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区、 市)网站群

省(区、 市)网站群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

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大连、 宁波、 厦门、 青

岛、 深圳、 内蒙古森工、 吉林森工、 龙江森工、 大兴安岭、 新疆兵团等林业部门网站。

一、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的主要栏目有政府信息公开、 公共服务、 生态建设、 互动交流、

特色产业、 专题信息, 网站功能完备、 信息内容丰富, 富有特色的主题服务和多形式的互

动渠道, 充分体现了政务网站的“公开、 办事、 互动”功能, 成为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信息

沟通的桥梁(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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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首页

二、 天津市林业局

天津市林业局网站全面推进网上政务信息公开, 提升网络的应用效能, 建立全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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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及时发布林业相关资讯、 政策法规、 工作动态与信息、 实用技术、 科研推广信息,

建设林木病虫害防治技术、 花卉与果树管理、 林业种子与苗木专家咨询与指导专页。 为企

业或个人提供供求信息发布服务。 加快各种政务信息及数据的处理速度, 对实现电子政务

与林业信息化管理奠定基础。 通过网站, 结合科技下乡等活动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 讲授

花卉生产技术、 果树栽培技术、 病虫害防治技术等,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图 67)。

图 67　 天津市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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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北省林业厅

河北省林业厅网站即河北林业网, 以创建一流涉农网站为目标, 推广实用科技, 解读

政策法规, 发布供求信息, 引导绿色消费, 加强网上办事和互动交流, 实现政府部门、 科

技专家与林果农“面对面”, 强化网站的新兴媒体作用, 发布权威信息, 介绍林业建设成

果, 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图 68)。

图 68　 河北林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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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西省林业厅

山西省林业厅网站即山西林业网。 随着林业发展形势的变化, 山西林业网不断拓展栏

目, 先后增加了省委林业工作会议专题、 辉煌 60 年之山西林业、 关注碳汇林业等专题栏

目; 积极开展网上答疑, 初步实现了答疑渠道规范、 答复权威的目标(图 69)。

图 69　 山西林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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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

内蒙古林业厅网站开设了林业文字要闻、 图片要闻、 信息发布, 公开了林业项目审批

办理程序, 以及林业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 使公众能在网上及时了解林业相关政策,

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网站在建设上注重与公众在线交流, 开设了在线调查、 投诉上

访、 公共留言、 在线查询、 电子邮箱等栏目, 逐步实现网上接访、 办公, 进一步方便广大

群众(图 70)。

图 70　 内蒙古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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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辽宁省林业厅

辽宁省林业厅网站把提供公共服务作为基本出发点。 设置了政务公开、 行政审批、 办

事机构、 政策法规、 林业动态等栏目, 开设了辽宁林改、 生态建设、 森林防火、 林业科技

等专栏。 建立了森林资源流转、 林业产业信息交流平台。 提供了网上表格下载, 公开了厅

长信箱。 实现了外网受理、 内网办理、 外网反馈的办公模式, 办理各种证件 5 万多份, 专

家回答咨询上万条(图 71)。

图 71　 辽宁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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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吉林省林业厅

吉林省林业厅网站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被评为“全国林业系统十大优秀网站”,

多途径、 多角度为公众提供了林业信息服务, 同时成为展示吉林林业形象的“窗口”, 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各下属单位也非常重视“窗口”作用, 都建立了各自的网站(图 72)。

图 72　 吉林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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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黑龙江省林业厅

黑龙江林业厅网站是黑龙江省林业厅面向公众的窗口, 是实现政务公开透明、 为社会

服务的重要手段。 内容涵盖组织机构、 单位职能、 政策法规、 资源管理、 自然保护、 公众

留言等。 通过网站的建立, 首先实现与用户的网上互动; 通过统一业务支撑平台建设及统

一基础数据库的建立, 实现办公应用及各项业务应用数据的共享; 通过对原有业务的整合

和新业务的开发, 基本完成各项核心业务的应用。 (图 73)。

图 73　 黑龙江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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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上海市林业局

上海市林业局网站在突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同时, 重点对网上办事栏目进行功能提升和

优化, 已基本实现了行政审批事项在线直接办理; 为民服务信息栏目中, 以绿色地图的形

式, 提供了公园绿地、 古树名木、 特色果园查询、 检索等便民信息; 进一步突出网上受理

咨询、 举报的及时性; 开设了图片新闻、 科普栏目、 “回音壁”等以案说法栏目(图 74)。

图 74　 上海市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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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江苏省林业局

