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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指南》行业标准 

编制说明 

（项目编号 2019-LY-123） 

 

一、任务来源 

行业标准《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管理指南》（项目编号

2019-LY-123）于 2019 年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下达，由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速生丰产用材林

基地建设工程管理办公室）、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所共同承担。

根据 2020 年 8 月项目组讨论意见，标准名称修改为《国家储备

林可持续经营指南》。现已完成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对木材安全问题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多

次提出加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建立国家用材林储备制度的要

求。特别是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国家用材林储备制度的要求。《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明确建立国家储备林制度和储备林建设

到 2020 年的阶段目标。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继出台了《国家储备林制度方案》《国

家储备林建设规划（2018-2035 年）》，明确“国家储备林是指为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对优质木材的需要，在自然条

件适宜地区，通过人工林集约栽培、现有林改培、抚育及补植补

造等措施，营造和培育的工业原料林、珍稀树种和大径级用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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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质高效多功能森林”，大力推进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和制度

建设，并将国家储备林列为国土绿化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储备林

是保护天然林资源的重要保障，是推进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抓手，是精准提升森林质量的重要工程，对地方林区社会经

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为国家林草局落实 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国家储备林制度建设要求的具体措施，《国

家储备林制度方案》中明确要“制定关于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

的指标体系、乡土珍稀树种及大径材培育的行业标准”。 

研究制订《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指南》，是按照《国家储

备林制度方案》关于“研究建立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

提倡多功能目标经营”的要求，基于多年来国家储备林建设的经

验、现有政策、科研进展和业态趋势，依托近自然经营、生态系

统经营等新理论，提出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技术应用体系。通

过本标准的实施，能够促进国家储备林建设技术进步和规范化管

理，促进国家储备林建设由传统的速丰林向现代可持续经营方向

转型发展，对建设优质高效多功能的国家储备林，在保障我国木

材安全的同时，履行中国政府对国际上关于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承

诺有积极意义。 

三、工作情况 

（一）成立项目组 

2019 年 10 月，成立了国家林草局速丰办、中国林科院资源

信息所森林经理与统计研究室专家为主的标准项目组，包括森林

可持续经营规划决策、森林经营方案、人工林可持续经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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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等方向的研究、技术管理人员，聘请“国家林业局森

林经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原森林经理与统计室主

任陆元昌研究员为核心咨询专家，明确了分工与职责，制定了详

细的工作进度计划。 

（二）收集分析基础资料 

在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并分析速生丰产林、国家储备林发展

历程和现状需求的基础上，完成了《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理论

综述和框架设计》报告（附件 1）。该报告回顾了森林可持续经

营的国际来源、进展和在中国的应用，并在分析了开展国家储备

林可持续经营存在的主要技术和管理制约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

储备林可持续经营的内容框架。 

（三）基层单位问卷调查 

2020 年 6-9 月，国家林草局速丰办将项目组提出的“国家

储备林可持续经营”调查问卷发放给以温带、亚热带为主的 15

个国家储备林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对国家储备

林政策规范、营林融资成本单价及公共财政补贴标准、国家储备

林建设面临的问题、对《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指南》行业标准

框架（纲要）的建议等进行调查。截至 2020 年 8 月底，河北、

山西、辽宁、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广西、重庆、江西 10

个省（区、直辖市）反馈了意见。根据反馈问卷及相关电话调查

形成了《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指南问卷调查》总结报告（附件

2），为项目组提供了关于国家储备林生产管理的需求信息。 

（四）标准文本编制 

编制标准共经历 8 个阶段，最终形成报批稿（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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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文本的编制进程（2020-2021） 

文本阶段/时间 完成的工作 

（1）标准框架，2020 年 1-4月 结合查阅文献提出综述报告，讨论标准的框架

结构、技术路线，明确人员分工和进度 

（2）草稿，2020 年 5-7月 结合形成标准的首稿，讨论完善标准框架并提

出基层单位调查问卷 

（3）讨论稿，2020 年 8月 召开由外部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修改草稿，发

放调查问卷 

（4）征求意见稿（第一轮），2020

年 9月 

结合回收的调查问卷和电话调研，讨论形成征

求意见稿提交局丰办征求意见 

（5）初稿，2020 年 10-11月 分析回收的 14 名专家的意见，召开讨论会修

改标准文稿 

（6）征求意见稿（第二轮），2020

年 1月 

对形成的初稿通过中国林科院官网、发给 8位

专家再次征求意见 

（7）审查稿，2021 年 1月下旬 汇总分析第二轮征求建议，召开讨论会完善文

稿，形成审议稿 

（8）报批稿，2021 年 9月 国家林草局科技司 9月 7日组织召开标准审查

会，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报批稿 

 

