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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20001.7-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七部分：指南标准》的规定起草。 

本指南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司提出。 

本指南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归口。 

本指南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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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指南 

1范围 

本指南确立了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类型、用地、选址、基本要

求、建设发展等内容。适用于指导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建设。 

本指南适用于以经营主体为单位的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T/CSF 001-2018 林下经济术语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林下经济 
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以开展复合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生

态友好型经济。 

3.2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通过以点带面的示范带动作用，优先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和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广大农民、

林场职工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管理水平高、产品质量优、可持续发展的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3 

林下种植 
指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在林内开展的种植活动，包括

人工种植和野生植物资源抚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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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养殖 
指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和循环经济原理，在林内开展的

生态养殖活动，包括人工养殖和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3.5 

林下采集加工 
指对森林中可利用的非木质资源进行采集和初级加工的经营活动。 

3.6 

森林景观利用 
指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景观功能和森林内多种资源，开展的有益人类身心健康的经营活

动。 

4基本原则 

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需按照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科学利用、绿色发展四个原则进行

建设。 

4.1 坚持生态优先，严格产地生态环境保护，确保不破坏森林资源，不导致森林生态功能退

化，不加剧水土流失。 

4.2 坚持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科学选择发展模式。结合地形地貌、山体、水系等自然

环境条件，科学规划林下经济基地。 

4.3 坚持科学利用，确保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不改变林地用途，科学发展林下经济产业。 

4.4 坚持绿色发展，充分考虑当地生态承载能力，适量、适度、合理发展林下经济，确保森

林资源永续利用。生产方式绿色、节能、循环利用。产品为原生态、绿色、有机。 

5发展模式 

林下经济包括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四种发展模式。 

5.1 林下种植主要包括林药、林菌、林茶、林果、林菜、林苗、林草、林花模式等。 

5.2 林下养殖主要包括林畜、林禽、林蜂、林渔、林特模式等。 

5.3 林下采集加工主要包括山野菜、野果、野生菌类等的采集和初级加工活动。 

5.4 森林景观利用主要包括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森林人家、林家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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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地 

6.1 林地利用范围 

 

6.2 林地利用要求 

用地要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不破坏森林植被、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功能发挥，林分质量不退化，郁闭度不降低。 

禁止全面林地清理，只能进行小块或穴状整地。 

在国有林范围内开展林下经济活动，应当符合已有的森林经营方案。 

7选址 

交通便利、远离污染源是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选址的基本条件，林分郁闭度是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选址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7.1 林下种植 

宜在郁闭度不低于 0.2，林龄达到中龄林及以上的林分下开展林下种植。气候、土壤等

自然条件适宜所发展林下经济品种的生长发育。 

7.2 林下养殖 

宜在郁闭度不低于 0.2，林龄达到中龄林及以上的林分下开展林下养殖。基地建设宜选

择背风向阳，土壤干燥的地方；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

中区域及公路、铁路，动物饲养场等 500 米以上。 

7.3 林下采集加工 

宜在郁闭度不低于 0.2，林龄达到中龄林及以上的林分下开展林下采集加工，建设地点

劳动力相对密集，基础配套设施良好。 

7.4 森林景观利用 

利用情况 林地类型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的林地

国家一级公益林

林地保护等级为Ⅰ级的林地

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林地

划定的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内的林地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的林地（生境）及生物廊道内的林地

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内的林地

除国家一级公益林以外的其他公益林

除划定为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外的其他天然林

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范围内的林地

优先利用的林地 商品林地

表6-1  林地利用范围表

禁止利用的林地

限制利用的林地



LY/T XXXXX-XXX 

4 
 

宜在郁闭度不低于 0.4，林龄达到中龄林及以上，生态环境良好的林分下开展森林景观

利用。建设地点周边无明显污染源，距工业区、矿山、城镇等人为活动密集区域至少 3km

以上或有良好阻隔。 

8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衡量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

及发展的过程中，宜对生态环境实行年度监测。 

8.1 环境质量 

大气、声、土壤环境质量、地表水水体水质应分别达到 GB3095、GB3096、GB5618、GB3838

中的相应要求。 

8.2 污染防治 

林下经济禁止一切造成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基因污染、植物病虫害及动物疫源疫病传播、

