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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成效及
对策研究：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

张馨予1，张雅馨1，刘    松2，王    乔3，王思思3，谢    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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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房山区于 2015 年被正式确定为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并于 2017 年底对建设工作进行了验

收。围绕房山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展开实证研究，采用案例分析与描述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示范

区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改革任务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示范区在促进农户增收、资源持续增长、机

制探索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林权抵押贷款难、林地经营配套服务

设施建设存在障碍、山区集体林经营效益不高、重视不够和认识不足 4 个方面。最后，结合各地综合改革创新实

践和新一轮改革试验工作要求，提出了加强政策支持、制度创新、组织保障等对策建议，为促进示范区取得更大成

效、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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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was  officially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collective  forestry
comprehensive reform experiment demonstration areas in 2015, and the construction work was evaluated
and  accepted  at  the  end  of  2017.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angshan  comprehensive  reform
experiment  demonstration  area,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s  construction,  the  reform  effectiveness  being  achieved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by
applying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made
so  far  and  problems  that  still  exist,  including  difficulty  in  forest  rights  mortgage  loan,  barriers  for
construction of forest land management supporting service facilities, weak profitability of collective forest
manage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and  awareness  on  the  construction  work.
Combined with local innovative practice and the requirements in new rounds of reform, the paper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perfect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support  of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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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forc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to make the demonstration
work more effective.
Key  words: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  comprehensive  reform  experiment  demonstration  area;
demonstration area construction

国家林业局于 2015 年发布《关于确定集体林业

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的通知》（林改发 [2105]17 号），

将北京市房山区等 22 个地区列为集体林业综合改

革试验示范区，确定在 2015−2017 年，开展 9 项改

革试点工作，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破解

农村林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其中，房山区承担

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试点、金融支

持、森林保险、林权流转、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等

5 项改革任务。2017 年末，全国集体林业综合改革

试验示范区建设工作都进行了验收，并于 2018 年启

动新一轮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工作。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以来，在提升森林

生态功能价值
[1-2]

、推动森林经营管理
[3]
、促进农民增

收
[4-6]

、带动社会就业
[7]
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

果。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政策上的不一

致、不完善、不适应问题
[8]
，林业投融资政策

[9]
、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10]

、林地流转制度
[11-12]

及林权抵

押制度
[13-14]

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碍问题仍然是学

术界亟待探讨的领域。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作为改

革的先行试点，着力解决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对

完善相关改革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集体林业综合改

革试验示范区被认为是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

的制度创新，本质上是经济制度的创新，可以有效

降低大范围推行经济制度创新的沉没成本
[15]

。与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相一致，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

工作具有复杂性，难以一蹴而就。试验示范区建设

试图破解林农融资难、生态公益林管理经营机制不

灵活、社会化服务支持力度不足、森林保险政策扶

持不够等问题。但在建设过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

却充满了挑战
[16-18]

。为破解上述问题，重庆市北碚

区和福建省三明市分别设立了林权收储机构，为金

融机构构建有效的贷款发放风险防范机制
[19-20]

；安

徽宣城则与银行合作，将林业贷款列入贴息项目，

降低经营者融资成本
[21]

；湖南省怀化区和云南省昆

明市分别成立林权交易中心和森林资产评估机构，

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林权交易网络
[22-23]

；浙江

省丽水市建立村级互助担保合作社，完善林农信用

担保体系
[24]

。北京市房山区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工

作初期，卢国懿等
[25]

分析了改革工作筹备和进展情

况，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生态公益林抵押贷款难、生

态公益林流转难、配套设施审批建设难等三大难题。

本研究基于 2017 年底房山区综合改革试验示

范区总结与验收阶段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和二手资

料，采用案例分析与描述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探析了示范区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实施成效以

及存在的问题，并对示范区的建设提出了对策建

议，为北京市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一、房山区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

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作为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房山区承担了开展

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试点，

完善金融支持制度试点，完善森林保险制度试点，

建立林权流转的机制和制度试点，发展农民股份合

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共 5 项主要改革

任务。2015−2017 年，房山区针对试验示范内容的

重点环节开展探索、创新和示范，探索出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制度，率先探索出集体林业股

