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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林地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是森林赖以生存与发展

的根基，在保障木材及林产品供给、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中具有核心地

位，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国函〔2010〕69 号）实施以来，

我国的林地保护利用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第一轮规划即将到期之

际，编制新一轮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意义重大。新一轮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建设美丽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现代化。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基本要求，客观分析

第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实施的成效与问题，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指导，

牢牢把握林地保护利用的目标定位，明确林地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

严守生态红线，以优化结构、强化调控、科学管理为手段，以创新林

地管理体制机制和科技为动力，统筹协调林地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引

导全社会严格保护林地、节约集约利用林地、优化林地资源配置，提

高林地保护利用效率，保障如期实现林业发展战略目标，为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为规范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修编工作，加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管理，

2020 年，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的大力支持下，对

LY/T1956-2011《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进行了立项

修订，计划项目号为 2020-LY-02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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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院承担了该项标准的修订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资源司全过程

指导了标准的修订工作。

二、标准编制指导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发展现代

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总体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基本国

策，坚持“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经营、持续利用”方针，在国

土空间规划的统领下，牢牢把握林地保护利用的目标定位，明确林业

发展空间，严守生态红线，以优化结构、强化调控、科学管理为手段，

以创新林地管理体制机制和科技为动力，统筹协调林地保护与利用的

关系，引导全社会严格保护林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林地、优化资源

配置，提高保护利用效率，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统一性原则

依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林地

保护利用相关政策，保持与国家和行业的有关标准、规范及技术规定

的有机衔接和协调统一。

2、坚持科学性原则

吸取上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实践经验和新一轮林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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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规划前期调研成果，采用科学的方法，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

参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的程序、方法和要求编制。

3、坚持实用性原则

紧密联系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实际，力求技术方法科学实

用，指标要求简洁明确，语言文字通俗易懂，实际使用方便无异。

三、标准编制过程

本标准编制过程包括以下 5个阶段：准备阶段、标准编制阶段、

征求意见阶段、送审阶段和报批阶段。

（一）准备阶段：2020 年 1 月-7 月

2020 年 1 月以来，在资源司的组织领导下，华东院成立《县级

规程》编制组。编制组全面收集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相关方法、

技术要求以及各直属院专题调研报告等资料，仔细研究资料并思考

《县级规程》编制的主要任务和技术方法。8月，编写完成项目实施

方案，明确了项目主要任务、技术思路和预期成果等，编制工作正式

启动。

（二）标准编制阶段：2020 年 8 月-12 月

2020 年 8 月，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县级规程技术分

析，严格按照标准编制要求，编写形成《县级规程》（草稿）。9-10

月，编制组多次召开讨论会，重点讨论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的

任务、流程、方法和成果要求等，会后根据讨论意见对草稿进行修改

完善。11 月，在研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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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初稿，形成《县级规程》（修改稿）。并向资源司汇报项目进展和

阶段性结果。12 月，听取了资源司、各直属院等单位的专家对修改

稿的意见。编制组召开项目讨论会，对所提意见进行逐条讨论研究，

提出修改思路和方法，会后，认真修改完善后形成《县级规程》（征

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阶段：2021 年 1 月-3 月

2021 年 1 月，将编制完成的《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技术

规程（征求意见稿）》标准文本，以资综函〔2021〕10 号发往各省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长白山森工（林

业）集团公司，局各直属院等 40 多个单位征求意见。截止 3 月底，

共收到 27个单位的共计 281 条反馈意见。

（四）送审阶段：2021 年 4 月-9 月

编写组对 27个单位的反馈意见进行了整理。编写组对全部意见

进行统筹考虑和认真研究后，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县

级规程》（送审稿）。在修改过程中，有 73条意见被采纳，61条意见

被部分采纳，147 条意见未予采纳，具体详见《县级规程》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表。

（五）报批阶段：2021 年 10 月-12 月

计划将《县级规程》（送审稿）报全国森林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审定。根据审定会提出的意见，对送审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后进行成果报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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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该标准共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

规划前期准备、规划技术确定、规划基础研究、规划成果编制、规划

成果论证 9部分；另有 6个附录，即：规划指标体系表、林地保护等

级分级及保护管理措施、规划文本格式、成果统计表、规划编制说明、

图件编制方法与要求。下面作简要说明。

1、关于“前言”

