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林场网站群

国有林场网站群先期建设了 21 个重点国有林场网站, 主要栏目有林场简介、 新闻动

态、 公示公告、 机构设置、 图片展示、 特色产品、 产业动态、 森林经营、 周边景点、 周边

饭店、 联系方式。 通过子站, 充分介绍了林场的基本情况及实时的通知公告, 向游客展示

了林场优美的风光及特色。

一、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塞罕坝机械林场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北部坝上地区, 属浑善达克

沙地南缘, 系内蒙古高原与大兴安岭余脉、 阴山余脉交接处, 清朝著名的皇家猎苑———木

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128)。

—731—



中国林业信息化建设成果

图 128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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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

木兰围场国有林场是河北省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

森林资源, 调整产业结构, 2008 年初批准建立了木兰围场国家级森林公园, 依托辖区的自

然景观、 人文景观优势, 倾力打造了以五道沟生态观光、 小滦河漂流和皇家狩猎为核心的

森林生态旅游景区, 成为冀北山区产业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图 129)。

图 129　 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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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林场

巴克什营林场位于滦平县南部, 东邻承德县, 南以长城为界与北京市密云县接壤, 西

北两面均在滦平县境内。 巴克什营林场始建于 1975 年, 隶属于承德市滦平国有林场管理

处, 总经营面积 7000hm2, 林分为人工油松纯林和天然阔叶混交林, 活立木蓄积 15 万 m3,

森林覆盖率 71% 。 林区内群山起伏, 谷壑纵横, 山高林密, 林分集中连片, 有山鸡、 野

猪、 獾、 狍子、 野兔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和珍稀名贵的山药材及各种食用野山菌, 特

别是与北京接壤的林区有 18km 长, 其中含有金山岭长城、 司马台长城和古北口长城 3 个

旅游景区(图 130)。

图 130　 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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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西省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

中条山林区具有十分富饶的自然资源, 是山西省树种最多的一个林区, 被盛誉为“华

北地区动植物资源宝库”。 林区种子植物种类高达 1000 种以上, 其中仅木本植物就达 400

余种。 全局列入国家一、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有金钱豹、 猕猴、 麝、 金雕、 黑鹳、 白

冠长尾雉和大鲵(娃娃鱼)、 红腹锦鸡等 10 余种, 陆栖动物 329 种, 鸟类 258 种。 中条林

区风光秀丽, 景色宜人, 奇峰异山, 绿潭瀑布, 林涛起伏, 引人入胜, 有南国风光、 华北

“桂林”之称, 为山西省四大旅游热点之一(图 131)。

图 131　 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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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

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的前身为吕梁山林委会分会, 经历了两次建局, 4 次搬迁, 至今

已经有 60 年历史。 辖区自北向南由木弧台、 上天山、 紫荆山、 老爷顶、 秦王山、 高天山、

人祖山等大山峰连贯的主脊线及两侧起伏的山峦和纵横的沟壑与部分黄土丘陵所组成, 地

形破碎, 生态极为脆弱。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处于黄河、 汾河的夹角地带, 全区平均海

拔 1500m 左右, 最高峰上天山海拔 2100m。 境内主要河流有三川河、 昕水河、 汾河三大黄

河支流(图 132)。

图 132　 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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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山西省吉县国营红旗林场

吉县国营红旗林场位于吉县境内, 晋西吕梁山南端, 属黄河流域, 与国家 4A 级旅游

景点黄河壶口景区相连, 总经营面积 13963． 5hm2, 其中有林地 10495． 6hm2, 灌木林地

952． 0hm2, 疏林地 115． 6hm2, 未成林地 158． 2hm2, 宜林地 2223． 0hm2, 无林地 19． 1hm2,

活立木总蓄积 384547． 8m3, 森林覆盖率 75． 5% 。 林区乔木树种主要有油松、 刺槐、 辽东

栎、 侧柏、 白皮松等, 分布较为均匀。 林场属黄河上中游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 始建于

1959 年, 辖区内有管头山、 马连滩、 西咀、 山头庙 4 个营林区(图 133)。

图 133　 山西省吉县国营红旗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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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

五岔沟林业局成立于 1959 年, 位于大兴安岭山脉中段南麓, 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及

锡林郭勒盟接壤, 北与阿尔山林业局、 白狼林业局毗邻, 南部和东部分别与呼伦贝尔市、

科右前旗、 扎赉特旗相邻(图 134)。

图 134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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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巴林林业局

巴林林业局位于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境内大兴安岭中段东南坡、 雅鲁河上游。 东与扎

兰屯市、 阿荣旗毗邻, 南与南木林业局接壤, 西与乌奴耳、 绰源林业局相接, 北与免渡河

林业局相连。 全局南北长约 70km, 东西宽 75km, 施业区面积 287994． 0hm2。 巴林林业局

始建于 1956 年, 其前身为雅鲁森林经营局。 2004 年撤盟建市后, 隶属于呼伦贝尔市(图

135)。

图 135　 呼伦贝尔市巴林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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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免渡河林业局

免渡河林业局位于大兴安岭主脉中段西坡, 森林覆盖率 74． 7% , 属次生林区, 是国家

重要的北疆生态屏障和呼伦贝尔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局 50 多年来, 免渡河林业

局始终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主的经营发展战略, 以营林生产为基础, 保护和利用相结合, 植

树造林, 采育结合, 多业并举, 综合利用, 累计为国家建设提供木材 281 万 m3, 缴纳税

金近 7000 万元, 人工造林 2 万 hm2, 基础设施投资 1 亿多元, 在全局职工、 干部的共同努

力下, 正向着美丽与发展双赢的科学发展新目标迈进(图 136)。

图 136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免渡河林业局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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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桦木沟林场