权改革、林业生产关系调整制度、林农增收有效途

径等现代林业发展体制机制，并主要采取了以下

4 项措施推进上述 5 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一是成立领导小组。根据建设工作要求，在北

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指导下，房山区成立了集体林业

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房山区区长担

任组长，主管副区长任副组长，区农业委员会、区国

土分局、区规划局、区财政局、区经管站、区园林绿

化局、邮储银行房山支行、农商行房山支行、张坊

镇、十渡镇、南窖乡、周口店镇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

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园林绿化

局，负责改革日常管理与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定期

召开专题会，听取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重点针

对需要突破的事项逐一进行研究，并提出指导意

见。示范区建设工作也被列入了主管区长重点工

作、区绩效考评工作以及区 2016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要点。市政府也将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纳入市级

的重点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工作任务。

二是组织实施。根据领导小组成员责任分工，

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紧密合作，区园林绿化局也

积极做好牵头和组织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5 年 9 月制定了《房山区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

示范区工作方案》，并于 2016 年形成终稿，报国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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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备案。区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开展了新政策

调研与制订、试点乡（镇）与村建设任务实施督导、

改革任务推进、阶段性检查与报告等工作。根据《房

山区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工作方案》要求，

张坊镇、周口店镇、蒲洼乡等有关乡镇负责落实市

和区两级出台的政策措施，向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报

告示范区建设工作进度；编制了镇级实施方案，指导

村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和落实建设任务；向纳入改革

区建设工作范围的村宣传和告知示范区建设相关政

策，确保村民充分了解改革工作。村集体负责组织

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和

制订本村涉及的示范区建设任务实施方案，组织召

开村民或村民代表大会予以表决，在村显著位置张

榜公布表决结果，制订本村相关政策措施管理办法。

三是开展宣传。示范区建设工作在县级以上新

闻媒体报道 12 次，编发工作信息简报 6 期，在市、

区园林绿化局网站发布信息 5 篇。发挥林业工作站

等基层林业管理服务机构积极作用，向其所在地农

户广泛宣传示范区建设中发展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等

有关惠农政策。通过“新华网”“首都之窗”“中国林

业”等网站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重要媒体，

报道宣传北京市家庭林场试点等综合改革试验示范

区建设工作，提高公众的关注与参与。

四是经费投入。示范区建设工作得到市、区两

级财政经费投入，2016 年由市财政为建设森林健康

经营投资 4 963 314 万元。示范区建设期间，专项经

费投入为 30 万元。

二、房山区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

建设成效分析

截至 2017 年末，房山区承担的 5 项改革任务均

已完成，在促进农户增收、资源增长、模式探索等方

面取得了相应成效。

（一）探索“三权分离”机制

为进一步解决集体林地的经营问题，房山区积

极探索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

离”的机制。此项任务以张坊镇仙栖谷沟域为试点，

沟域内分布有瓦沟、三合庄、东关上 3 个村。试点内

容包括两项：一是鼓励林地经营权向有能力、有技

术、懂经营的人流转；二是制订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的

相关政策。

围绕试点内容，房山区制定了《房山区集体林业

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林业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试

行）》等系列政策性文件，培育家庭林场、林业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三权分离”和规模化

经营。

依据《房山区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林

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房山区集体林业综合改革

试验示范区林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房山区集体

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林业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试行）》，示范区开展了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工作。