修改内容：“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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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本文件代替 LY/T

1956-2011《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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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要求起草。

2、关于“范围”

修改内容：“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

所属林业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团场参照执行”修改为“内蒙古、

吉林、龙江、大兴安岭、长白山、伊春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所属林业

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团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参照

使用”。

理由：根据机构改革方案后职能设置修改。

3、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内容：增加了《LY/T 2893-2017 林地变更调查技术规程》。

理由：新增部分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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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林地”

修改内容：“林地，包括郁闭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

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修改为“林地，是指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规划确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包括郁闭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

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

林地、苗圃地等”。

理由：根据《森林法》第八十三条“林地，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规划确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包括郁闭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

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

地、苗圃地等”内容修改。

5、关于“林地保有量”

修改内容：“一定时期确保实现森林覆盖率等战略目标的最小林

地面积”修改为“一定时期内必须保有的林地数量。是指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规划确定的一定时期内满足发展林业（林业生态建设和生产经

营）必须保有的最小林地面积”。

理由：根据《森林法》第八十三条内容修改。

6、关于“森林保有量”

修改内容：“一定时期确保森林覆盖率目标实现的最低森林面积。

森林面积为有林地和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面积之和”修改为“一定

时期内必须保有的林地上的森林数量。是指一定时期确保森林覆盖率

目标实现的林地上的最小森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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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森林包括林地内的森林和林地外的森林，本规程只规定林

地范围内的森林保有量。

7、关于“占用征收林地定额”、“占用林地定额”

修改内容：“县域内年度各类建设项目占用征收林地面积最大限

量”修改为“一定时期内国家允许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

建设等使用林地面积的最大限量”。

理由：森林覆盖率包括林地内的森林和林地外的森林，本规程只

规定林地范围内的森林。

8、关于“天然林保有量”

修改内容：增加天然林保有量指标及定义“一定时期确保实现天

然林保护修复目标的最低天然林面积。”

理由：根据《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明确要求“全面保护天

然林”，因此增加相关指标。

9、关于“补充林地”

修改内容：“依照法定程序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在规划

期内可以新增加的林地。主要来自于林地以外的其他土地”修改为“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为确保在一定时期内林地保有量不减少而规划确定

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

理由：根据《森林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林地，严格控

制林地转为非林地，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确保林地保有量不减少”

进行修改完善。

10、关于“公益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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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内容：“为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

多样性等满足人类社会的生态、社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为主体功能，

主要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森林、林木、林地”修改为“国

家根据生态保护的需要，将森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以

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的而划定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理由：根据《森林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根据生态保护的需

要，将森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要

目的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划定为公益林”，明确了公益林需在林地

范围内。

11、关于“重点公益林地”、“重点公益林地比率”

修改内容：将重点公益林地分别修改为国家级公益林地和省级公

益林地。

理由：根据《森林法》第四十八条内容“国家级公益林划定和管

理的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地方级公益林划定和管理的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进行修改，因重点公益林涵义不明晰，且

地方公益林各地政策不尽相同，只有省级公益林的相关政策是比较一

致的。

12、关于“重点商品林地”

修改内容：“县域内国家和地方建设的重点用材林和重点经济林

基地”修改为“县域内国家和地方用于发展重点用材林和重点经济林

基地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理由：根据《森林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未划定为公益林的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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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地上的森林属于商品林”，明确了商品林需在林地范围内。

13、关于“重点商品林地比率”

修改内容：删除“重点商品林地比率”定义。

理由：林资发〔2020〕95 号文中已没有重点商品林地比率等相

关指标，因此删除相关定义。

14、关于总则中“规划目的”

修改内容：将“明确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空间，落实林地用途管

制，优化林地结构布局，提高林地利用效益，为实现林地科学管理奠

定基础，确保如期实现林业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区域生态文明，推动

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修改为“明确林地边界，落实林地用途管

制，优化林地功能布局，提高林地利用效益，为实现林地科学管理奠

定基础，确保如期实现林业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理由：细化林地科学管理相关内容，以及从“以数管地”、“以图

