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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财政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紧紧围绕《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依

据《林业科学和技术“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部署，坚持“强化创新、重点突破、优化资源、支撑发展”

的方针，系统谋划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行业专项”）“十二五”工作思路，加

强现有项目组织实施，稳步推进项目管理创新，认真开展项目评估验收，积极申报 2012 年度新增项目，

不断提高行业专项实施效果，提升其在国家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在顶层设计方面，紧密结合当前林业发展形势，围绕林业重点工程和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研究

提出国家和区域林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和影响林业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储

备技术，形成了行业专项“十二五”总体思路，为推动“十二五”行业专项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研究进展方面，针对产业发展、生物质材料、良种繁育、培育经营、灾害防控、生态建设等方

面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和重点难题开展了一系列攻关研究，取得了一批阶段性成果，为林业生态建设

和促进林业产业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组织管理方面，成立了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管理办公室，实行科学高效、规范有

序的管理机制，盘活项目资源，优化组织层次，提高了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011 年 9 月对执行到

中期的 70 个项目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大部分项目执行情况良好，一批项目已取得了有重要影响的科

技成果并在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中得到应用，项目成果转化后效益非常明显。通过现场查定、财

务审计和答辩验收等环节，先后对 5 个执行到期项目进行验收，并认定了研究成果，项目总体实施成

效显著。

在项目立项方面，共向财政部、科技部报送 2012 年度项目建议 148 项，最终获得批准立项 81 项，

其中重大项目 19 项，面上项目 52 项，中青年项目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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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NIANDAOQIXIANGMUYANSHOUB



  3

2011 年到期项目验收

2011 年，按照《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试行办法》（财教 [2006]219）要求和行业专项管

理程序，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 5 项到执行期限的项目进行了现场查定，项目承担单位聘请了具有科技

部认可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对项目经费支出进行了审计。现场查定和财务审计通过后，组织专家召开项

目验收会议，对项目执行、经费支出等方面进行验收评估。5 项行业专项项目均完成了规定任务，经费

支出合理，顺利通过验收（验收项目清单见下表）。

通过验收的 5 个项目主要围绕人工林经营、森林碳通量测算等现代林业技术和森林工程生态系统

评价、区域林业资源动态监测、生态文明评价等体系建设方面开展了研究，总体实施成效显著：

大力发展人工林是世界各国解决木材短缺的重要途径，多代连作人工林的地力衰退和林地长期生

产力维持已成为各国林学家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承担的“多代经营

杨树人工林地力退化与长期生产力研究”（编号：200704032）项目，通过研究提出了维护和提高杨树

人工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及林地持续生产力的新技术。

该项研究首次对多代经营杨树人工林地力衰退问题从现象、特征、机理和解决措施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研究，初步探明多代经营杨树人工林林地化感物质累积与地力衰退关系密切，研究表明酚酸类物

质是造成杨树人工林逐代退化的重要因素，发现真菌和细菌对多代经营杨树人工林根际微域累积的酚

酸物质有明显的降解和消除作用，完成了杨树人工林地酚酸类物质的微生物降解研究，筛选出真菌和

细菌各 2 株，有望在杨树人工林土壤改良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1 年度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验收清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经费
（万元）

1 

2 

3 

4 

5 

200704011

200704032

200804003

200804013

200804026

99

30

300

167

134

森林工程生态系统评价标准体
系的研究

国家林业局哈尔滨林业
机械研究所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多代经营杨树人工林地力退化
与长期生产力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体系与信
息系统技术研究

华北平原杨树人工林碳通量测
算技术研究

集体林权典型区域资源动态监
测与评价体系研究

1 开展多代经营杨树人工林地力退化机理和恢复技术研究，为林地生产力维护提供技术支持



该项研究提出了林地生产力维护技术，先后建立了一批试验示范点，推动了成果在周边地区的应用，

极大提高了连作杨树人工林林地的生产力水平，每年仅木材收入可增加产值 10 亿元，同时还可有效增

加森林覆盖率、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林农增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明显。