通过家庭林场试点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探索了

两种独具北京特色的“三权分离”模式。一是探索承

包经营权分离。坚持集体林地在村集体所有的前提

下，稳定村民承包关系，鼓励村民承包林地经营权

进行流转，将经营权与承包权分离，将村民零散的、

闲置的林地流转给经营大户、家庭林场经营，促进

规模化经营。仙栖谷沟域内世外桃源（即军胜家庭

林场）在自有的承包地、自留山和责任山基础上，以

租赁形式流转周边村民承包的土地经营权 13.33 hm2
，

开展果园观光采摘和民俗旅游，期限为 10 ~ 20 年，

租金一次性付清。二是探索经营权由村集体直接剥

离。坚持集体林地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村集体将

不宜承包到户的集体林实行集体统一经营，通过股

权形式均利到户，并通过经营权流转提升集体林经

营效益。示范区内七彩庄园直接从村集体租赁林地

33.33 hm2
，经营期 50 年，即从村集体获得了集体林

地的经营权，村集体将获得的土地租金按股进行再

分配，确保了农户承包权益得以实现。

通过试验示范区的模式带动，促进了“三权分

离”和规模化经营。一是有效盘活土地的经营权，辐

射带动全区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截至

2017 年底，全区新型经营主体数量达到 106 个，其

中包括专业大户 27 户、家庭林场 3 个、林业专业合

作社 59 个、龙头企业及其他工商企业 17 个。二是

有效吸引了社会资金参与林地经营，吸纳社会资本

8 500 万元，主要涉及林下种植养殖、林产品加工和

林业生态旅游，经营模式包括公司独立经营、“公

司+农民合作组织+农户”“农民合作组织+农户”。

三是吸引了部分本地劳动力的回流，参与各类新型

经营主体的农村劳动力达到 6 000 余人。以家庭林

场为例，旺季需雇佣劳动力从事树木修剪、除虫、喷

药等林木管护工作，每人平均工资为 100 ~ 120 元/天，

年人均增收近 1 万元，不仅解决了本地空闲劳动力

的就业问题，同时辐射带动周边村落农民收入增长。

（二）探索完善金融支持制度

此项任务选择张坊镇与南窖乡为示范区开展

试点工作。张坊镇下辖 20 个行政村，林地总面积

10 213.33 hm2
。南窖乡下辖 8 个行政村，现有林地

3 220 hm2
。试点内容及目标为探索实施生态林林权

抵押贷款机制，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创新信贷融

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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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试点内容，房山区编制了《房山区集体林业

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林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房山区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集体林权流

转管理办法（试行）》《房山区林权抵押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等金融服务林业发展相关政策措施，为林业

经营主体融资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针对示范区内

的金鸡岭生态园与蜜蜂文化产业园出现融资难和急

需贷款问题，房山区园林绿化局积极协调北京银

行、沪农商银行、平安银行提供涉林贷款，用于荒山

开发及第三产业发展。2015 年蜜蜂文化产业园由北

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门头沟分公司作担保，

从北京银行贷款 150 万元，从平安银行贷款 400 万

元，用于收购蜂胶原料、蜂蜜、蜂花粉等，推广多样

化林业产品。此外，按照《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财农 [2014]9 号），中央财政对符合该办法

的林业贷款给予了 3% 的年贴息率，其中金鸡岭生

态园得到贴息 5.23 万元，蜜蜂文化产业园得到贴息

9 万元。

通过金融政策促进林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有

效地破解了林业融资难问题，拓宽了经营者的融资

渠道，带动了林业产业发展。蜜蜂文化产业园通过

贷款扩大生产规模，销售额将提高到 1 000 万元/年，

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就业，2017 年新增就业 50 人，人

均年增收 1 万 ~ 3 万元。

（三）探索完善森林保险制度

此项任务在房山全区开展，即将全区 103 906.66
hm2

生态公益林全部纳入政策森林保险范围，以在

执行北京市森林保险试点的政策基础上，创新森林

保险防灾防损机制，建立林业风险防范和安全管控

体系。

围绕试点内容，房山区积极开展了森林保险试

点工作。森林保险制度强调防灾防损，重点探索灾

后处置与村集体资源管理效果挂钩，实行责权统

一，尝试将森林防火、病虫害等灾害的预防与生态

林生态效益促进发展机制和生态林管护补偿机制的

奖惩措施挂钩，并结合地域特点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构建森林安全体系。2014 年首次对 10.39 万 hm2