桦木沟林场位于克什克腾旗境内中南部, 红山子乡境内, 始建于 1955 年, 前身为森

林经营所, 1958 年改为经营性林场。 植物生长期 90 ~ 100 天, 水系较发达, 水质较好。 有

百岔河发源地, 乌兰公河从境内流过, 湿地较多, 多集中于元宝山营林区及军马场附近。

有蘑菇场泡子、 将军泡子及公主湖等湖泊。 林场总经营面积约 7 万 hm2, 天然林以次生白

桦、 山杨为主, 人工林以落叶松为主。 其他植物还有白桦、 山杨、 华北落叶松、 云杉、 樟

子松、 油松、 蒙古栎、 虎榛子、 山杏、 杜鹃、 胡枝子等(图 137)。

图 137　 克什克腾旗桦木沟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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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江苏省常熟市虞山林场

虞山林场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市城区的西北部, 优越的地理位置、 秀丽的自

然风光、 丰富的文脉史迹, 使虞山成为闻名遐迩的江南旅游胜地(图 138)。

图 138　 江苏省常熟市虞山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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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安徽省黄山公益林场

黄山公益林场东与安徽绩溪县、 旌德县毗邻, 南与安徽歙县、 徽州区接壤, 本场与汤

口、 谭家桥二镇相连, 西望黄山诸峰。 林场东西长 11． 5km, 南北宽 11km。 经营面积

3500hm2(图 139)。

图 139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黄山公益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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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

原山林场是国家 AAAA 级景区、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山东省十大新景点、 山东省十

佳森林公园、 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 原山旅游是淄博市旅游业的知名品牌(图 140)。

图 140　 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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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湖南省黄丰桥国有林场

黄丰桥国有林场始建于 1956 年, 现有经营土地面积 1 万 hm2, 活立木蓄积 845911m3,

森林覆盖率为 90． 7% 。 杉木大径材已成为黄丰桥国有林场的拳头产品, 在中南 6 省享有盛

誉(图 141)。

图 141　 湖南省黄丰桥国有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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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广西国有高峰林场

广西国有高峰林场创建于 1953 年,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直属大型国有林场, 实

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主营速丰林、 经济林、 人造板、 土地开发、 商贸物流五大产业,

是全国十佳林场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场部位于南宁市兴宁区, 员工 4000 人,

经营面积 8． 7 万 hm2, 森林蓄积量 379 万 m3, 对外投资遍及广西 54 个县(市、 区), 场属人

造板企业是广西最大的人造板企业, 也是全国最大的人造板企业之一。 林场同时建有广西

最大的香料物流中心、 花鸟交易市场和工业原料林基地。 2011 年, 高峰林场资产总额

25． 5 亿元, 总产值 21 亿元, 上缴税费 9000 万元, 综合实力居广西第一, 全国领先(图

142)。

图 142　 广西国有高峰林场网站首页

—251—



网站建设　
国有林场网站群

十六、 广西国有七坡林场

广西国有七坡林场始建于 1952 年 12 月,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直属的大型国有林

场, 全国百佳林场、 全国国有林场五百强之一(图 143)。

图 143　 广西国有七坡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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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广西天峨县国营林朵林场

林朵林场土地总面积 1 万 hm2。 全场活立木总蓄积量 129． 1 万 m3, 森林覆盖率为

94． 63% , 绿化率达到 94． 63% 。 全场总资产 2． 4 亿元, 其中林木资产 1． 49 亿元, 固定资

产 2451 万元(图 144)。

图 144　 广西天峨县国营林朵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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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贵州省龙里林场

贵州省龙里林场始建于 1957 年 4 月, 属贵州省林业厅直属事业单位, 先后划归龙里

县、 贵定县、 黔南州管理, 几经变换, 1962 年由贵州省林业厅收回管理, 龙里林场的隶属

关系才得以正式固定。 龙里林场位于贵州省龙里县境内, 场部距县城中心 2 km, 距省会城

市贵阳 28km。 现有“贵新”高等级公路, 湘黔、 黔桂铁路, 210 国道穿过林场林区, 所属

森林公园与 210 国道相连(图 145)。

图 145　 贵州省龙里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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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冶力关林场

冶力关林场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带上的一颗明珠, 地处甘肃省甘南、 临夏两自

治州卓尼、 临潭、 康乐诸县国有林区。 东邻莲花山自然保护区, 西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

市; 北与和政、 康乐诸县毗邻。 北出冶门峡经临洮距省会兰州市 174km, 有兰(州)临

(洮)高速公路和旅游专线直达(图 146)。

图 146　 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洮河林业局冶力关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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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党川林场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党川林场位于天水市麦积区境内, 地处秦岭南坡, 长江流域嘉陵江

水系永宁河上游, 是兼有我国南北方特点的典型天然次生林区, 也是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重点实施区(图 147)。

图 147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党川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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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甘肃省合水林业总场连家砭林场

连家砭林场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天然次生林广泛分布, 并间有人工栽植植被, 是

黄土高原上森林植被保护较好、 覆盖率较高的地区。 有木本植物 222 种, 其中乔木 150

种、 灌木 40 种、 木质藤本 32 种; 草本植物 1000 余种。 仅有辽东栎、 白桦、 山杨、 小叶

杨、 油松、 侧柏等形成单纯天然群落, 其他均为混交状态。 主要森林类型有油松林、 侧柏

林、 辽东栎林、 山杨林、 白桦林、 小叶杨林、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灌木林。 有野生脊椎动物

24 目 61 科 156 种, 其中金钱豹、 獾、 野猪、 狍子、 黄鼠狼、 山猫、 猫头鹰等国家一、 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8 种。 鸟类有 42 科 109 种。 有少量石油、 天然气等矿产(图 148)。

图 148　 庆阳市合水林业总场连家砭林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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