管地”向“以规划管地”转变。

15、关于总则中“规划任务”中与落实林地的相关内容

修改内容：将“查清林地利用现状和发展潜力，将现有林地和规

划用于林业发展的其他土地分解到乡镇，并落实到山头地块，建立林

地管理档案”修改为“明确林地边界”。

理由：鉴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在国土空间

管理中的“统一底版”作用，通过对接融合工作，厘清林地、草地、

湿地与其他土地的现状范围界线，原有落实林地边界的方法已不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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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6、关于总则中“规划范围”

修改内容：将“规划范围为县域内所有林地和规划用于林业发展

的其他土地”修改为“规划范围是指县级行政区范围内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规划确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

理由：根据《森林法》第八十三条“林地，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规划确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修改完善。

17、关于总则中“规划期限”

修改内容：将“县级规划一般为 10年，规划起止年应与上级规

划相一致”修改为“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限为 15 年，即

2021－2035 年,其中近期目标年为 2025 年”。

理由：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

其规划期限应与国土空间规划保持一致。

18、关于总则中“编制依据”

修改内容：将“……本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

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林业发展规划……”修改为“本区域国

土空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林业发展规划”，“符合规定

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业专项调查、公益林区划界定等成果，

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等”修改为“符合规定的全国国土调

查等自然资源调查成果，以及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公益林、天然

林、自然保护地等各类林业专项调查成果”。

理由：根据《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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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

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相关内容修改完善。

19、关于总则中“编制原则”

修改内容：将“注重与上级规划的衔接，并与本区域相关规划相

协调”修改为“注重与上级规划的衔接，并与本区域空间规划、三条

控制线划定相协同”。

理由：补充完善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内容，强调与国土空间规

划和三条控制线的关系。

20、关于“规划前期准备”中“组织准备”

修改内容：细化规划领导小组和技术团队等相关内容。

理由：根据林资发〔2020〕95 号文修改相关内容。

21、关于“规划前期准备”中“有关规划资料”

修改内容：修改为“上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林业发展规划，城镇规划以及交通、水利、

农业农村、自然保护地专项规划等涉及土地利用规划资料”。

理由：增加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规划等内容。

22、关于“规划前期准备”中“林地落界资料”

修改内容：增加林地落界数据库、统计表、成果报告等相关内容。

理由：与《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技术规程》对应。

23、关于“现状分析”中“林地空间布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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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内容：“县域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

划，应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分析林地在县域国土空间格局和“三

区三线”中的功能”。

理由：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下的专项规划，

空间布局应与国土空间规划布局保持一致，需分析林地空间在国土空

间中的功能。

24、关于“现状分析”中“综合分析”

修改内容：“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归纳总结林地保护利用的特点、

问题及原因，对林地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

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措施与建议”。

理由：新一轮规划中需总结上一轮林地保护中规划中林地管理情

况。

25、关于“供需分析”

修改内容：增加了林地保有量、森林保有量、林地生产力等主要

指标分析。

理由：更有针对性地对规划指标进行分析。

26、关于“规划编制说明”

修改内容：

1)上一轮规划实施情况评价。

2)规划编制背景。

3)规划编制工作过程。

4)规划编制主要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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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地供需分析。

6)主要规划指标分解说明：指标分解落实的原则、依据。

7)林地分区、分类、分级、分等及分起源说明。

8)重点工程规划说明。

理由：按照新一轮规划的需求增加了上一轮规划实施情况评价等

内容。

27、关于“成果统计表”

修改内容：增加了：上一轮实施情况统计表、林地按国土空间规

划分区及林地保护等级统计表、林地按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与地类

统计表、林地按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及林地保护等级规划表。

理由：按照规划内容的需求增加了相应的表格。

28、关于“规划图件”

修改内容：增加了：林地与三条控制线的位置关系图、林地功能

分区布局图。

理由：按照规划内容的需求增加了相应的图件。

29、关于“规划文本编制”中“现状分析评价”

修改内容：“包括林地保护利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背景分析，林

地数量、质量及变化分析，林地结构与布局分析，林地现状综合分析，

以及林地需求分析，林地潜力分析，林地平衡分析，林地保护利用存

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修改为“包括上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实施

情况，分析林地资源环境禀赋特点，识别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空间，

从数量、质量、布局、结构、效率等方面，评估林地保护利用现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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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风险挑战”。

理由：与上一章节“林地基础研究”中“现状分析”相对应。从

林地的数量、质量、自然生态上对现状进行分析评价，更符合新形势

下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要求。

30、关于“规划文本编制”中“林地保护规划”

