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局网站群

国家林业局司局网站群, 包括政法司、 造林司、 资源司、 保护司、 林改司、 公安局、

计财司、 科技司、 国际司等子站。

一、 政法司

政法司即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子站, 名称为全国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管理网, 其主要

栏目有工作动态、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及司法解释, 展现了国家

林业局政策法规司的主要工作情况并进行了信息公开, 子站还与全国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管

理系统及审批系统无缝连接, 可通过子站直接进入这两个系统(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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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全国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管理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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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造林司

造林司即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子站, 涵盖中国营造林质量网、 中国经济林信息网、

中国碳汇网、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网、 中国森林健康网、 中国绿化网。

1． 中国营造林质量网

中国营造林质量网的栏目包括信息动态、 通知公告、 规章制度、 学术交流、 视频点

播、 在线服务等。 并可在线办理行政审批等业务(图 17)。

图 17　 中国营造林质量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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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经济林信息网

中国经济林信息网主要栏目有行业动态、 热点专题、 政府文件、 植物种类、 生产基

地、 供求信息、 专家学者、 中国经济林之乡、 新技术新产品等, 通过这些栏目可方便查找

各类有关经济林的信息(图 18)。

图 18　 中国经济林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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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碳汇网

中国碳汇网的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碳汇项目、 碳汇计量、 绿色碳汇基金

会、 政策规则、 碳汇书籍、 基础知识、 国际碳市场等, 汇集了大量碳汇知识及碳汇动态

(图 19)。

图 19　 中国碳汇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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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网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网的主要栏目有行业信息、 行业管理、 行业动态、 市场信息、 试

点示范、 资源培育、 国际合作、 苗木信息、 科研科普等, 展现了各种生物质能源的动态信

息及法律法规(图 20)。

图 20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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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森林健康网

中国森林健康网的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研究进展等(图 21)。

图 21　 中国森林健康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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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绿化网

中国绿化网的主要栏目有绿色资讯、 热点专题、 政策法规、 领导题词、 绿化光荣榜、

植树活动等(图 22)。

图 22　 中国绿化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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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源司

资源司即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子站, 其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资源

监测、 林地林权、 采伐利用、 林政执法等, 并可以在线行政审批, 还可在线查询木材运输

证的真伪。 具体见图 23。

图 23　 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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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护司

保护司即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子站, 其主要栏目有重要信

息、 地方快讯、 合作交流、 野生动植物、 自然保护区、 大熊猫、 简报丛林、 科研科普、 标

识查询、 联系我们等(图 24)。

图 24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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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林改司

林改司即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资讯、 热点专题、 高

层关注、 林权保护管理、 集体林权流转、 农民权益维护、 林业专业合作、 林下经济发展、

政策咨询等(图 25)。

图 25　 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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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安局

公安局即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子站, 主要栏目有标题新闻、 热点专题、 防火信息、

公安信息、 科技园地、 装备机具、 政策法规、 国际交流、 防火常识、 协会工作(图 26)。

图 26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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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计财司

计财司即国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子站, 分为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和现代

林业产业网。

1． 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

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主要栏目为信息资讯、 财税政策、 资产管理、 部门预算、 资金

管理、 预算执行、 林业涉外经济、 统计与信息、 地方支援、 环境保护、 综合开发、 林业会

计学会(图 27)。

图 27　 国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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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林业产业网

现代林业产业网主要栏目有产业动态、 行政通知、 政策法规、 行业标准、 产业报告

等, 并开展了网上展厅、 网上交易, 方便了产业信息的及时公开(图 28)。

图 28　 现代林业产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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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科技司

科技司即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子站, 名称为中国林业科技网,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

态、 热点专题、 科学研究、 科技推广、 标准质量、 条件能力、 林业成果、 林业科技工作动

态、 科技期刊(图 29)。

图 29　 中国林业科技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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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国际司

国际司即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 对外合作项目中心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

点专题、 合作动态、 国际项目、 公约履约、 重要国际会议(图 30)。

图 30　 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 对外合作项目中心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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