江苏林业网是江苏省林业局公开政务、 接受监督、 展示形象的重要平台。 网站内容丰

富、 功能强大、 信息更新及时, 为信息服务林业打下了基础(图 75)。

图 75　 江苏林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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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浙江省林业厅

浙江省林业厅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充分发挥“浙江林业网”的平台作用。 林业厅受

理的 34 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已上网, 为群众办理相关业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缩短了

工作周期。 林业厅的审批系统还与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了联网, 主动接受监督(图 76)。

图 76　 浙江林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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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安徽省林业厅

安徽林业信息网于 2008 年 4 月正式开通运行, 网站设有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政府信

息公开指南、 依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等主栏目, 方便公众及时获取安徽林业

政务信息。 2009 年 8 月改版升级, 进一步丰富了网站的内容(图 77)。

图 77　 安徽林业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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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福建省林业厅

福建省林业厅根据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门户网站绩效考核评分细则要求, 突出为民

服务的功能, 对网站进行改版, 调整了网站页面风格及布局, 完善和突出了信息公开、 在

线办事与公众参与三大模块, 设置海西林业、 综合信息、 新闻中心、 政府信息公开、 网上

办事、 互动交流、 专题专栏、 下载中心等 8 个主题 95 个栏目(图 78)。

图 78　 福建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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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江西省林业厅

江西省林业厅网站整合门户网站、 林业产权交易中心信息发布平台和市场供求信息服

务平台, 建设综合信息发布系统。 实现了江西省 53 个产权交易中心联网, 大屏实时同步

发布挂牌、 成交信息、 全省和全国主要林产品市场 400 余个林产品价格行情, 免费为各地

林农和企业发布供求信息(图 79)。

图 79　 江西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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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山东省林业局

山东省林业局网站的主要栏目有领导简介、 林业概况、 林业新闻、 信息公开、 公共服

务、 互动交流、 林业专题(图 80)。

图 80　 山东省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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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河南省林业厅

河南林业厅网站和部分子站已上线运行, 形成了以河南省林业厅网站为龙头, 各省辖

市林业局、 部门网站为主体, 分级管理, 上下联动, 与林业系统现行业务管理体系相应的

网站群(图 81)。

图 81　 河南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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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湖北省林业厅

湖北省林业厅网站与省电子政务外网林业门户并网运行, 已具备信息发布、 在线办

事、 互动交流三大功能, 已成为倡导生态文明、 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媒介和社会各界

了解林业、 关心林业、 监督和促进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实现了省林业行政许可和非

行政许可事项在线网上办理, 并对许可事项办理过程实现了网上电子监察, 信息公开能在

线申请, 公开数据信息可在线查询、 下载; 实现了与公众实时网上交流, 为公众开辟了网

上诉求渠道, 网上调查、 民意征集方便了公众参与林业重大事项决策, 在线访谈成为与网

民互动的平台。 近 3 年来, 信息量达到近万条, 访问量达 180 多万次(图 82)。

图 82　 湖北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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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湖南省林业厅

湖南省林业厅网站即湖南林业信息网, 建设重点突出了信息的时效性, 提高了网站的

质量。 2009 年, 在做好网络报道工作的同时, 针对不同时期的工作任务, 开展了厅长和各

市州林业局长网上贺新年、 张家界森林公园十佳景点评选, 全省各市州县林业局长网上论

坛等一系列活动, 进一步扩大了湖南林业信息网的影响, 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同时, 为了

进一步加强林业报道工作, 定期通报全省林情信息发布情况以及报道工作要点, 调动了市

州县林业局的积极性(图 83)。

图 83　 湖南林业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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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广东省林业厅

广东林业网是广东省林业厅网站, 是广东省林业信息系统应用的主要平台, 除了办公

自动化、 档案管理等内部应用系统外, 其他信息系统基本在外网运行。 1999 年完成政务外

网建设, 连接省局机关和省局直属事业单位, 为内部办公提供方便和快捷的服务; 同时又

连接省人民政府, 通过省人民政府连接国家和市县各级人民政府, 实现上下左右信息互通

(图 84)。

图 84　 广东林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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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网站主要栏目有林业要闻、 机构职能、 办事指南、 林业概况、

文件公告、 政策法规、 林政管理、 林产资讯、 林业科技、 党风廉政、 视频资料、 信箱登

陆、 森林执法、 植树造林、 重点工程、 园林绿化、 生态保护、 森林防火、 有害生物、 扶贫

开发、 生态能源、 森林旅游、 网上举报, 充分实现了政务公开(图 85)。

图 85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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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海南省林业厅

海南省林业厅网站发布林业的政策法规, 增加全社会对林业的了解, 同时在网上公布

办事程序、 方法和途径, 提高办事效率, 增加透明度, 为林业部门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图 86)。