森林碳通量与碳交换研究对于提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履约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由北京林业大

学承担的“华北平原杨树人工林碳通量测算技术研究”（编号：200804013）项目，围绕华北平原杨树

人工林碳储量、碳平衡与碳汇效益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取得了创新成果。

该项目精确测算出试验区域内杨树人工林的碳储量和碳交换量，采用生物量法结合重络酸钾容量

法测算杨树林生态系统碳储量为 248.49t·hm-2，杨树林生态系统总固碳量为 5.53t·hm-2。

该项目明确了影响杨树人工林碳储量和碳交换量的因子，其中初级生产力主要受光合有效辐射、

空气温度和水汽压差的影响，生态系统呼吸主要受水汽压差、光合有效辐射、5cm 平均土壤体积含水

量、5cm 土壤平均温度的影响，生态系统净碳交换主要受光合有效辐射、风速和空气相对湿度的影响。

构建了涡度相关系统测量的 CO2 通量、土壤呼吸 CO2 通量、土壤各层碳储量与环境因子间的相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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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年度报告

土壤取样

根系调查 酚酸物质测定

2 研究提出杨树人工林碳通量测算技术，为科学评价人工林碳汇效益提供支撑



项目组开发的“杨树人工林碳通量数据分析系统软件”（软著登字第 BJ35116 号）首次通过一个

平台耦合了高频数据处理和通量数据处理两个过程，克服了已有通量处理软件存在的功能单一、人机互

动效果粗糙的缺陷，可广泛应用于温室气体研究、环境保护研究、我国固碳减排格局与强度研究以及

相关知识的宣传。项目研究成果应用于林业行业标准“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野外系统观测方法（LY-T 

1952-2011）”的编制，为实现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化奠定坚实的基础。项目所在的通量观测点

目前已加入中美碳联盟组织（USCCC），加强了该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5

远程监控涡度相关测定装置

通量观测场

土壤取样

样地调查

2011 年到期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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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林业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承担的“森林工程生态系统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编号：

200704011）项目，在分析国内外森林工程生态系统评价的基础上，确认森林工程生态系统具有的特性，

构建了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标准体系。

根据研究报告《森林工程生态控制的研究》出版的专著《森林工程生态控制》引用生态环境评价

基本技术中的“作用因素”、“作用对象”、“作用效应”的概念，确立了森林工程生态控制因

素，采用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对森林生态控制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和识别，提出了森林工程运行控制

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功能，为构建森林工程管理体系提供了基础和技术支撑，对森林工程活动管理和

实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报告《基于森林工程生态系统作用的工程审核标准体系的研究》是项目

研究的主体，为基于森林工程生态系统作用的工程审核系列标准的制定和立项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森林工程生态系统作用的工程设计审核导则 总纲》、《基于森林工程生态系统作用的工程

设计审核导则 森林采伐》和《基于森林工程生态系统作用的工程设计审核导则 林区道路》等 3项标准

是项目研究的延伸，为森林采伐工程和林区道路工程设计优化提供了一种规范性的操作规程，为其工程

审批决策、工程活动实施管理和工程实现过程控制提供支撑，对提高森林采伐工程和林区道路工程活动

生态系统的作用效益、避免或减少其工程活动对生态系统的负面作用效应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项目组分别在黑龙江、吉林与内蒙古进行了该系列标准的培训，使基层森林经营组织明确了审

核和审核评价在提高工程活动生态系统的作用效益、避免或减少工程活动对生态系统的负面作用效

应、优化工程项目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掌握了森林采伐工程设计审核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取得良

好的效果。

3 初步建立森林工程生态系统评价标准体系，为强化森林工程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森林工程生态系统作用的工程设计审核导则》 专著——《森林工程生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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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林科院承担的“集体林权典型区域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编号：200804026）项目，