修改内容：调整了林地保护规划的内容，按林地数量保护、质量

保护、生态保护及保护措施来组织林地保护规划的具体内容，删除了

县级使用林地定额测算的内容。

理由：原有的林地保护规划内容体系不全面，指标不匹配，难以

适应新形势下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要求。

31、关于“规划文本编制”中“林地保护措施”

修改内容：新增林地保护措施相关内容

1）林地用途管制。提出严格限制林地转为建设用地、林地转为

其他农用地、高保护等级林地转为低保护等级林地、公益林地转为商

品林地和擅自改变国家级公益林地面积、范围和保护等级等用途管制

措施及要求。

2）占用林地定额。加强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管理，落实占用林地

定额管理制度，严格保护、节约集约使用林地，严格控制林地转为建

设用地。

3）补充林地规划。为确保林地保有量不减少，需加大补充林地

力度，落实补充林地数量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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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土调查成果为非林地，但依据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等

成果属于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地、天然林地、退耕还林工程的林地、

国有林地，经调查核实后可优先纳入补充林地规划。

对于国土调查成果中的其他土地等，经与空间规划衔接后作为补

充林地。

按林地保有量目标和县域生态建设需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

用于造林绿化的其他土地或矿山修复形成的林地，作为补充林地来源。

理由：生态文明要把保护林地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因此需要有相

应的保护林地的措施。

32、关于“规划文本编制”中“林地利用规划”

修改内容：调整了林地利用规划的结构与内容。按照确定林地利

用目的、优化空间布局及分区、增加森林面积、优化林地结构、提升

森林质量，组织林地利用规划的结构与内容。

理由：原有林地利用规划目的性不强、内容不全面、重点不突出。

针对这些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整。

33、关于“规划文本编制”“林地利用规划”中增加“提升森林质量”

章节

修改内容：增加“以使森林生态功能和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

多功能森林经营理论为指导，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优化结

构，分区、分类、因林施策，完善政策支撑机制，创新经营技术模式，

培育“结构合理、系统稳定，功能完备、效益递增”的森林生态系统，

有效地提升森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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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通过上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实施以及国土绿化工作的

成效，森林面积增长效果显著，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要在面积增

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森林质量的提升，发挥森林生态效益。

34、关于原规程中“附录 A 数字正射影像 DOM 主要技术指标”“附录

B 林地规划数据库结构及因子代码说明”

修改内容：将这两个附录内容放在《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

技术规程》中。

理由：原附录 A、附录 B主要是数据库相关的内容，放在《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技术规程》更合适。

35、关于“林地保护等级分级”

修改内容：原“Ⅰ级保护林地”内容“是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内

予以特殊保护和严格控制生产活动的区域，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特有

自然景观为主要目的。包括流程1000公里以上江河干流及其一级支流

的源头汇水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世界自然遗产地、重

要水源涵养地、森林分布上限与高山植被上限之间的林地”修改为“我

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内予以特殊保护和禁止人为活动的区域。包括国家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林地”。

原“Ⅱ级保护林地”内容“是我国重要生态调节功能区内予以保

护和限制经营利用的区域，以生态修复、生态治理、构建生态屏障为

主要目的。包括除Ⅰ级保护林地外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军事禁区、自

然保护区实验区、国家森林公园、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沿海防护基

干林带内的林地”修改为“我国重要生态调节功能区内予以严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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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经营利用的区域。包括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内

的林地，Ⅰ级保护林地范围外的国家级公益林林地、天然林保护重点

区域的林地、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林地”。

原“Ⅲ级保护林地”内容“是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和保障主要林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的重要区域。包括除Ⅰ、Ⅱ级保护林地以外的地方公

益林地，以及国家、地方规划建设的丰产优质用材林、木本粮油林、

生物质能源林培育基地”修改为“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和保障主要林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的重要区域。包括Ⅰ级、Ⅱ级保护林地范围外的公益

林林地、天然林林地、重点商品林林地”。

原“Ⅳ级保护林地”内容“是需要予以保护并引导合理、适度利

用的区域，包括未纳入上述Ⅰ、Ⅱ、Ⅲ级保护范围的各类林地”修改

为“保障主要林产品供给、需予以保护并引导合理、适度利用的区域，

及以上情况以外的林地。包括未纳入上述Ⅰ、Ⅱ、Ⅲ级保护范围的各

类林地”。

理由：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的通知》（林资发〔2020〕95 号）文件中的内容

