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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网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政府门户网站已成为政府应用信息技术、 履行职能的重要形

式。 政府门户网站是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促进政务公开, 改进行政管

理, 提高行政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林业局政府网按照政府网站群建设的技术规范和年

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结合现代林业建设需要, 坚持统一架构、 突出重点、 整合资源、 促

进共享的原则, 实现了国家林业局网站资源的有效整合, 突出了林业“三个系统”和“一个

多样性”的主体业务布局, 推进了政府信息公开、 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 2010 年 2 月, 国

家林业局新版政府网站开通, 在原有政府网站基础上, 整合了 50 多个司局网站和直属单

位网站, 新建设了森林公园网站群、 国有林场网站群、 种苗基地网站群、 自然保护区网站

群等,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网站群纳入了中国林业网统一门户网站。 在网站建设工程的

带动下, 各地各单位对网站内容更新高度重视, 加强了网站信息报送和互动交流。

中国林业网网站群充分发挥了政府网站信息发布、 在线办事、 互动交流、 林业展示等

四大功能, 树立了林业系统良好的社会形象, 大大提升了对公众服务的能力(图 1)。

网站群管理系统按照统一标准、 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的原则, 解决了国家林业局网站

群之间信息不能共享、 不能统一管理等问题。 站群管理系统采用主站与子站垂直管理方

式, 国家林业局网站为主站, 各司局网站等为子站。 同时为各司局提供快速搭建网站的工

具及运行环境, 满足了各司局快速、 统一建设各自网站的需求。 各子站运行在统一标准的

网站群管理平台上, 实现了统一管理、 数据跨域共享、 管理智能化, 解决了以前网站群维

护困难且成本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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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林业网首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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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栏目包括最新资讯、 社会关注、 信息快报、 政府文件、 人事管理、 政策法

规、 资金管理、 森林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 林业产业、

生态文化、 领导专区、 信息公开、 公示公告、 热点专题、 应急管理、 电子政务、 国际合

作、 世界林业、 林业分析等(图 2)。

图 2　 信息发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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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栏目包含每日头条、 最新信息和图片信息三部分, 该部分发布全

国林业每天最新信息。
社会关注。 社会关注栏目包含时政、 财经、 文体、 军事、 综合、 图片信息。
信息快报。 信息快报栏目包含司局动态、 地方动态两个栏目。

政府文件。 政府文件栏目主要公开国家林业局局机关发布的文件。
人事管理。 人事管理栏目包含人事任免、 职称评定、 公务员招考、 先进表彰和人事

教育。
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栏目包含林业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相关法律法规、 司法

解释、 名录、 政策解读和政策法规动态。
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栏目包含工作动态、 财税政策、 部门预算、 年度计划、 工程资

金、 专项资金、 预算执行、 资产管理、 建设项目、 发展规划、 林业涉外经济、 统计与信

息、 农业综合开发、 援疆援藏、 对口支援扶贫、 贵州浙江联系点、 环境保护和林业会计

学会。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栏目包含造林绿化、 资源管理、 退耕还林、 公安防火和

天然林保护。

荒漠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系统栏目包含工作动态、 沙尘暴预警、 石漠化治理、 国际履

约、 政策规定、 经验交流和京津风沙源。
湿地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栏目包含湿地保护、 重要湿地和湿地知识。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栏目包含自然保护区、 物种保护、 物种进出口和疫源疫病。

林业产业。 林业产业栏目包含经济林果、 林木种苗、 花卉产业、 竹藤产业、 森林旅

游、 生物质能源、 林业碳汇、 木材加工、 特色产品、 龙头企业、 产业组织和展览交易。
领导专区。 领导专区栏目包含局领导的简历、 主要活动和重要论述。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栏目主要功能是公示林业局能够公开的相关信息。
公示公告。 公示公告栏目发布每天最新的通知和公告信息。
热点专题。 热点专题栏目包含全国林业所有的热点专题, 也是所有专题的快速入口。
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栏目包含森林火灾、 重大沙尘暴灾害、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 重大外来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重大林业生态破坏事故和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
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栏目包含工作动态、 应用培训、 林业信息化简报、 相关政策、 发

展历程、 地方实践、 国外借鉴等。

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栏目包含合作动态、 国际项目、 公约履约、 重要国际会议和重要

外事活动。
世界林业。 世界林业栏目包含亚洲林业、 非洲林业、 欧洲林业、 欧亚地区、 西亚北非

地区、 北美大洋洲地区、 拉丁美洲地区和综合资讯。

林业分析。 林业分析栏目公开林业产业以及各类林业资源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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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线服务

在线服务板块栏目主要包括行政许可、 办事指南、 场景式服务、 快速通道、 林业百

科、 社会团体、 在线下载、 常见问题解答、 历史上的今天、 图书期刊、 结果查询、 公益信

息等。

在线服务加强了对各单位行政审批事项的梳理, 建立了国家林业局在线审批系统, 梳

理了 37 项行政审批事项, 并在网上公布了办事指南、 在线审批、 表格下载和办结事项的

结果查询等, 为广大网友提供了 9 项场景式服务和 8 项应用服务系统(图 3)。

图 3　 在线服务页面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栏目包含申报中心、 申报管理、 结果公示和信息公告。