以江西省武宁县、福建省邵武市两个集体林权改革典型区为试验示范基地，经过 3 年的研究，构建了

集体林权典型区域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体系。

项目以森林资源、社会经济为对象，建立了采用传统地面调查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

系统技术相结合的信息采集、处理、分析和管理的天地一体化监测评价体系。该体系由组织体系和技

术体系两大部分组成，组织体系包括国家、省、县、乡为主体的四级监测与评价的机构和队伍；技术

体系包括信息识别与采集、处理与分析、管理与服务等相关技术。

项目研究提出了基于森林资源地面监测、遥感监测和社会经济影响监测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3 个一级指标，林农收入、村集体收入、县级经济等 5 个二级指标，

林农人均纯收入变动系数、林业收入变动系数等 18 个三级核心指标的林改评价技术标准和农民人均纯

收入、农户林业收入、农户总收入等25项监测指标。监测内容涉及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组成、结构、

生产力以及森林景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效

益评价模型和林权改革对林农收入影响评价计量模型。

4 成功构建集体林权典型区域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体系，为促进集体林区森林可持续经营提供技术保障

系统登陆界面和功能

遥感监测结果

2011 年到期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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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基于国产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SuperMap Objects6 的“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监测和管理系统”

软件，具有数据管理、数据处理、数据查询、数据更新、制图成图、宗地管理、辅助设计与专家咨询、

报表统计等多种功能。本系统使用方便、功能完善、接口丰富，具有大数据量管理能力和很好的权限管

理功能，可支持存储拓扑关系和非常丰富的几何对象类型；较强的多源数据集成能力，可支持 DGN、

DWG 和 Oracle Spatial 等特点。

利用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对江西省武宁和福建省邵武市林权改革前后的森林资源、社会经济进行

监测和评价，取得较满意的结果。该成果将对提高我国集体林权改革区资源监测、管理、评价水平和

工作效率，促进集体林区森林可持续经营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林改系统示范区应用

5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进一步健全，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生态文明建设量化评价分析，是为满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而开展的创造性研究工

作。由北京林业大学承担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体系与信息系统技术研究”（编号：200804003）项目，

建立了世界范围内均具有独创性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实现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量化评价和

深度分析，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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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套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ECCI 包括“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

会发展”、“协调程度”、“转移贡献”5 个核心考察领域，共 25 项具体指标。其创新性体现在 3 个方

面，第一，生态文明建设考察领域目前最全面，实践指导性最强；第二，区分了生态与环境；第三，确立

了表现各省份协调发展程度和省际间相互贡献情况的量化指标。

量化评价了生态文明建设状况。项目组开发了我国第一套生态文明建设计算机辅助评价系统

CAAS，构建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信息平台；以国家公开发布的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相对

评价方法，对全国 31 改省市自治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进行综合量化评价；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指数

（εCT）概念，得出了各省份的年度生态文明指数。

深度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在量化评价基础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展开进步率、类型、

影响因素等各项分析，为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态势、制定目标、完善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创建了生态文明学术品牌。推出了首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年度报告，创建“生态文明绿皮书”

学术品牌，2010 年后每年出版，建设了第一个专门的生态文明建设网络信息平台和数据库——“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网”（www.ecci.org.cn），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数据采集、信息传播和公众参与。

出版的相关著作

生态文明绿皮书

2011 年到期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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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网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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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24 日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多家权威媒体进行了报道，项目主持人多次受邀各种大会

做报告，在学术界和各地政府间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项目组与全国绿化委员会、教育

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等单位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拓展性研究。

进步率、类型分析、相关性分析例示

2011 年到期项目验收



在研项目研究进展
ZAIYANXIANGMUYANJIUJINZHANC



2011 年，在林业产业技术领域围绕家具用重组竹生产、改性脲醛树脂胶粘剂、木基复合材料无烟

阻燃等方面开展应用研究并取得新突破；在森林培育与保护领域围绕毛竹基因组测序和组装、山茶花新

品种特性测试、高价值经济植物新品种选育、生物防治松褐天牛控制松材线虫病等方面开展创新研究并

取得新成效；在生态建设领域围绕气候变化对森林的影响机理、森林碳汇、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困