（五）征求专家和社会意见 

在聘请中国林科院相关专家参与项目组讨论的同时，在 2020

年 10 月，国家林草局速丰办储备林管理处将研究提出的征求意

见稿发给相关院所、院校、林业主管部门的专家，获得 14 个专

家的 38 条反馈意见（见附件：《征求意见处理表》（第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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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旬，项目组将吸收专家意见形成的修改稿、编写说明通过

中国林科院官网（http://www.caf.ac.cn/info/1040/39373.htm）向

社会征求意见。2021 年 1 月中旬，中国林科院资源所将第一轮

专家意见、网上社会征求意见后修改的文本，发给了唐守正院士、

盛炜彤参事、唐小平教授高工、陆元昌研究员等 8 位国内专家开

展第二轮专家意见征求，他们反馈的 39 条意见和进行的修改，

使标准文本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六）标准审查会及修改情况 

2021 年 9 月 7 日，国家林草局科技司在北京组织专家召开

本单位审查会，听取了该标准编制组对标准编制过程、标准内容、

征求意见处理情况的介绍。专家组认为该标准编制思路清晰，技

术可行，具有可操作性。规定了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的原则、

保障条件、近自然全周期经营技术体系、监测评价和信息管理等

的要求，具有指导性。内容全面、结构合理、送审材料齐全，文

本规范，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同意通过审查，并建议：

删除相关非技术性的内容、附录 E、合并第 11、12 章；合并第

13、14 章。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报批稿。 

四、编制的依据、原则和理念 

（一）依据 

主要依据是本标准项目的立项报告，其它依据包括《蒙特利

尔进程》等中国加入的全球森林可持续经营进程、《中国森林可

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 LY/T 1594-2002》等行业标准，以及相关政

策法规等。 

（二）原则 

http://www.caf.ac.cn/info/1040/39373.htm）。%20%20将文本发给
http://www.caf.ac.cn/info/1040/39373.htm）。%20%20将文本发给
http://www.caf.ac.cn/info/1040/39373.htm）。%20%20将文本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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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范、科学、适用为原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开展编制

工作，努力做到符合生产实际，反映现实需求，具有前瞻性和可

操作性。  

（三）理念 

根据《森林法》“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加强林木储备”、

《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6-2050）》提出的“近自然经营”原则、

《国家储备林规划（2018-2035）》提出的“全周期多功能可持

续经营”的要求，建立国家储备林规划实施技术体系，促进木材

生产导向的森林经营规划向健康高效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导向的

森林经营规划转型。支撑性理念包括： 

——近自然全周期经营。按照森林发育阶段规划和培育混交

林，提高工业原料纯林的生态稳定性。 

——多功能经营。从同时发挥森林木材生产及生态服务功能

的角度规划、实施和评价国家储备林的培育。 

——分类经营。按照基于培育周期、树种珍贵性、林型（纯

林或混交）的国家储备林经营类型组，分别提出育林方案。 

——适地适树。明确储备林主要树种的生态特性、适生立地、

混交树种、大径级直径等。 

——良种良法。使用优质种植材料培育的优质苗木或优质天

然更新苗；对不同经营类型、经营目标采用不同的森林作业法，

促进生态培育和集约经营。 

五、标准内容 

（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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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概述本标准的内容。本标准提出了国家储备林可持续

经营的技术体系及规划设计、实施、管理的要求，用于指导森林

经营单位水平人工乔木林、毛竹林等国家储备商品林的经营管理

活动。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节列举了引用的 11 个林业标准。 

（三）术语和定义 

共 13 个术语。其中，“目标林分”、“森林发育阶段”、“近自

然全周期经营”“全周期经营计划”“微立地”“森林作业法”与

现代森林经营相关；“经营类型组”“珍稀树种”“长周期珍稀树

种用材林”“短周期工业原料林”“中长周期一般树种用材林”“毛

竹大径级用材林”着重国家储备林分类经营；“储备年龄”是《国

家储备林树种目录》规定的一个指标，与主伐利用有关并受到经

营单位的高度重视。   

（四）技术体系 

根据《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 LY/T 1594》《中国热

带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 LY/T 1875》《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

等以及国家储备林的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国家储备林开展可

持续经营的技术体系。 

（五）国家储备林经营规划 

1.在森林经营单位级别 

根据森林法提出了经营单位把国家储备林作为经营单元纳

入森林经营方案的具体要求。这也与国家林业局草原局发布的

《国家储备林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试点方案》（2019）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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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林分级别 

提出近自然全周期经营的小班经营设计的要求。内容包括开

展立地现状分析、明确经营目标、明确森林作业法、制订全周期

经营计划、制订当前经营措施共五个方面。 

（六）森林经营类型组 

国家储备林的特色是珍贵稀有树种用材、大径级材。在《国

家储备林树种目录》基础上，根据研究和应用相对成熟、属（种）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突出大径材和珍稀用材培育的原则，从