图 86　 海南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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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重庆市林业局

重庆市林业局网站主站结构由信息发布、 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三大板块构成, 打造

“重庆林业网” 整体形象, 促进服务型、 效能型和廉洁型政府建设(图 87)。

图 87　 重庆市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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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四川省林业厅

四川省林业厅网站以充满大自然气息的绿色为主调, 突出四川林业特色及服务理念,

全面报道林业行业动态、 生态建设、 商务信息等, 翔实介绍四川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 强力推动四川生态旅游发展。 网站共设有 20 个一级栏目和 90 余个二级

栏目, 增设了互动交流、 办事服务、 行政执法和政务公开等栏目。 “5·12”汶川大地震发

生后, 网站及时推出了“四川务林人抗震救灾纪实图片”、 “四川务林人抗震救灾先进事

迹”、 “灾后重建四川务林人在行动”等系列专题, 及时反映全省林业系统受灾情况, 全面

报道四川省务林人抗震救灾先进事迹(图 88)。

图 88　 四川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69—



网站建设　
省（区、 市）网站群

二十四、 贵州省林业厅

贵州省林业厅于 2006 年建立了网站, 2008 年进行了全新改版。 改版以后, 一是明确

了专人负责, 内容更加丰富, 更新更加及时; 二是落实了维护经费, 聘请专业公司定期检

查、 维护, 安全性明显增强; 三是新增了信息报送板块,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 各市

(州、 地)林业局和省林业厅机关各处室、 厅直属有关单位全部通过省林业厅网站报送信

息, 方便了基层, 提高了效率; 四是特别注重发挥网站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主渠道作

用, 对不涉密的公文及行政许可事项进行公开(图 89)。

图 89　 贵州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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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云南省林业厅

为促进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 形成林业电子政务平台, 云南省林业厅网站全新改版,

页面设计、 结构功能、 运行速度等大为改进, 大大提升年发布信息量。 实现了一网多名、

互补双赢, 基本实现了厅机关通过网络进行政务和业务信息的交流, 以及州市、 县三级政

务信息集中显示的目标, 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 已初步形成了以省林业厅网

站为主体, 以省厅各处室专业网站和州市林业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林业网站体系(图 90)。

图 90　 云南省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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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西藏自治区林业局

西藏林业网是西藏自治区林业局网站, 设有领导专区、 信息公开、 机构设置、 最新要

闻、 政策法规、 政府文件、 造林绿化、 资源管理、 自然保护、 森林防火、 林业工程、 计划

资金、 林业科技、 机关两建、 互动交流、 办事大厅和局长信箱等 17 个一级栏目, 具有信

息发布、 在线办事和互动交流三大功能。 网站设计清雅、 明快、 简洁。 开通西藏林业局网

站, 是贯彻第二届全国林业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国家林业局信息援藏计划的重要行

动, 对增强林业信息发布能力, 提高西藏林业办事效率, 促进民族团结和林业发展, 加快

西藏现代林业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图 91)。

图 91　 西藏林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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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陕西省林业厅

陕西林业信息网设有林业动态、 政策法规、 政务公开等 10 余个一级栏目, 栏目各具

特色, 图文并茂, 内容丰富, 为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做出了贡献。 在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中开

设相关栏目, 添加内容, 维护信息, 确保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工作均有条不紊地开展,

取得了良好效果(图 92)。

图 92　 陕西林业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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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甘肃省林业厅

甘肃省林业厅网站是甘肃林业网, 以服务和互动性为原则, 以实现信息公开、 在线办

事、 公众参与三大功能为目标, 科学合理设置栏目。 在此基础上, 逐步建立市、 县与厅直

单位网站, 形成上与国家林业局门户网站连接, 下与市、 县与厅直单位网站互联互通、 互

为补充的网站体系, 确保网站合力共建和资源共享(图 93)。

图 93　 甘肃林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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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青海省林业厅

青海林业信息网是青海省林业厅网站, 进行了升级改造后, 增加了视频点播、 在线访

谈、 专题讲座等模块, 扩大了信息服务, 推进了在线办事, 加强了互动交流, 网站内容得

到保障, 大大提升了网站政务办理和社会服务功能(图 94)。

图 94　 青海林业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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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局

宁夏林业信息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局网站, 突出三方面的功能: 一是政务信息发

布功能, 以推进政务公开, 提高机关工作透明度为目的; 二是突出信息服务功能, 以服务

社会、 服务林业生产经营者为目的; 三是网上办事功能(图 95)。

图 95　 宁夏林业信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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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网站 2007 年 12 月 1 日进入试运行, 网站设置了公告公示、