难立地植被恢复等方面开展攻关研究并取得新进展。

在研项目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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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林板、林纸等林业现代产业发展科技需求，以获得高附加值人造板产品以及多功能环保木结

构材料为最终目标，重点开展了环保、耐久和功能性高附加值新产品开发技术研究，为解决木材资源紧

缺、加强植物资源产业化利用提供支撑。

“木材产业升级关键技术研究”（编号：201004006）项目成功研发出 E1/E0 级胶合板用改性脲醛

树脂胶粘剂，生产成本降低 200 ～ 250 元 / 吨；成功创制的新型家具用重组竹产品，可使竹材利用率达

到 90% 以上，产品质量及性能得到质的飞跃；单板树脂浸渍技术的应用，可将材料的抗弯强度改善 30%

以上，尺寸稳定性不低于 60%，吸湿性能降低 30% 以上，试剂在木材中的固定率在 90% 左右，对涂膜附

着力基本无影响。项目成果一旦获得推广，将极大的解决我国木材资源短缺，低劣材种力学强度低、尺

寸稳定性差、无法高效综合利用的困境，年新增产值将达 10 亿元；此外，复配阻燃剂及门用木质阻燃

复合材料产品的成功创制，使燃烧性能指标达到欧盟标准 EN13501:2002 A1 级，烟气毒性达到安全

一级，无甲醛释放，物理力学及加工性能优于Ⅰ类胶合板，截至目前，该项技术推广和转让企业实现新

增产值共计 2.5 亿元。

1 加快产业关键技术研究，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新
型
家
具
用
重
组
竹
产      
品

新
型
家
具
用
重
组
竹
生
产
线
建
设

单板浸渍技术制造的乒乓球面板和芯板

单板树脂浸渍技术产品



“皂素植物资源产业化利用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编号：200804032）项目围绕高果实产量、高

皂素含量的选育目标，开展了无患子遗传资源的系统研究和发掘评价。收集优树资源 200 余株，繁育

120 个优树无性系用于造林测定，为良种选育和品种化栽培奠定了坚实基础。重点开展了果实发育、树

型培育、营养规律及专用肥等经营栽培技术研究，对稳定果实产量均具有显著效果，并营建了大规模

复合利用模式示范林。研发出无患子皂素分离设备，优化了皂素提取工艺，实现了高纯度无患子皂素

制备。已建成无患子皂素提取和日化产品加工生产线，开发出无患子沐浴液、洗发液、洗面奶、肥皂、

洗衣粉、面膜等系列产品，主要出口国际市场。同时，研究表明无患子加工剩余物具有加工转化为生

物柴油的基本理化特性和潜在应用价值。

无患子果用林培育 无患子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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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用阻燃木基复合材 木质复合材阻燃性能测试



针对林能资源不足和转化低效等问题，加强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开发，既可替代化石资源，又可将

有机碳以材料形式贮藏，起着 CO2 利用和减排双重作用，是建立未来低碳经济新模式的重要探索，目

前，已在农林废弃物清洁高效分离、林业生物质资源液化替代石油能源过程机理、林业生物质制备合

成气技术与装备研制、农林生物质制取炭、气、液产品工艺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的成果，为我国

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农林废弃物生产功能糖产品及延伸应用研究”（编号：200904017）项目建立了低聚木糖生产

2  加强林业生物质利用技术研究，推动生物质能源发展

“林业生物质资源液化替代石油能源过程机理研究”（编号：200904008）项目研发出一套纤维

类生物质快速热解制备液化油装备。试制加工出一整套快速热解装备，为生物油制备工艺研究及精炼

方法的研究提供基础研究平台，生物质处理量 5 ～ 10kg/h，产油率 50% ～ 60%。首次提出了生物质热解

油的反应精馏耦合精炼技术，获得的 2 种液化油产物的燃料性能显著提升。自主研发 1 套生物质热解

油的精炼提质装置，并配套开发了自控软件，实现精炼过程的远程可控。同时，开发出的相转移催化

精炼生物油新技术，可有效提高生物油的各项燃料性能，并可实现水相与有机相的自动分离，大大简

化生物油的分水过程。

专用酶制剂的工业化生产技术，提高了产品品质，简化了生产

工艺，降低了生产成本。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低聚木糖在多种

动物上的添加饲喂的应用技术体系。建成了首条年产2000吨功

能性低聚木糖的工业生产线，并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利用低聚木糖产品，建立了5个规模化养殖示范基地。产品行

