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苗基地网站群

种苗基地网站群先期建设 20 个子站, 主要栏目为基地介绍、 最新要闻、 基地风采、

良种介绍、 供求信息、 资料共享、 联系我们。 通过子站, 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各个种苗基地

的情况及动态, 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一、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油茶良种基地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地处江西省分宜县, 是我国亚热带林业科研中试基地。

总面积 9680． 9 hm2, 森林覆盖率 78． 9%, 活立木蓄积量 43 万 m3, 毛竹 620 万根(图 149)。

图 149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油茶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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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北省沧县国家枣树良种基地

河北省沧县国家枣树良种基地是国家林业局和河北省林业厅联合兴建的全国第一家红

枣良种基地。 收集保存全国名、 特、 优、 稀红枣资源 312 个, 是集科研、 生产、 示范、 良

种繁育、 推广为一体的规模最大的国有红枣良种基地(图 150)。

图 150　 河北省沧县国家枣树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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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山西省吕梁林管局上庄国家油松良种基地

上庄国家油松良种基地行政序列为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油松种子园, 1972 年开始筹

建, 1983 年成为部、 省联营良种基地。 作业区位于隰县黄土镇磑沟村北, 处于吕梁山脉南

端, 紫荆山东麓, 总经营面积 5400hm2。 特别是 1976 年以来共营造华北落叶松人工林

400hm2, 成为种子园今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图 151)。

图 151　 山西省吕梁林管局上庄国家油松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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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辽宁省清原县大孤家林场国家落叶松良种基地

辽宁省国家级林木良种繁育中心位于清原县东北部, 隶属国有大孤家林场。 1963 年筹

建, 1984 年部、 省联营, 1999 年被国家林业局确认为“国家级林木良种繁育中心”, 是以

日本落叶松为主体, 集日本落叶松、 红松、 白桦、 水曲柳良种选育繁殖生产和推广于一体

的良种繁育基地(图 152)。

图 152　 辽宁省清原县大孤家林场国家落叶松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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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吉林省汪清林业局国家红松云杉良种基地

汪清林业局国家红松云杉良种基地经国家林业局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

地。 为进一步推动林木良种化进程, 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林业建设对林木良种的

需要, 汪清林业局十分重视林木良种繁育工作, 坚持不懈地狠抓林木良种基地建设, 专门

聘请林木育种专家给予指导, 组织科学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 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

果, 良种数量不断增加, 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图 153)。

图 153　 吉林省汪清林业局国家红松云杉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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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黑龙江省林口县青山国家落叶松良种基地

林口县青山国家落叶松良种基地由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为科技支撑单位, 在落叶

松种子园、 红松种子园、 樟子松种子园里保存着 300 多个优树的繁殖材料, 同时具备建立

落叶松高世代种子园的基础。 展示着 50 多个杂种优良家系的生产能力, 在种质资源保存

区里保存着长白落叶松优树 1800 份, 兴安落叶松优树 375 份, 日本落叶松 175 份, 杂种

落叶松 87 份, 樟子松 37 份, 云杉 286 份, 山杨 72 份, 核桃楸 45 份, 黄波罗 50 份, 水曲

柳 128 份, 白桦 20 份等优良资源(图 154)。

图 154　 黑龙江省林口县青山国家落叶松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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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江苏省泗洪县陈圩林场国家杨树良种基地

泗洪县陈圩林场国家杨树良种基地在 2008 年年底经国家林业局确认, 成为第一批 131

处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之一。 泗洪县陈圩林场是苏北地区的大中型国有林场, 全场造林

面积 633hm2,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9． 2% , 活立木蓄积量达到 40000m3, 年增 6000m3 以上。

林场现有混凝土、 砂石等结构道路 4km, 其中主干道 3km, 排灌沟渠 5km, 排灌机房 4 座,

涵闸 3 座, 各类房屋建筑面积 1500m2, 其中各类用房(包括组培室、 育种室等)1300m2(图

155)。

图 155　 江苏省泗洪县陈圩林场国家杨树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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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浙江省淳安县姥山林场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