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活动。 

推广植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采用物理、生物等综合防治措施。 

林下养殖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18596 的要求，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80%，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率达 100%。 

森林景观利用应合理配置垃圾收集点、垃圾箱、垃圾清运工具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80%，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垃圾应及时清运防治二次污染。 

9基本要求 

9.1 经营主体 

经营主体的证件齐全、程序合规、权属明晰。 

9.2 经营面积 

具有生产功能比较完备、集中连片的生产基地。 

林下种植生产基地总集中连片经营面积在 500 亩以上。 

林下养殖、林下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生产基地总集中连片经营面积均在 250 亩以上。 

9.3 配套设施 

为使林下经济科学化、规范化发展，促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成效，国家林下经济示范

基地宜具有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必要配套设施。 

9.3.1 设施用地 

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配套设施建设以节约利用为原则。利用林地发展林下经济的，合

理控制配套设施用地规模。 

在不采伐林木、不影响树木生长、不造成污染的前提下，允许放置移动类设施、利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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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空地建设必要的生产管护设施、生产资料库房和采集产品临时储藏室，相关用地均可按直

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用地管理，并办理相关手续。 

配套设施需占用征用林地的，依法依规办理使用林地审批手续。 

9.3.2 设施构成 

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配套设施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配置，可参照表 9-1。 

 
9.3.3 设施规模、用地面积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配套设施用地总面积不宜超过基地总面积的 3%。配套设施规模、用

地面积比例可参考表 9-2。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配套设施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10建设发展 

设施名称 林下种植类 林下养殖类 林下采集加工类 景观利用类

标识牌 √ √ √ √

生产资料库房 √ √ √ √

生产辅助用房 √ √ √ √

供电设施 √ √ √ √

供水设施 √ √ √ √

烘干房 √ √

林区道路 √ √ √ √

森林康养步道 √

森林康养观景台 √

森林浴平台 √

圈舍 √

晾晒场 √ √

生态公厕 √

生态停车场 √

森林康养服务中心 √

表9-1 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配套设施列表

设施名称
建筑面积  /
路面宽度

用地面积/
路基宽度

单位 容积率下限 备注

标识牌 按需确定

生产资料库房 ≤200 ≤300 m2 0.7
生产辅助用房 ≤200 ≤300 m2 0.7

供电设施 按需确定

供水设施 按需确定

烘干房 ≤200 ≤300 m2 0.7
林区道路 ≤3.0 ≤4.5 m

森林康养步道 ≤2.0 ≤2.5 m
森林康养观景台 ≤150 ≤220 m2 0.7

森林浴平台 ≤150 ≤220 m2 0.7
圈舍 ≤500 ≤700 m2 0.7
晾晒场 ≤1000 ≤1400 m2 0.7

生态公厕 ≤100 ≤150 座 0.7
生态停车场 ≤800 ≤1200 m2 0.7

森林康养服务中心 ≤300 ≤430 m2 0.7

表9-2 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主要配套设施规模、用地面积表



LY/T XXXXX-XXX 

6 
 

10.1 经营模式 

建立“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生产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基地”

等经营模式。 

10.2 产品建设 

鼓励林下经济产品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森林生态标志产品 

等认定，积极参与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原产地保护标识等认证。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产品

管理制度符合相关法律要求。 

10.3 科研创新体系建设 

依托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等科研服务平台，鼓励其参与示范基地的

建设与创新。 

10.4 档案制度建设 

建立档案制度，实行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档案以基地为单位，统一管理。设

专人负责，做到准确及时填写，做好归档，长期保存，以便查询。 

10.5 信息化建设 

建立林下经济示范基地信息化管理平台，定期开展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监测评估。 

10.6 物流网络平台建设 

加快林区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联合数字乡村建设和电商平台，加快网络覆盖程

度，开发适应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 

10.7 产业链建设 

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及特色产业，注重林下经济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延伸林下经济产业链。 

10.8 带动能力建设 

引导示范基地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相关产业，以提高林下经济对林业产业发展和林农增收

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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