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年推广应用规模超过2000吨，覆盖的饲

料总量达到500万吨，为相关的下游企业新增产值超过10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低聚木糖产品可显著降低动物饲料过程中抗生

素的用量和养殖环境，改善动物食品的品质，同时可提高动物

生产性能5%～ 8%，实现饲养企业和养殖户增收15%～ 20%。
低聚木糖产品

国
家
技
术
发
明
奖
证
书

饲
料
新
产
品
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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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木本粮油林良种缺乏、经营管理粗放、加工技术落后等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开展了核桃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和分子标记鉴定、油橄榄高效栽培技术、高品质油茶产品研发等研究，为推动木本粮

油产业的快速发展，保障粮油安全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油茶精深加工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编号：200704036）项目进过研究攻关，提出了冷榨、超临

界 CO2 萃取等茶油加工新技术，研发获得精品茶油、有机茶油、浅色原味茶油等高品质的茶油产品，填

补了国内高档茶油产品的空白，目前已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项。运用茶油及其原料的质量控制技术，大

大提高茶油的贮藏品质，可延长保质期至 20 个月，精品油加工技术应用于工厂后，使茶油从每吨 3 万

元增值到每吨 5万元；应用有机茶油加工技术，使茶油从每吨 3万元增值到每吨 6万元，效益增加 1倍。

“优质丰产油茶专用肥研制”（编号：200904058）项目完成一种油茶长效专用肥生产工艺，在同

等养分条件下，该专用肥能增加油茶产果量 10% 左右，成功营建油茶杂交种子园 300 亩，培育良种壮

苗 100 万株，辐射推广 1 万亩以上，提供就业岗位 2000 个以上，新增效益达 4.22 亿元，有力地促进

和支撑了油茶产业的发展。

3 攻克木本粮油高产关键研究，支撑木本粮油产业发展

纤维类生物质快速
热解液化装置

生物质热解油精炼
装置及自控系统

1

1

2

2

3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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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茶油产品

有机油茶产品

油茶“两系”杂交种子园

油茶杂交果实

油茶专用肥中试产品

专用肥田间试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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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林业发展的需要，继续加强育种资源长期保存与维护技术，生长、材性、抗性等多性状

林木、花卉等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研究，初步建立了持续稳定的林木长期遗传育种技术体系，并在优良新

品种推广应用上成果显著。

“枣新品种选育和产业升级关键技术研究”（编号：201004017）项目构建了 250 份种质的指纹

图谱，为枣树品种和种质资源鉴定、育种与遗传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对枣树品种的知识产权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筛选抗裂品种柳林木枣和极抗裂的种质紫枣等，并选育出较抗裂的大果型优良鲜食品

种“大金丝王枣”。

“枣裂果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研究”（编号：201004041）项目选育出了抗裂果和抗缩果病的大枣新

品种“曙光”，已建立采穗圃 200 亩，缩果病发生率低于 1.5%、裂果率低于 5%。此外，从山西省太谷

县枣产区新发掘的优异资源类型抗裂果新品种“金谷大枣”，单果重 24.1g，干鲜兼用，具有

大果、优质、抗病、较抗裂果等优异特性，在周边区计辐射推广面积已达万亩以上。

4 着力良种选育技术研究，夯实林业发展基础

不同枣树品种 SSR 标记带谱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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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特异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示范”

