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属单位网站群

国家林业局直属单位网站群, 包括信息办、 场圃总站、 工作总站、 基金总站、 宣传

办、 濒管办、 天保办、 三北局、 退耕办、 治沙办、 世行中心、 湿地办、 科技中心、 经研中

心、 人才中心、 林科院、 规划院、 设计院、 林干院、 出版社、 竹藤中心、 林学会、 中动

协、 花协、 中绿基、 森防总站、 东航中心、 西航总站、 南京警院、 华东院、 中南院、 西北

院、 昆明院子站等 30 多个子站。

一、 信息办

林业信息化建设是现代林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促进林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是关系林业工作全局的战略举措和当务之急。 加快推进林业信息化, 逐步建立起覆盖各级

林业部门、 功能齐备、 互通共享、 高效便捷、 稳定安全的林业信息化体系, 主要目的是促

进林业决策科学化、 办公规范化、 监督透明化、 服务便捷化。 国家林业局信息化管理办公

室肩负着林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信息办子站的主要栏目有最新要闻、 互联网热点、

信息快递、 厅局长论坛、 现场直播、 政策发布、 会议报道、 法律规章、 地方实践、 标准建

设、 信息化简报、 工作调研、 国外借鉴、 前沿技术、 应用培训、 成就展览、 大事记、 信息

文化、 通知公告、 热点专题、 信息资料等。 信息办子站不仅展示了信息办的职能、 机构设

置、 工作动态、 相关法律规章, 而且对一些重要会议进行现场直播, 并及时展现前沿技术

等(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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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国家林业局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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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场圃总站

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共有 3 个子站, 为国家种苗网、 中国林场信息网、 中国

森林公园网。

1． 国家种苗网

国家种苗网分为政务版和商务版, 集合了种苗各种信息, 极大方便了良种种苗的供与

求(图 32)。

图 32　 国家种苗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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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林场信息网

中国林场信息网的主要栏目有最新要闻、 地方快报、 政策法规、 林场协会、 供求招

商、 下载专区、 专题报道、 关于我们(图 33)。

图 33　 中国林场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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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森林公园网

中国森林公园网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公示公告、 生态文化、 森林旅游、 地方专栏、

他山之石、 互动交流、 统计数据、 视频展示(图 34)。

图 34　 中国森林公园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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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总站

工作总站即国家林业局林业工作站管理总站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工作动态、 机构队伍、 经验交流、 林农专业合作社、 林权争议处理、 林权案件稽查(图

35)。

图 35　 国家林业局林业工作站管理总站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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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金总站

基金总站即国家林业局林业基金管理总站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基金站网讯、

资金稽查、 林业基金、 内部审计、 林业要闻(图 36)。

图 36　 国家林业局林业基金管理总站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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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宣传办

宣传办即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公室子站, 为关注森林网,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

题、 宣传中心、 森林档案、 森林聚焦、 森林动态、 湿地动态、 森林美文、 森林美图、 我看

森林、 森林剧场、 森林文化(图 37)。

图 37　 关注森林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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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濒管办

濒管办即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子站, 名称为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信息网,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公告公示、 进出口管理、 法律法规、 关爱园地(图 38)。

图 38　 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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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天保办

天保办即国家林业局天然林保护工程管理中心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天保工程

区、 政策法规、 工程动态、 国际合作、 森林管护、 经验交流、 试点示范、 领导讲话(图

39)。

图 39　 国家林业局天然林保护工程管理中心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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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北局

三北局即国家林业局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局子站, 名称为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网, 主要栏目有最新要闻、 热点专题、 工程动态、 防沙治沙、 水土保持、 农田防护林、 林

业产业、 科技推广、 工程管理、 国际合作、 机关两建、 领导讲话(图 40)。

图 40　 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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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退耕办

退耕办即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子站, 名称为中国退耕还林网, 主要栏

目有工程动态、 信息动态、 政策法规、 领导讲话、 工程简报、 经验交流(图 41)。

图 41　 中国退耕还林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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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治沙办

治沙办即国家林业局防治荒漠化管理中心(环京津地区防沙治沙工程管理办公室)子

站, 名称为中国荒漠化防治网,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专题栏目、 沙化监测、 工作动态、

应急管理、 政策法规、 工程管理、 公约事务、 中国沙产业、 德援项目(图 42)。

图 42　 中国荒漠化防治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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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世行中心

世行中心即国家林业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木材

战略储备基地、 政策法规、 速丰林工程、 世行项目、 亚行项目、 欧投行项目、 血防林工

程、 特殊林木培育、 团队建设、 两建工作、 经验交流(图 43)。

图 43　 国家林业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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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湿地办

