者不用填写） 

您家现在有_____口人，其中有劳动力_____人；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家 里 有 几 口

人？ 

家中有几个劳动

力？ 

家中是否有村干

部？ 

      

注：文化程度代码：①文盲②小学 ③初中④高中⑤中专⑥大专⑦本科及以上 

性别代码：①男 ②女       是否代码：①是 ②否 

3.  林业工作者个人信息：（仅林业工作者填写，本村人不用填写）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已从事林业工作

多少年？ 

您的学历是否与林

业相关？ 

您 对 工 作 单 位 及 科

室？ 

      

注：代码同上表 

二、参与式经营目的 

1. 编制森林方案是否应该是村民自愿参加？ 

A． 是。原因： 

a.森林经营与农民利益相关  b.编制过程能够帮助农民规避风险   

c.其他____________ 

B． 否。原因： 

a.编制森林方案对我不重要  b.林业主管部门强制统一执行比较有效  

c. 其他____________ 

2. 如果没有森林经营方案，是否存在经营风险？ 

A． 是。具体为： 

     a.权属争议 b.限额采伐 c.森林用途发生变化 d.政府占用没有补偿 

e. 其他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为： 

a.我家林地很少   b.我对森林经营很熟悉，自己可以预防风险  

c. 其他____________ 

3. 森林经营方案是否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A． 树种选择  B.造林方式  C.造林后林地后续安排  D.其他______________ 

4. 编制森林方案是否需要林区低收入农户、贫困户、少数民族户、妇女等群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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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原因： 

a.因为这些群体都会参与到森林经营中 b. 体 现 公 平 广 覆 盖 原 则  c. 其 他

___________ 

B． 否。原因： 

a.他们的意见不重要  b.他们对森林经营不了解   c.其他___________ 

5. 若参与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过程，农民的林地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能否得到提高？ 

A． 是，原因： 

a.编制森林方案会涉及多方面知识    b.森林方案编制时林业部门会有相关培训 

c.其他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 

a.我已经了解如何进行森林经营   b.经营方案作用不大  

c.其他________________ 

如何改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基本概念 

1. 制定森林经营方案时，作为林农是否应该参与？ 

 A．是。若是，应该如何参加： 

  a.全部由农民自己来编制     b.农民主要参与，但是需要请技术人员帮助 

  c.请专家来做    d.其他_______________ 

B．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需要将森林经营方案规范化，比如设定标准文件，统一文本。 

A． 是。如需要，则采用什么方式进行规范： 

a.林业主管部门下发专门文件和标准     b.其他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 

a.编制森林方案应该按照村民实际需要   b.统一化会导致方案实施效果不好    

c.其他__________ 

3. 在方案中编制森林经营年限需要限定几年为一个经营经营期。 

A.5 年 B.10 年 C.15 年 D.其他，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根据什么限定年限：a.根据生长期   b.根据采伐期   c.其他________________。 

4. 森林经营方案对谁更有用？ 

A． 林农，原因：  a.方便经营   b.技术指导 c.其他________________。 

B．政府部门，原因： a.方便管 b.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林业合作组织，原因：  a.方便合作组织经营运行   b.提供森林经营方法技术     

c.其他________________。 

D．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 

四、编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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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备阶段 

1. 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是否需要一些林地相关基本资料和信息 

A.是。若是，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a. 林地面积和位置 b.林地权属 c.所种树种 d.其他如水资源、农业经营情况等 

e．其他 _________。 

B.否。原因， 

  a.经营方案作用不大   b.我个人比较了解森林经营   

c.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有必要成立任何形式的森林经营方案讨论小组？ 

A． 是。则选取何种形式好： 

a.村中林业技术能人与村民成立讨论小组    b.林业合作组织与村干部讨论小组，

提供技术帮助 

c.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评估阶段 

1. 森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A.资金 B.技术 C.能力 D 政府支持 E.是否获得利益 F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存在，如何改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需要进一步了解森林经营中存在的优势、问题？ 

A．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是否需要判断林地未来变化： 

A． 是。若是，需要哪些内容 

a. 劳动力转移 b.森林经营积极性  c.政策法规变化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规划阶段 

1. 是否需要确定森林经营的目标？ 

A．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需要确定 5 年森林经营活动？ 

A．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森林经营方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A． 森林和社会条件  B.经营目标  C.5 年计划   

D 投资与效益分析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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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五年是否包括： 

A． 采伐计划    B.营林计划    C.林下经营计划  

D 防火防病虫害等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 

5. 是否有必要做效益分析？ 

A．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监测阶段 

1. 您认为需要对森林经营进行年度监测吗？ 

A．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需要，是需要几年监测一次？ 

a.1 年 b. 2 年 c.3 年 d.5 年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如需要监测，应该由谁来进行监测？ 

A.村民自己 B. 林业站 C.当地林业部门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监测内容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反馈与信息共享阶段 

1. 您认为需要对所有的森林经营信息反馈给村民？ 

A．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认为需要以什么方式进行信息共享和沟通？ 

A. 召开村小组会     B. 村民代表大会     C. 上级传达     D.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方法建议 

1. 需要什么方式进行方案编制的执行？ 

A． 上级制定，村民直接执行   B.村民制定，然后提交给上级  C.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觉得以下哪种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方法是否适用？ 

A． 各个利益相关者座谈会  B.大家讨论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风险、机会和优势、劣势 

C. 共同制定报告后进行集体修改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不适用，原因： 

A． 以上方法我不了解  B.以上方法没有必要   C.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制度保障 

1. 是否需要科学的制定森林经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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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原因： 

  a.帮助林农更有效的经营森林   b.会取得更多的收益    

c.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 

B． 否。原因： 

  a.我很了解森林经营    b.经营方案无法避免自然灾害 

c.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 

2. 农户参与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最关注的什么？  

A．森林采伐  B．利益分配  C．政策扶持 D．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是否应该由上级主管部门制定参与式森林管理的规章制度？ 

A． 是。若需要，是需要哪些方面的？ 

a.资金支持 b. 技术支持 c.税费减免措施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 

a.应该是根据村民自身需求制定  b.上级主管部门应该只承担协助的作用 

c.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 

4. 村民有无知识、能力是否影响森林经营方案的制定？ 

A． 是。原因 

 a.村民具备森林经营基本知识   b.村民有森林经营经验  

c.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否。原因 

a.缺乏专业知识  b.缺乏技术  c.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七、开放性问题 

1. 农民编制在森林经营方案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 

                                                                                

2. 农民在森林经营方案制定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哪些帮助？ 

                                                                                

3. 农民在制定好森林经营方案后需要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哪些保障措施？ 

                                                                                

4. 制定好森林经营方案后，将由谁来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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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调研活动参与人员名单及签到表 

表 1 林农培训、座谈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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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林业局座谈人员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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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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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