（编号：200704028）项目收集山茶花特异种

质 342 份，采用杂交育种创育了 9 个新品种

（春江系列新品种 4 个，四季开花的新品种

5 个）。在国际上率先研制了山茶花新品种特

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测试技术，成

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国际

性规范文件，是指导山茶花育种的国际权威依

据。已在浙江金华推广示范 5000 亩、云南大

理 1000 亩。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茶花产业基

地，年生产商品苗 1000 余万株，年产值 1 亿

元以上，吸引了近万花农从事茶花相关产

业，显著促进了茶花产业的科技进步。

抗裂果品种“大
金丝王”结果状

红枣系列产品

“金谷大枣”脆熟期局部结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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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森林灾害发生机理与防控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目前在林火监测预警与火险预报、森林健

康指标体系建立、林木病虫害分子水平致病机制研究等无公害防控上取得新进展，为森林可持续经营、

森林灾害防控和森林效益的发挥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生物防治松褐天牛控制松材线虫病技术研究”（编号：200904025）项目通过在松褐天牛成虫期

设置诱木，低龄幼虫期释放肿腿蜂，中老龄幼虫期和蛹期释放花绒寄甲成虫和卵等综合技术措施，有

效地降低了林间松褐天牛虫口密度，遏制了松材线虫病的扩散传播。推广应用 8327 亩，辐射防治 4.98

万亩，防治效果达到 70% ～ 90%。建立天敌繁育基地 3 个，总年繁育量可达 7500 万头，开发出松树疫

木就地隔离结合助放天敌控制松材线虫病技术，松材线虫病发病率下降 66%。筛选出诱集松褐天牛成虫

作用很强的黑光灯，单灯诱集松褐天牛数量可达 160 头 / 晚。

新品种‘春江锦兰’

新品种‘春江丽带’

5 加强无公害防控水平，支撑森林健康发展

新品种‘春江秀敏’

新品种‘春江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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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疫木人工隔离和天敌助放技术

遭松材线虫危害的松树

黑
光
灯
筛
选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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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抗旱驱鼠剂 环保型灭鼠纸

系列红外线电磁害鼠自动监测采样仪 成果倍受关注

遵义市松材线虫病试验示范林的治理情况

“植物源无公害鼠害控制剂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编号：200704012）项目研制了适宜鼢

鼠生物诱杀的植物源复配型灭鼠剂配方和加工参数，制定出微胶囊剂加工工艺，室内杀灭率 97% 左

右，野外灭洞率 93% 左右。研制出 2 种对害鼠、兔具有较好驱避作用的药剂。研发的系列红外线电磁

害鼠自动监测和采样仪已小批量投入使用。建立了林区鼠兔害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基地 110hm2，鼠兔害

治理效果达 95.6%，林木鼠害株率为 3% ～ 6%，林木被害死亡率小于 0.5%，林木保存率比对照林地提高

25.9% ～ 49.3%。推广生物诱杀和生物驱避技术 3100hm2，推广飞播造林新技术 145.20 万 hm2，减少

直接经济损失 18554.24 万元。

治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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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业专项实施以来，针对国家

生态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开展了重

点科技攻关，攻克了沙化土地、盐

碱地等生态脆弱区植被恢复部分关

键性技术难题，有效地促进了退化

生态系统的恢复，极大地改善了试

验示范区的生态环境，为我国生态

脆弱区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科技支撑，产生良好

的示范辐射效益。

“鄂尔多斯生态脆弱区环境保

护方式转型技术支撑体系研究与示

范”（编号：200704025）项目通

过对藻种的研究，利用既不宜林也

不宜草的盐碱湖上天然分布的螺旋

藻，开发出功能复合饲料，通过规

模化养殖，降低了草场载畜量，从

而有效地保护了沙区生态环境，带

动了当地极度盐碱化边际性土地的

利用。项目研制出的功能饲料配方

和生产工艺，显著提高了牛奶质量，

为功能饲料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市

场潜力。2011 年鄂托克旗螺旋藻

年产量将突破 2000 吨，约占我国

螺旋藻总产量的 1/3，这对于我国

西部盐碱湖广泛分布区、废弃盐碱

湖和极度盐碱化边际性土地的利用、

草原生态保护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具有重大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鄂
托克旗白音淖尔
基地螺旋藻近自
然养殖池