山区生态公益林进行投保，以单位面积为投保计量

单位，保费金额为 30 元/hm2
，总保费为 312 万元，每

公顷保险金额最高为 18 000 元。2015 年根据有关

规定，将保险公司返还的防灾防损费 100 万元，用于

各乡镇生态林的森林防火道、购置割灌机等基础设

施建设。经过两年试点，2016 年正式推开森林保险

工作，推行“一切险”模式，充分扩大了保险范围，保

险费率为 2‰，每公顷保费 36 元，年总保费 374 万

元。保费补贴采取中央、市级两级补贴形式，中央财

政补贴 50%，市级财政补贴 50%。该区仅在 2016 年

发生 2 起保险理赔事故，共计保险理赔 46.18 万元。

与此同时，房山区加强了基础设施和风险防范能力

建设，2015−2017 年连续 3 年与河北省涞水县合

作，推动联防联治，实现了“有虫不成灾”“无重大森

林火灾的目标”。

森林保险发挥了风险转移和风险补偿的功能，

减轻了森林经营主体灾害发生后的损失，增强了恢

复再生产的能力。通过在边界区域采取广播、设立

宣传牌、摆放展板、悬挂横幅、书写标语、发放宣传

材料等宣传形式，增强了群众森林防火意识。

（四）探索建立集体林权流转机制

此项任务也主要以张坊镇仙栖谷沟域为试点，

目的是为探索建立集体林权流转机制，保障林权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解决金融部门对林地抵押贷款后

林地处置权的顾虑。

房山区基于已出台的林权流转与交易管理办

法，设立了林权流转登记管理机构，由专人负责开

展林权流转登记和贷款备案工作，示范区内流转无

一宗纠纷发生。房山区还在《关于做好平原地区造

林工程建设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中对流转合同、流转方式、程序、期限、

权益、管理及纠纷调解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在建立集体林权流转机制的过程中，房山区探

索出多种多样的林地流转形式，并带来了很强的辐

射效应。截至 2016 年底，全区涉林土地承包、流转 616
宗，总面积达到 15 600 hm2

，占全区林地面积约 11%。

同时，流转价格趋于稳定，集中于每公顷 1.2 万  ~
2.25 万元 /年，其中每公顷 2.25 万元 /年是主导价

格。此外，还吸纳了社会资本参与造林营林，发展林

下旅游产业，累计资金达到 6 000 万元。

（五）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

权能

此次任务以十渡镇九渡村、周口店镇黄山店村、

蒲洼乡东村村为试点，目的在于促进林权制度改革

的股权设置与农村产权制度股权设置融合，结合股

权设置完善生态林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及增强制度保障。

试点村在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了集体林资源权属制度，重点推进集体

经营、集体获益和村民共享，完善农民股份合作制

度，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3 个村都实行了生态

补偿资金与公益林管理工作表现的挂钩机制。房山

区还编制《房山区集体林地股权管理办法》，明确了

集体林地股权管理的具体规定，对农户在村集体林

资产中的合理权益构建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也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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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的统一经营提供了工作原则。黄山店村坚持

集体林等集体资源及资产统一经营，以入股形式流

转回的农户闲置的集体山场、集体林、集体园地建

设坡峰岭景区。蒲洼乡东村村建立旅游合作社、林

下菌种植合作社、集体山脊公园等新型股份制经营

主体，农户可以凭借股东身份获得股份收益。十渡

镇九渡村由村集体筹资，开发森林景观资源，集体

林地经营收益按照 4∶6 的比例进行分配，即收益的

40% 归集体统一使用，60%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按股分配。得益于股份合作制度与生态林补偿机