办事指南。 办事指南栏目公开林业松材线虫病疫木加工板材定点加工企业审批等 36

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办事指南。

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栏目包含通知公告、 社团风采、 重大活动和经验交流。

在线下载。 在线下载栏目包含公文下载、 软件下载和图表下载。
常见问题解答。 常见问题解答栏目发布的是林业常见问题以及解答内容。

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上的今天栏目公开中国历史上当天的信息。

图书期刊。 图书期刊栏目包含连续出版物、 重点图书和最新书目。

结果查询。 结果查询栏目公开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结果。
公益信息。 公益信息栏目包含天气、 航班、 火车、 宾馆、 价格、 电视、 空气、 邮编、

地图、 快递、 水质和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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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动交流

互动交流板块栏目主要包含在线访谈、 在线直播、 公众留言及回复、 征求意见及回

复、 在线调查、 点击量排行、 直播预告、 局长信箱、 生态论坛等。

互动交流栏目积极开展在线访谈和在线直播活动。 以本网站为平台, 建立了林权交易

服务平台, 满足了社会公众的林业信息查询需求。 林业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包括中国林业产

权交易所、 南方林业产权交易所、 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 福建省永安林业要素市场、 中国

绿色融资担保网、 贵州黔东南州林业要素市场(图 4)。

图 4　 互动交流页面

公众留言及回复。 公众留言及回复栏目给林业工作者和广大群众提供了互动平台, 群

众可填写留言内容, 林业工作者回复, 且可以根据标题和姓名查询提出的各类问题。

征求意见及回复。 征求意见及回复栏目可以以某个主题征求意见, 且可查询意见反馈

内容。

在线调查。 在线调查栏目是调查对国家林业局政府网改版升级等的评价。

点击量排行。 点击量排行栏目包含信息排行、 栏目排行及子站排行, 是按照点击量进

行排列的。

局长信箱。 局长信箱栏目包含来信须知、 我要写信、 邮件查询, 这给民众与局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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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提供了交流平台。

生态论坛。 生态论坛栏目包含生态文化、 产业发展、 生态建设、 林区稳定、 林业发

展、 林业改革、 生态文明大讨论、 解放思想大讨论、 集体林权改革和综合等 10 个板块。

四、 林业展示

林业展示平台展示了中国林业云、 中国林业物联网、 中国林业网络博览会、 中国林业

网络博物馆、 中国植树网的相关内容, 林业展厅的内容充实加载了综合厅、 专题厅、 地方

厅和博览会的有关材料, 共计约 500 余幅展示内容。 加载了“中动协”(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 “国家种苗”等绿色标识及“绿色摄影”等形象展示内容, 采集制作了美国、 英国等

100 多个国家的林业展示资料(图 5)。

图 5　 林业展示页面

林业展厅。 林业展厅栏目包含综合厅、 专题厅、 地方厅、 博览会, 对林业各类信息进

行了充分展示。

绿色标志。 绿色标志栏目汇集了 16 个林业标志。

形象展示。 形象展示栏目展示了林业有代表性的形象。

绿色摄影。 绿色摄影栏目包含绿色新闻、 森林万象、 植物千姿、 动物百态、 湿地掠

影、 花卉写真、 竹藤倩影、 秀美山川、 大漠风情、 绿色产业、 专家园地、 文化活动、 务林

人风采、 老照片、 林改改变生活、 林业产业博览会、 绿化博览、 塞罕坝风采、 摄影知

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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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提供对中国林业网站内信息的快速检索和自定义搜索(图 6)。

图 6　 搜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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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要特点

1． 实现了一网三名

建立了国家林业局首个政府网站群, 实现了中国林业网、 国家林业局政府网和国家生

态网一网三名, 打造了林业系统第一门户和统一信息发布平台。

2． 建立了“3 + 1”板块

中国林业网保持信息发布功能, 强化了网站在线办事、 互动交流, 在原三大功能的基

础上, 增设了网上林业展示功能, 构成了“信息发布、 在线办事、 互动交流、 林业展厅展

示”四大功能区, 全面体现了政府网站建设的主体功能和目标定位。

3． 建设了 3 种语言版本

新版网站具有简体版、 繁体版、 英文版 3 种文字形式, 展现了现代林业建设的概貌,

扩大了网站浏览群体, 加载了 100 多个国外林业信息, 全世界每天约有 1 万多境外人员访

问中国林业网。 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在濒危物种保护、 湿地保护、 森林碳汇、 防治荒漠

化、 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政策规定和履约行动的了解与支持, 推动中国林业建设成就跨国

界展示。

4． 突出了 3 种表现形式

利用文字、 图片和视频 3 种展现形式, 加强了网站图片信息和网络视频信息的加载,

提供快速浏览和查询办事, 提高了网站的应用性, 丰富了网站信息展现形式。

5． 整合了“1 + n”网站群

新版网站在国家林业局原网站的基础上, 整合了 50 多个司局网站和直属单位网站,

新建了森林公园网站群等子站; 整合了林业种苗、 植树造林、 森林采伐等 37 个林业行政

审批事项的网上办理, 对全部省厅级林业网站、 地县级林业网站以及相关林业网站进行了

友情链接。 构建了互联网林业信息查询的统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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