鄂尔多斯高原鄂
托克旗螺旋藻产
业园区

螺旋藻功能颗粒
饲料加工工艺

合作企业生产的
螺旋藻产品

创新生态建设技术模式，推进生态与产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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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灌区宜林荒地植被快速恢复关键技术研究”（编号：200804012）项目以荒地土壤快速改良、

植物优化配置为突破口，建立了盐碱化、沙质化和贫瘠化等不同类型宜林荒地植被快速恢复试验示范

区 4 个，试验面积 365 亩，示范面积 5165 亩，为河套灌区和同类地区宜林荒地植被快速恢复提供技术

支撑。筛选出沙枣、红柳等耐盐碱、抗干旱、耐瘠薄适栽树（草）种 8 个，形成宜林荒地植被快速恢

复技术方案 3个，乔灌草植物格局配置方案 4个，建立了“沙化荒地植被恢复”和“盐碱荒地植被恢复”

节水模式 2 个，提出了 3 种不同肥力水平盐碱地快速培肥技术，研制出盐碱土改良剂配方 3 个。示

范区造林成本降低 23.1%，造林成活率达到 85.3%，保存率达到 76.4%，植被覆盖度达到 45%，较常规

技术时间缩短 1年。资源化处理工业废弃物和农业废弃物及黄沙等，为企业节本增效 103万元。此外，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发布技术规程 1 项。

盐碱地植被修复 不同植被类型对照

荒地改良剂 盐碱地植树机



在研项目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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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毛竹基因组测序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为稳定支持

林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基础理论与支撑技术。

“中国森林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林业适应对策”（编号：200804001）项目在气候变化趋势及其

对森林生长及分布影响、森林碳平衡规律与土壤碳过程的调节机制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遥感

反演监测森林碳汇和样带尺度森林物候响应规律的遥感辨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项目提出了

REDD+ 和 LULUCF 议题的研究对策，并被联合国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谈判代表团采纳。编写的《世

界主要国家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及政策机制借鉴》等多份研究与咨询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参与国际谈判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项目组将进一步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瞄准

国际学术前沿，有望在“森林碳收支综合模型”和气候变化综合影响评估模式等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毛竹基因组测序研究”（编号：200704001）项目成功构建首个竹类植物 cDNA 数据库，为我国全

面开展竹子基因组学研究搭建了一个优势平台。已组装获得相当于全基因组 94% 以上的高质量基因组序

列，并系统分析和预测了毛竹的基因数量和系统演进地位。毛竹基因组测序是我国林业领域在基因组学研

究方面的历史性突破，对于从分子水平揭示竹类植物结构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对于

竹类植物基因科技产业开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7 加大基础理论研究，支撑林业长远发展

毛竹 cDNA 序列数据库

已发表的重要成果（BMC,SCI IF: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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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是自 2007 年专项设立以来启动的第 6 批、也是“十二五”启动

的第 2 批项目。2011 年 3 月，根据财政部、科技部的有关要求，紧紧围绕现代林业建设对科技的需求，

按照局党组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的林业发展思路，

进行谋划布局，经过征集需求、编制指南、征求意见、项目受理、形式审查、项目初评、答辩评审、咨

询委审议等环节，共上报 148 项专项项目。经过科技部、财政部多个环节的评审，最终批复 81 项，总

预算 2.35 亿元，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在项目定位上，重大项目主要瞄准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长期性重大林业科学问题，着力攻克

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重点部署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技术，稳定支持林业长

远发展的基础理论与支撑技术；面上项目主要面向区域性、培育性、实用性、带动性地方林业发展需求，

着重解决生态建设、森林培育与经营关键技术瓶颈，重点支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构建完善灾害防控

和公共支撑技术体系；中青年科技专项主要面向青年科技人员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重大

项目主要突出林业产业、森林培育与经营、生态建设三个重点领域，其中林业产业领域设立“实木复合

门机械化制造与环保涂装技术研究”、“目的林药组分资源定向培育与高值化产品开发”等10个重大项目，

森林培育与经营领域设立“热带珍贵树种良种选育和高效培育技术研究”、“黎蒴等华南重要乡土树种

良种选育研究”等 6个重大项目，生态建设领域设立“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分布式定位观测与模型模拟”、