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姥山岛, 隶属于淳安县新安江开发总

公司。 林场经营面积 3505． 27hm2, 包括人工林 918． 52hm2, 天然林 2393． 82hm2, 经济林

121． 39hm2, 其中生态公益林 2548． 13hm2。 森林覆盖率为 95% 。 该基地始建于 1976 年,

1979 年被列为部省联营林木良种基地, 20 世纪 90 年代被列为浙江省 12 个重点林木良种

基地, 2005 年被列为浙江省 4 大林木良种繁育中心之一, 2009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林木良

种基地和国家马尾松种质资源库(图 156)。

图 156　 浙江省淳安县姥山林场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661—



网站建设　
种苗基地网站群

九、 福建省洋口林场国家杉木良种基地

福建省洋口林场创建于 1956 年, 隶属于福建省林业厅, 生产性事业单位, 是全国首

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同时还是我国杉木种质资源库主库(图 157)。

图 157　 福建省洋口林场国家杉木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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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福建省漳平市五一林场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

福建省漳平五一林场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始建于 1985 年, 是部省联营的重点林木良

种基地, 基地总面积 800hm2, 现已建成马尾松种质资源库、 马尾松改良代、 二代及专用

种子园、 子代测定林、 采穗圃、 扦插圃、 苗圃 272hm2, 形成了种质资源保护、 科研、 良

种生产、 苗木快繁、 示范推广为一体的产学研基地, 创建了“闽林”牌福建省著名商标(图

158)。

图 158　 福建省漳平五一林场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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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山东省冠县国有苗圃国家杨树良种基地

山东省冠县国有苗圃国家杨树良种基地位于鲁西平原, 地处河北、 山东、 河南三省交

界处, 属黄河冲积平原。 基地土地面积 370hm2。 大广、 青兰高速公路、 济邯铁路交叉而

过, 309 国道由基地门前通过, 交通运输条件十分便利(图 159)。

图 159　 山东省冠县国有苗圃国家杨树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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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河南省郏县国有林场国家侧柏良种基地

河南省郏县国有林场国家侧柏良种基地位于郏县国有林场万花山林区, 土壤为褐色森

林土, 郏县国有林场林地面积 1790hm2。 2009 年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全国重点林木良种基

地。 基地现拥有侧柏 268 个无性品系, 有全国各地 84 个侧柏种源,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侧

柏基因库, 同时还引进了美国铅笔柏、 印度藏柏、 地中海柏、 墨西哥柏等 10 多个柏类品

种, 对侧柏的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 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获得了部、 省多项科技成果奖

(图 160)。

图 160　 河南省郏县国有林场国家侧柏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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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湖南省浏阳市国家油茶良种基地

浏阳市国家油茶良种基地杂交种子园位于湖南省东北部, 油茶杂交种子园始建于 2001

年, 由浏阳市林业局下属林木种苗管理中心承建, 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该园的技术支

撑单位, 种子园建设技术是受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和实践的启发, 利用省油茶科技成果

———油茶良种基因库, 筛选最佳组合为建园材料, 为林业生产提供遗传增益大、 经营效益

高的优良种源(图 161)。

图 161　 湖南省浏阳市国家油茶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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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广东省台山市红岭国家湿地松杂交松良种基地

台山市红岭国家湿地松、 杂交松良种基地地处广东省台山市南部, 多为缓坡或平地,

成土母岩为花岗岩, 土壤为深厚的酸性赤红壤, pH 值 5． 0 ~ 5． 5; 主要植被有芒萁、 茅草、

鹧鸪草和山芝麻等。 基地建立以来, 持续承担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 主要包括: 联合国援

助项目———广东省台山市红岭湿地松改良代种子园、 广东省台山市林木良种繁育中心、 台

山市红岭种子园杂种松良种繁育基地和台山市红岭种子园国外松强化育种基地建设项目

(图 162)。

图 162　 广东省台山市红岭国家湿地松杂交松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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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门林场国家桉树良种基地