领导简介、 机构设置、 新疆林业、 林业焦点、 政务信息、 林业动态、 政务公开、 林业专栏

等九大栏目, 基本涵盖了新疆林业厅的主要职能和业务, 全方位地介绍了新疆的林业生态

建设、 法律法规、 政策动态和部门信息(图 96)。

图 9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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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内蒙古森工集团

内蒙古森工集团网站已经成为集信息发布、 服务林区为主的综合性网站。 网站主要突

出以下内容: 一是采取“文字—图片—视频”立体结合, 提升门户网站呈现效果。 其中视频

元素主要是《林区新闻联播》专栏在门户网站的首次开设。 二是突出了每日要闻的重要性,

设置了头题区。 三是在发掘具有林区特色的、 有深度的独家信息上下工夫, 加强编辑力

量, 围绕重大事件, 设置专题专栏展开报道。 同时还增大了图片的篇幅, 增设了“兴安时

评”栏目。 四是侧重关注民生和区域合作, 突出地方特色, 增强服务功能, 增加了网站的

贴近性和吸引力(图 97)。

图 97　 内蒙古森工集团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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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吉林森工集团

吉林森工集团网站设有吉林森工、 信息动态、 六大产业、 名牌产品、 视频点播、 专家

论坛、 服务社区、 董事长信箱、 在线咨询、 企业邮局等一级栏目。 在一级栏目下, 按照吉

林森工集团“三六九八”战略, 设有 30 余个二级栏目。 网站实现了信息发布、 在线办事、

互动交流三大功能(图 98)。

图 98　 吉林森工集团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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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龙江森工总局

龙江森工总局网站是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网站,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政务公开”的

栏目, 将森工系统所有政策、 法规、 公开目录信息等公开化(图 99)。

图 99　 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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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网站是大兴安岭网, 整合全区资源, 对现有政府网站系统的构架

模式、 后台管理系统、 邮件系统等功能进行更新改造, 增加双向交流互动平台, 不断扩大

公众服务领域, 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 (图 100)。

图 100　 大兴安岭门户网站首页

—801—



网站建设　
省（区、 市）网站群

三十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健全完善林业公众网建设, 促进信息及时公开, 加强与上级网站的

链接, 丰富网站的内容, 加快网站信息的更新速度, 开通与群众的交流与沟通的渠道, 确

保网站成为上级与下级、 群众与林业部门沟通的桥梁(图 101)。

图 10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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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大连市林业局

大连市林业局网站主要包括政策法规、 组织机构、 信息中心、 网上办事、 林业产业、

林业合作、 绿色基金及公众交流等栏目。 在每年的植树节期间增加植树节专题, 在森林防

火高发期增加飘动的图片信息及各种宣传信息, 在其他重要活动时都配有飘动的图片进行

宣传。 全局网站与大连市政府网站链接, 共享大连市政府网站的公众交流平台, 利用平台

回复网上咨询, 服务百姓(图 102)。

图 102　 大连市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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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宁波市林业局

宁波市林业局网站是宁波林业网, 为了方便老百姓办事, 建立了多个便民服务平台。

同时, 加强了宁波林特科技信息网和宁波市森林公安局综合信息网管理, 较好地服务基层

林业企业和林农(图 103)。

图 103　 宁波林业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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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厦门市农业与林业局

厦门市农业与林业局网站即厦门三农网, 主要栏目有政务公开、 网上办事、 公众参与

等(图 104)。

图 104　 厦门三农网首页

—211—



网站建设　
省（区、 市）网站群

四十、 青岛市林业局

青岛市林业局按照《全国林业信息化建设纲要》和《全国林业信息化技术指南》的要求,

以建设一个权威的、 上下贯通、 快捷准确的信息服务系统为目标, 集中力量推进网络建

设, 提高工作效率(图 105)。

图 105　 青岛市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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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网站是推进政务公开、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平台。 按照“政务信

息公开、 在线办事、 公众参与”的基本功能定位, 依托网站平台向公众发布园林绿化部门

的工作职能、 工作动态、 政策法规和业务工作等相关政务信息; 采用场景式服务方式为市

民提供方便快捷的网上办事服务。 深圳市园林、 绿化和林业主管部门也根据自身工作职能

建设了各自的专业网站, 这些专业网站包括: 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网站、 深圳市森林资源

保护网(图 106)、 深圳绿化网、 仙湖植物园网站、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

站、 梧桐山国家公园网站等。

图 106　 深圳市森林资源保护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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