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林业局办公网

国家林业局办公网是国家林业局内部行政办公、 信息发布、 在线学习和互动交流的统

一网络平台。 内网门户包括五大平台, 分别是办公平台、 信息平台、 学习平台、 生活平

台、 交流平台, 可以满足国家林业局院内全体职工、 院外直属单位及 36 个省级林业部门

的用户按权限登录内网系统进行工作、 学习和交流的需要。 学习平台包括政治理论、 业务

学习、 经验交流、 综合知识、 电子大讲堂、 电子图书馆、 电子阅览室等 12 个栏目, 各个

栏目中还有许多二级栏目, 加载了很多有价值的学习资料、 专家视点、 专题研究报告等,

学习内容极为丰富。 生活平台包括时尚生活、 生活情趣、 理财之道、 用餐信息、 数字电影

院、 数字电视剧场、 数字音乐厅等 12 个栏目。 交流平台包括林业论坛和司局专区 2 个板

块, 为内部相互交流搭建了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各个司局可

以将本司局的总结、 汇报、 内部材料等放在司局专区中, 供本司局人员交流学习。

在内网平台上, 整合了综合办公、 即时通讯、 电子档案管理、 电子公文传输等 17 个

应用系统及其数据库。 其中, 综合办公系统构建了领导专区、 公文办理、 会议办理、 事务

办理、 综合管理五大功能模块。 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试运行, 其间的文件流程与签

批等实行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双轨制。 2 个月后, 于 2010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运行, 开始进

入无纸化办公时代。 内网门户界面见图 7。

内网门户的总体设计思想是利用标准规范的内网门户内容管理系统, 按照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的原则, 整合国家林业局内部办公部门之间存在的信息不能共享、 不能统一管理

等缺陷。 国家林业局内网门户不但要提供外网门户网站所具备的内容管理、 栏目管理、 信

息发布等功能, 更重要的是实现国家林业局各单位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对内部应用的集

成, 并利用单点登录、 Portal 等技术为每一位工作人员在授权的前提下提供安全、 可靠、

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和应用访问服务。 国家林业局内网系统结构示意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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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信息化建设成果

图 7　 国家林业局办公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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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建设　
国家林业局办公网

图 8　 国家林业局内网系统结构示意

一、 办公平台

办公平台主要包括: 待办事宜、 最新收文、 最新发文、 个性化服务、 内部通知、 公示

公告、 已建应用系统集成、 信息检索等栏目(图 9)。

图 9　 办公平台页面

—31—



中国林业信息化建设成果

二、 信息平台

信息平台主要包括 15 个栏目: 领导讲话、 内部要闻、 内部文件、 内部简报、 内部会

议、 内部材料、 人事管理、 林业信息化、 林业要情、 统计分析、 林业标准、 共享数据、 网

络民意动态、 国研视点、 内参报告, 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适宜在内部公开的信息(图 10)。

图 10　 信息平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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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建设　
国家林业局办公网

三、 学习平台

学习平台为工作人员搭建起一个学习、 沟通的桥梁。 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查看

电子图书、 林业业务相关学习资料、 培训教程、 视频资料。 同时, 还可以在平台上建立学

习论坛, 大家可交流业务、 培训心得。 学习平台内容包括时政分析、 业务学习、 经验交

流、 网络新知、 金融观察、 文学天地、 热点追踪、 区域发展、 英语天地等, 学习内容十分

丰富(图 11)。

图 11　 学习平台页面

四、 生活平台

生活平台主要包括: 生活时尚、 理财之道、 情趣爱好、 文体活动、 旅游风情、 我爱收

藏、 安全提示、 气象服务、 用餐信息等(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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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信息化建设成果

图 12　 生活平台页面

五、 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包括林业论坛和司局专区等板块, 为内部相互交流搭建了平台, 每个人都可

以随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各个司局可以将本司局的总结、 汇报、 内部材料等放在司

局专区中, 供本司局人员交流学习(图 13)。

图 13　 交流平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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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建设　
国家林业局办公网

六、 主要特点

1． 门户功能强大

按照“小外网、 大内网”的建设思路, 局内网建设成效明显, 内网门户由工作平台、 信

息平台、 学习平台、 生活平台和交流平台组成五大板块, 综合办公系统由公文办理、 会议

办理、 事务办理、 领导办公和综合管理组成五大功能模块, 使信息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提

升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水平。

2． 服务细致全面

内网提供了辅助领导决策、 针对领导服务的个性化信息服务系统, 为工作人员提供学

习交流的专享信息服务, 方便查询内外网同时部署的林业专家查询系统和树木百科系统,

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通信服务电子处理系统及提供 20 多种各类应用管理系统, 利用文字、

图片、 视频等多种方式提供全面信息化、 人性化服务。

3． 检索统计方便

提供全文检索、 关键字检索、 日期检索、 标题列表及分类检索等多种检索和服务, 实

现了所有页面的浏览情况都有详细的数据记录, 并能够对用户和行为进行跟踪和分析, 提

供站内基于部门、 栏目等多种条件的统计功能。

4． 信息报送快捷

各政务信息报送单位可向国家林业局报送政务信息, 并实时反馈报送接收情况。 政务

信息可附带 Word 文档、 图片、 声音等多种格式的附件。 系统还面向政务信息报送机构提

供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 通过公告栏、 论坛、 信息点评、 信息约稿通知等手段提供服务,

不同用户登录系统后, 根据权限的不同, 可浏览阅读授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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