2009 年国家林业局确定东门林场为国家级桉树良种基地。 东门林场 1965 年建场, 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直属大型林场, 场部位于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东门镇, 总场设有 11

个职能部门, 下辖 13 个二层经营管理单位和 1 个在建人造板厂。 目前全场职工 1300 多

人, 全场资产总值约 6 亿元, 净资产约 3 亿元。 主要经营以桉树为主的商品用材林。 全场

有林地面积 2． 5 万 hm2, 森林蓄积量 180 万 m3, 年可采伐木材 20 万 m3 以上, 是森林资源

储备较为丰富的广西 13 家区直国有林场之一(图 163)。

图 163　 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门林场国家桉树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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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贵州省黎平县东风林场国家杉木良种基地

基地位于黎平县国有东风林场, 林场前身为种马场, 1976 年转为贵州省黎平县国有东

风林场。 经营总面积为 940hm2, 森林覆盖率 82% 。 建场以来, 主要从事林木良种繁育工

作, 先后承担了国家、 省、 州及县下达的一系列林业重点生产和科研项目。 多年来, 在各

级林业主管部门和科研院(校)所的关怀支持下, 通过全场职工共同努力, 林场在林木良种

繁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图 164)。

图 164　 贵州省黎平县东风林场国家杉木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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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陕西省桥山林业局国家油松良种基地

桥山林业局油松良种基地已于 2009 年 1 月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

地, 基地由延安市桥山林业局双龙油松良种基地(初级种子园)和陕西省延安油松林木良种

基地项目建设(二代种子园)两部分组成。 桥山林业局双龙油松良种基地在 20 多年建设过

程中, 结合油松良种基地建设积极开展科研和技术推广, 总结了油松无性系种子园营建技

术、 油松良种繁育技术和引种技术经验(图 165)。

图 165　 陕西省桥山林业局国家油松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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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国家枸杞良种基地

基地位于中宁县东部, 距县城 3km, 是国家林业局批复, 由中宁县林场实施的国家重

点林木种苗工程, 总面积 79hm2。 其中: 种质资源收集区 3hm2, 收集枸杞 2 个种、 1 个变

种、 6 个品种、 繁殖材料 200 余份; 采穗圃 8hm2; 试验区、 示范区各 4hm2; 良种繁育区

60hm2。 基地建成后, 每年可生产枸杞良种苗木 200 万株, 生产优质枸杞插穗 1200 万根。

2009 年 1 月, 基地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林木(枸杞)良种基地, 12 月又被

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国家枸杞种质资源收集库(图 166)。

图 166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国家枸杞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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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实验林场国家核桃枣树良种基地

阿克苏实验林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境内, 位于天山南麓柯柯亚尔

和台兰河洪积平原上, 温宿县的东南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种植核桃, 80 年代中期被确

定为部省联建良种基地。 2006 年已成为阿克苏地区及至南疆红枣的优质、 高效、 高产示范

基地。 林场于 2009 年 1 月被确定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目前主要开展丰产栽

培试验、 节水灌溉试验、 新品种区域试验, 有机果园配套技术研发, 同时加强核桃、 红枣

种质资源库建设, 开展育种工作, 为核桃、 红枣品种更新换代做储备(图 167)。

图 16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实验林场国家核桃枣树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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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技术推广站国家樟子松落叶松良种基地

基地的建成为林木良种繁育工作搭建了科技平台, 经营针阔叶树种 29 个, 选择无性

系 2169 个, 选择制备有性家系 783 个, 设计布置了上千个实验组合, 档案管理齐全规范,

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原始材料。 建设成果已有多项, 表现出巨大的增产潜力和开发前景, 樟

子松的类型选择和全同胞测定, 落叶松的杂种优势利用, 白桦的杂交育种, 红松、 西伯利

亚红松等珍贵树种引进等, 值得深入研究、 发展(图 168)。

图 168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技术推广站国家樟子松落叶松良种基地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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