“典型湖沼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研究”等 3个重大项目。

在组织方式上，较往年有所调整。新设立了中青年科技专项，主要面向国外连续留学一年以上或长

期从事基层应用技术开发推广的青年科技人员，加强创新型、实用型中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为将来承

担更大更高层面的科研任务打好基础，以实现行业专项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评审方式上，增加

了重大项目和中青年科技专项答辩环节，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对项目进行质询并提出修改建议，有效提高

了上报项目的质量。

2011 年 11 月，按照《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试行办法》（财教 [2006]219）要求和行业专

项管理程序，为提高项目任务书签订质量，我们召开了任务书签订工作会议，聘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把

关，顺利完成了 2012 年度 81项行业专项项目任务书的签订工作，以确保各个项目任务书内容更加明确，

考核指标和经费预算更加合理，为项目的全面实施奠定了基础。

2012 年度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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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的创新和思路

围绕行业专项实施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我们不断更新科技管理理念，创新项目组织形式，优化科

研管理模式，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行业专项管理方法和手段，不断提高行业专项实施的质量和效益。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的组织实施，提高科技管理与服务水平，2011 年 3 月，成立了国家林业公益性

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管理办公室，专项办依托国际竹藤中心，协助国家林业局科技司开展专项项目服务

与管理工作。

在项目管理中，不断创新管理思路和管理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前一后、一上一下”的工作机制。

一是在管理方式上实行“一前一后”。“一前”就是把一些管理环节提前，如项目任务书的签订

时间比以往提前了半年。“一后”就是将项目验收时间延后到项目执行期满以后。

二是在管理力度上实行“一上一下”。“一上”就是项目考核一律按照管理办法的上限要求执行，

明确项目论文产出必须为第一标注，与项目内容无关的论文、成果均不予认可等新举措。“一下”就

是将项目管理的一些环节下移，按照研究领域相近、区域相对集中的原则，委托归口单位分片区承办

项目评估验收，科技司和专项办派人指导，既充分发挥归口单位的积极性，又保证了评估验收的专业

水平，减轻项目负责人和承担单位的负担。

在项目设置上，采取突出重点、兼顾面上的做法，设立了重大项目、面上项目和中青年专项。在

技术层面，考虑技术链与项目群相结合，实施系统科技工程。在队伍建设层面，适应了培养高层次领

军人才、拔尖创新人才、优秀中青年人才和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

在任务书签订会上，会同局计财司针对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对承担单位科研和财务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作详细的培训，并邀请以往项目进展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交流经验，以会代训，丰富了培

训方式，提高了培训效果。

1

2

健全组织机构，发挥服务功能

转变管理理念，创新工作机制

3 优化项目类型，明确层次定位

4 以会代训，加强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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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年度报告

通过设置项目中期评估、现场查定、专项抽查、技术与财务双验收等环节，严格项目过程管理，

确保项目从立项、执行到验收各个环节的时效和质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并被其他行业部门

借鉴应用。

针对财政部关于将中央财政预算执行进度作为核定下年度经费预算主要依据的新举措，制定了林

业行业专项预算执行进度的填报要求和评估细则，执行阶段以年报、季报的形式，及时通报项目进展

及预算执行情况。评估结果在全行业进行通报，并与申报新项目挂钩，执行进度不符合相关要求的核

减下年度项目申报指标。通过这些措施，林业行业专项在 11 个试点部门中的排序已由原先的中等水平

提升为中等偏上，成效显著。

为了加强林业科技宣传，进一步组织实施好行业专项，项目办编发了 3 期《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项目通讯》。主要目的是宣传方针政策，展示创新成果，报道科技前沿，交流工作经验。

5

6

7

强化过程管理，狠抓科研质量

实行量化评估，力促项目进度

加强成果展示，对外宣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