819 个树种中甄选 135 个树种，在考究其林学和生态学特性的基

础上，采用比经典“经营类型（即：立地条件类似、森林类型一

致、经营目标相同、经营技术体系相同的小班的组合）”更为宏

观的“经营类型组”的概念，基于培育周期、树种珍贵性、林型

（纯林或混交）把国家储备林经营分为五个经营类型组： 

1.长周期珍贵树种用材林 

2.中长周期一般树种用材林 

3.短周期工业原料林 

4.短周期工业原料林改培为长周期珍贵树种用材林 

5.毛竹大径级用材林 

以上分类主要考虑作为“指南”不能过粗也不能过细的基本

要求。《国家储备林树种目录》中大量的珍稀树种需要采用长周

期（第 1 组）、中长周期（第 2 组）的方式混交经营；短周期的

工业原料林（桉、杨等）可实施纯林皆伐作业（第 3 组），也可

与长周期树种混交，最终形成长周期珍贵树种储备林（第 1 组），

采用择伐作业法。目前我国 80%以上的人工林都采取纯林皆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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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三五”林业发展规划要求把全国混交林比例提高到 45%，

在行业公共财政总体上不再支持纯林的情况下，各地大力推进纯

林改造为混交林，以渐伐、择伐作业法实施“短周期工业原料林

改培为长周期珍贵树种用材林”（第 4 组）有现实意义。根据现

有研究成果、实践经验和现有标准，提出毛竹大径材提出近自然

择伐培育的经营类型组（第 5 组）。 

（七） 储备林经营措施 

经营措施是经营类型组确定之后的具体技术安排。《国家储

备林建设规划（2018-2035）》规定了集约造林、（中幼林）抚育

和改培三类国家储备林生产活动。本节根据已有行业标准、制度

要求，整合了上述三类活动的营林措施，分别提出尽可能量化的

技术指标和要求，做到一目了然，便于应用。 

（八）森林生态系统健康 

现有人工用材林育林体系（如，《工业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

规程 LY/T 1836》）更多关注环境保护而非森林生态系统本身。本

节从森林健康要素的研究成果及《中国热带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

指标 LY/T 1875》第 5 节“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与活力”的要求

出发，提出生物多样性、地力维护、抗逆性、景观管理 4 个方面

的尽可能量化的措施要求。 

（九）经济分析和评价 

国家储备林作为商品林追求经济效益。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

大规模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速丰林以来，关于人工林用材林经

济分析评价的方法已经非常成熟并普遍用于“六大工程”的经济

分析。本节根据国家发改委、建设部要求的国家投资项目经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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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法和参数的要求，择取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报率、

盈利指数等指标，对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进行经济评价，

并提出参数和资料收集要求。此部分不是本标准重点解决的问

题，但是国家储备林作为商品林实施可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 

（十）作业设计、施工和检查验收 

结合现有标准和国家储备林技术规范提出。 

（十一）监测和信息管理 

对设立固定样地进行定期观测为可持续经营提供决策依据，

以及基于监测数据开展绩效评价提出要求。按照《中国森林可持

续经营标准与指标 LY/T 1594》第 10 节“信息及技术支撑体系”

要求，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开展国家储备林经营规划决策和监测评价。同时，结

合国家储备林档案制度做好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 

（十二）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A、B、C 为规范性附录。 

（十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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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16 

[4] 国家发改委 建设部 .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

数,2006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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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全 国 森 林 经 营 规 划

（2016-2050）.2016 

[7]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国 家 储 备 林 建 设 规 划

（2018-2035）.2018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储备林树种目录. 2019 

[9] 陆元昌 刘宪钊 王宏. 多功能人工林经营技术指南. 中

国林业出版社.2014  

[10] 唐小平 赵有贤 王红春. 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手册.

科学出版社.2012 

[11] 王宏 娄瑞娟（译） . 营林作业法 . 中国林业出版

社.2015  

[12] FAO. Responsible Management of Planted Forest, 

Voluntary Guidelines.2006  

[13] FSC. Principles and Criteria for Forest Stewardship 

(FSC-STD-01-001 V5-2).2018 

[14] ITTO. Criteria and Standards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ropical Forests.2016 

六、与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相协

调、无冲突。标准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

林草局《林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第三条“凡下列需要统一的林业

技术要求，应当制定林业标准：（三）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林业

生产的勘查、规划、设计、施工作业及其验收的技术要求和方法，

包括营造林生产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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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参考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森林可持续经营进程，

ISO、WWF、FAO、FSC 等的人工林可持续经营指南，德国、英国、

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北欧等国以及中国人工用材经

营的技术、法规和规范。主体要求和内容与国际、国外森林可持

续经营的标准要求一致。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国家储备林可持续经营指南》行业标准项目组 

              2021 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