制，2016 年九渡村共有股民 407 人，每人获得生态

林补偿金 870 元。

3 个试点村的股改成效明显，都成为所在地区

的富裕村，其中黄山店村 2016 年人均纯收入高达

1.8 万元，在周口店地区名列前茅。试点工作盘活了

村集体资产，集体经济得以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

范带动作用。

三、房山区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中

存在的困难及成因分析

（一）林权抵押贷款难

房山区在示范区建设工作中，在林权抵押贷款、

生态公益林补偿收益质押贷款方面仍面临困境。金

融机构没有开展过直接用林权证或承包合同作抵押

的贷款业务，对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存在畏惧情绪。

北京市农商行房山分行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房山分

行的工作人员表示，银行十分重视涉农、涉林贷款

工作，已对林权抵押贷款产品进行了设计，但还没

有推出林权抵押贷款产品，原因在于缺乏“退出机

制”，即一旦发生无法偿还抵押贷款等此类违约责

任，银行方不知道应通过何种渠道将抵押的林权进

行变现。

（二）林地经营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难以突破

在合理利用生态公益林资源，开展森林游憩、健

康疗养等生态休闲项目时，需要一定比例的经营配

套服务设施用地。在示范区建设实践中，房山区园

林绿化局就林业配套设施用地等问题，与国土、规

划、建设等部门进行了多次研讨，以通过改革破解

现有制度约束，并多次商请区国土部门，却未能破

解和消除此方面约束。区国土部门表示，在没有市

国土部门正式文件前，如果经营者自行在林地上修

建配套设施，只能作为违规或违法建筑进行拆除。

（三）山区集体林经营效益有待提高

通过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和更高的效益是流转工

作得以推进的内生动力。受限于地理位置边远、基

础设施不完善、发展能力弱、经营不善、管理不科

学、缺乏科学规划和规范管理等主客观因素，山区

集体林经营效益不高，使得集体林地流转内生动力

不足。在流转实践中，还存在少数村集体与转入方

根据流转后经营情况进行分成，转入方因经营效益

低下导致现金流中断，集体林经营活动全面停滞，

使得流转徒有虚名。

（四）重视不够和认识不足

在示范区建设工作中，仍有部分基层工作人员

缺乏对此项工作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并担心改革中

新政策的实施会引起新的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稳

定。农民在推行林地“三权分离”工作中具有主导性

作用，但是部分农民持有“固守家园”“温饱即满”的

思想，尽管林地经营能力不足，却不愿将林地流转

出去。就此，基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能动性未能

完全发挥，制约了规模经营格局的形成。

四、促进房山区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

建设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政策支持，助力提高经营效益

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工作应得到

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当前，示范区建设工作以区

（县、市）为单元，但工作的意义却在于促进所在地

区集体林业发展，为所在省（市）和全国完善集体林

权制度和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成功模式与有

效措施。尽管房山区集合了其他林业项目资金，但

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严重不足，政策支持乏力，未

能体现示范区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也未能为此项工

作创造有利环境。为此，要从省（市）乃至国家层面，

完善示范区建设政策体系，加大对示范区建设的公

共财政支持，构建完备的示范区公共服务体系，支

持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示范区林业产

业转型升级，并通过示范区建设，形成集体林业现

代化的成功发展模式。一是建议完善林区道路、通

讯等基础设施，支持林业新产业新业态配套服务设

施建设，拓展林业生产服务功能，提高集体林业生

产经营水平。二是针对地理位置偏远、经营效益不

高的山林进行扶持，提供政策咨询、加强技术培训、

引入其他产业等，协助其制定合理可行的产业规

划，提升集体林发展能力和经营收益。

（二）加强制度创新，健全完善配套措施

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工作重点在

于制度创新，制度难以创新成为制约示范区建设成

效的重要因素。首要，要破解集体林业发展配套设

施建设的制度约束，消除利用集体林地开展生态旅

游活动因缺乏配套设施而导致的停车难、停留难、

科普教育难等问题。其次，要破解金融支持集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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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机制约束，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构

建更为有效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再次，要为林

地“三权分离”创建有力的制度保障，完善林权流转

相关规定，促进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发育，构建经营

权转入主体与作为转出方的农民之间的稳定利益

联结。

（三）加强组织保障，合力推进改革工作

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工作涉及面

广、难度大，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需要得到更为有力

的组织保障。首先要切实发挥领导小组的主导作

用，促进不同部门的政策集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示范区建设工作。其次，要加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的工作能力，并完善区、乡（镇）、村三级示范区建

设组织体系，严格挑选业务能力强、作风扎实的工

作人员参与改革试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及政策措

施得到有效落实。再次，要进一步优化工作投入保

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充分的资金支持；优化工作

奖励机制，进一步激发个人和单位促进试验区建设

的热情和能动性；建立工作协会机制，促使横向、纵

向沟通顺畅，共同促进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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