保持一致。

36、关于“林地保护管理措施”

修改内容：原“Ⅰ级保护林地管理措施”内容“实行全面封禁保

护，禁止生产性经营活动，禁止改变林地用途”修改为“实行全面封

禁保护，各类建设项目不得使用Ⅰ级保护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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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Ⅱ级保护林地管理措施”内容“实施局部封禁管护，鼓励和

引导抚育性管理，改善林分质量和森林健康状况，禁止商业性采伐。

除必需的工程建设占用外，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林地用途，禁止

建设工程占用森林，其他地类严格控制”修改为“实施局部封禁管护，

鼓励和引导抚育性管理，改善林分质量和森林健康状况，确保生态功

能不降低。除符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政策规定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

和民生项目、国防项目外，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林地用途”。

原“Ⅲ级保护林地管理措施”内容“严格控制征占用森林。适度

保障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用地，从严控制商业性

经营设施建设用地，限制勘查、开采矿藏和其他项目用地。重点商品

林地实行集约经营、定向培育。公益林地在确保生态系统健康和活力

不受威胁或损害下，允许适度经营和更新采伐”修改为“严格控制征

占用森林。适度保障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用地，

从严控制商业性经营设施建设用地，限制勘查、开采矿藏和其他项目

用地。重点商品林地实行集约经营、定向培育。公益林地在确保生态

系统健康和活力不受威胁或损害下，允许适度经营和更新采伐”。

原“Ⅳ级保护林地管理措施”内容“严格控制林地非法转用和逆

转，限制采石取土等用地。推行集约经营、农林复合经营，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合理安排各类生产活动，最大限度地挖掘林地生产力”修

改为“严格控制林地非法转用和逆转，限制采石取土等用地。推行集

约经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安排各类林业生产活动，最大限度

地挖掘林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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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管理措施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相适应，与《建设

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 35号令）相匹配。

37、关于“附录 C 规划文本格式”中“正文”内容

修改内容：增加了“上一轮规划实施评价：上一轮规划指标完成

情况、实施成效及存在问题。”、“林地治理能力：林地的协同、监

测、监督、审批、规划及规划实施情况评估与及时预警等系列管理能

力。”

理由：针对“8 规程成果编制”中的修改内容增加了上一轮规划

实施情况评价等内容。

38、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1 上一轮实施情况统计表

修改内容：增加了“表 D.1 上一轮实施情况统计表”。

理由：需对上一轮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39、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2 林地现状面积统计表

修改内容：现状统计表中删除了“红树林”、“宜林地”。

理由：在国土“三调”地类划分中，红树林属于湿地，没有宜林

地这个地类。

40、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3 林地按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及林地保护等级统计表

修改内容：新增表格，按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统计林地保护等级。

理由：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需与空间规划保持分区一

致 ，因此参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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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号）相关内容增加了此表。

41、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4 林地按生态红线、自然保

护地与地类统计表

修改内容：新增表格，按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等重点生态区域

统计各地类情况。

理由：根据《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的指导

意见》、《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要求新增相关统计表格。

42、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5 林地按森林类别按起源统

计表

修改内容：将重点公益林地细分为国家级与省级公益林地进行统

计。

理由：参照第 11条。

43、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6 面积蓄积及林地生产力现

状统计表、表 D.7 树种结构统计表

修改内容：新增表格。

理由：林地生产力作为规划目标指标，需有相关统计数据。

44、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9 省级及以上林业重点工程

用地现状统计表

修改内容：新增表格。

理由：针对“8 规程成果编制”中的修改内容增加林业重点工程

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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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10-表 D.14

修改内容：新增表格。

理由：上一轮林保规划统计时现状与规划在同一张表格中，新一

轮林保规划统计时将现状统计表与规划统计表分开统计。

46、关于“附录 D 成果统计表” 表 D.15 补充林地规划表

修改内容：新增表格。

理由：《森林法》第三十六条“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确保林

地保有量不减少”，考虑经济发展需占用林地，为确保保有量不减少，

需有补充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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