湿地办即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子站, 名称为湿地中国, 主要栏目有湿地新

闻、 湿地观察、 湿地文化、 湿地日记、 湿地百科、 湿地水鸟、 湿地旅游、 湿地活动、 湿地

管理(图 44)。

图 44　 湿地中国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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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科技中心

科技中心即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政策法

规、 法制天地、 保护名录、 最新消息、 公报、 知识问答、 品种权判决书(图 45)。

图 45　 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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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经研中心

经研中心即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国

际合作、 科研成果、 研究项目、 出版物(图 46)。

图 46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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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人才中心

人才中心即国家林业局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子站, 名称为中国绿色人才网, 主要栏目有

信息动态、 人事代理、 人才培训、 技能鉴定、 人才开发、 最新招聘、 个人求职、 商务版

(图 47)。

图 47　 中国绿色人才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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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林科院

林科院即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科研进展、 热点专题、 国

际合作、 院地合作、 人才队伍、 科普知识、 支撑发展、 基础平台(图 48)。

图 4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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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规划院

规划院即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领导活动、 专题栏目、 业务动

态、 专家介绍、 公示公告、 挂靠单位、 精彩瞬间、 成果业绩、 资质证书、 政策法规、 林业

标准、 历史回顾(图 49)。

图 49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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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设计院

设计院即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新闻中心、 专题管理、 业

务动态、 工程业绩、 设计师风采、 设计所介绍、 文萃赏析、 行业信息、 职工风采(图 50)。

图 50　 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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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林干院

林干院即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院情总揽、 行业培训、 党校园

地、 国际合作、 学术研究、 合作办学、 党群工作(图 51)。

图 51　 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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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出版社

出版社即中国林业出版社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图书介绍、 在线书

目、 教材教辅、 理论文章、 书摘书评、 新书预告、 联系我们(图 52)。

图 52　 中国林业出版社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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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竹藤中心

竹藤中心即国家林业局国际竹藤中心子站, 其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科研

管理、 重点实验室、 研究生教育、 合作与交流、 竹藤产业、 竹藤文化、 竹藤培训(图 53)。

图 53　 国家林业局国际竹藤中心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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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林学会

林学会即中国林学会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学会专栏、 国际交流、 科学普及、

学术交流、 企业与技术(图 54)。

图 54　 中国林学会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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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中动协

中动协即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文苑天地、 生态文明、

政策法规、 自然保护区、 关于我们、 科普知识、 热点专题、 保护工程、 DV 采集、 互动交

流、 书刊浏览(图 55)。

图 55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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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花协

花协即中国花卉协会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会展赛事、 领导讲话、 科技之窗、

业务动态、 行业标准、 行业数据、 花卉文化、 政策法规、 行业培训、 会员天地、 相关机构

(图 56)。

图 56　 中国花卉协会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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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中绿基

中绿基即中国绿化基金会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工作动态、 专项基

金、 政策法规、 简报、 公益项目、 重大活动、 战略合作(图 57)。

图 57　 中国绿化基金会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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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森防总站

森防总站即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子站, 名称为中国森防信息网, 主要栏目

有信息动态、 领导讲话、 热点专题、 地方信息、 监测通报、 有害生物防治、 林业植物防

疫、 药剂药械、 虫情动态、 知识服务、 森林工作简报、 森林宣传(图 58)。

图 58　 中国森防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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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东航中心

东航中心即国家林业局东北航空护林中心子站, 主要栏目为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防

火新闻、 政务信息、 党建工作、 航站建设、 科技文苑、 工作动态、 航站新闻(图 59)。

图 59　 国家林业局东北航空护林中心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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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西航总站

西航总站即国家林业局西南航空护林总站子站, 主要栏目为信息动态、 专题展示、 航

空护林、 森防协调、 卫星监测、 科技园地(图 60)。

图 60　 国家林业局西南航空护林总站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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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南京警院

南京警院即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警校快讯、 热点专题、 警校学子、 科

技动态、 校园文化、 就业信息(图 61)。

图 61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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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华东院

华东院即国家林业局华东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政策法

规、 我院概况、 党群工作、 下载专区、 项目成果、 专家介绍、 标准规范、 人才招聘(图

62)。

图 62　 国家林业局华东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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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中南院

中南院即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院况、 工

作动态、 获奖证书、 工程项目、 工程简报(图 63)。

图 63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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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西北院

西北院即国家林业局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

题、 业务资质、 成果展示、 政策法规、 技术规程、 专家介绍、 荣誉榜、 图书资料、 工程简

报、 人才招聘(图 64)。

图 64　 国家林业局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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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昆明院

昆明院即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子站, 主要栏目有信息动态、 热点专题、 政策法

规、 党群工作、 人才招聘、 成果展示、 资料信息、 联系我们、 下属公司(图 65)。

图 65　 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子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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