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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模式研究与启示
−以福建省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为例

高    爽，李红勋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福建省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开展的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模式，对破解集体林区森林经营效益差和

林地细碎化的发展困境、探索林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合作动力、合作方式、

森林经营分工方式、利润分配方案 4 个方面深入分析三明市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的模式，提出创新与优

化合作模式有助于解决国有林场与社区利益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政府的积极推动、多元化的股份合作方式、高效

共赢的经营分工方式、利润预分红和利润保底等利润分配方案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关键。这种模式有利于推动其他

地区特别是南方集体林区顺利开展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以提高森林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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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Mode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
owned Forest Farms and Communities: Taking the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of Sanming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AO Shuang，LI Hong-x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 R. China)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and communities developed in Sanming City,
Fujian Province, is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poor forest
management benefit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forest land in collective forest areas, and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realizing  forestry-drive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ode  of
cooperative  forest  management  in  Sanming  from  four  aspects:  cooperation  motivation,  cooperation
methods, division methods of management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schemes, and proposes an innovative and
optimized  cooperation  mode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uncoordinated  interests  between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and  communities.  The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diversified  stock  share  methods,  efficient
and  win-win  business  division,  profit  pre-dividends,  profit  guarantees  and  other  profit  distribution  plans
are the key to maintaining cooperation. Thi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forests  by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and  communities  in  other  areas,  especially  for  southern  China ’s
collective  fores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forests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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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森林

质量低、经营效益差以及林地细碎化等问题较为突

出。就乔木林而言，中国每公顷蓄积量不到德国的

1/3，人工林每公顷蓄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2，每
公顷森林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只相当于日本等

国的 2/5[1]
。在南方集体林区，林地的细碎化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林业生产投入，林业生产效率不高，

农户增收不明显
[2]
，林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

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为上述问题的

解决探索出了一条实现路径
[3-5]

。本文所指的社区是

指集体林的所有者，包括村集体、村民小组和农户

3 个层面。在集体林区，国有林场经营乔木林的单

位面积、蓄积量分别是集体和个体经营的 2 倍和

3 倍
[3]
，国有林场参与集体林的经营，不仅可以提高

森林质量，还能提高林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水平。

但是国有林场与社区之间利益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影

响了合作的顺利开展。如何优化合作模式以改善利

益关系，使合作得以持续，并进一步提高森林质量、

缓解林地细碎化负面影响、带动乡村经济增收，是

本文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福建省三明市森林资源丰富，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 76.8%[6]
。三明市作为全国林改策源地，对森林经

营模式的探索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三明市就开始探索国有林场与社区的合

作，共同经营集体的森林。2015 年，三明市国有林

场积极贯彻落实《国有林场改革方案》（中发 [2015]6
号），发展形成了多种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的模式，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本文重点研究国有林场改革以来福建省三明市

省属国有林场与社区开展的股份合作模式，以合作

动力分析−合作方式分析−森林经营分工方式分

析−利润分配方案分析的逻辑顺序对合作模式进

行详细阐述与深入分析。本研究旨在为南方集体林

区探索一条既能提高森林质量、实现森林规模化经

营，又能增加林农财产性收益、促进乡村振兴的现

实路径。

一、文献回顾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福建、广西、湖南、浙

江等多个地区陆续出现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集

体林地的现象
[7-10]

，这一时期的合作多是国有林场与

社区出于自身利益自发形成的，合作现象并不普

遍。进入 21 世纪以来，政府开始在省域范围内引导

国有林场与社区开展合作。200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提出国有林场与社区在场外开展合作的林业发展战

略，2011 年山西省委提出生态兴省的目标，鼓励国

有林场与社区合力打造规模化、精品化的示范工

程
[2-4]

。2015 年，《国有林场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国有林场应增加森林面积约 667 万

hm2
以上，增加森林蓄积量 6 亿 m3

以上，实现森林

面积和森林蓄积的“双增长”，该目标的提出将进一

步推进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的发展
[11-12]

。

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的模式主要有下

面几种：①赎买模式。国有林场直接出资赎买集体

林地的迹地经营权、有林地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

有权，并全权负责集体林地的生产经营，国有林场

扩大经营面积、提高经济效益，社区获得经济收入，

这种合作模式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较为普遍，目前

仍然存在但日渐式微
[2,4,7-8]

。②租赁模式。社区将林

地经营权转让给国有林场
[13]

，国有林场向社区支付

林地使用费，经营管理费用全部由国有林场承担，

利润全部由国有林场所有
[8-10]

。③股份合作模式。

国有林场以资金技术入股，社区以林地经营权入

股，国有林场主导森林经营，社区协助国有林场，利

润按比例分成。股份合作是当前最主要的合作模

式，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合作模式
[14-17]

。④间接合

作模式。这种模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较为常见，由

于有些集体林地已被转入经纪人手中，国有林场通

过经纪人实现与社区的间接合作
[16-18]

。

有研究发现，赎买模式和租赁模式容易导致利

益关系不协调的问题：社区在签订合同后才发现林

地价值高于自己预判
[17-18]

、林地使用费的增长速度

赶不上经济发展速度
[19-21]

、社区的利润分成较少
[22-25]

、

社区的短期得利需求得不到满足
[12]

，等等。面对上

述问题，抗议行为时常出现
[25-27]

。有些社区会在造

林、采伐、运输等环节干扰施工队作业
[24,26-27]

；有些社

区会在合同签订后提出提高租金和分成的意见
[17-19]

；

有些社区会提出不同形式的补偿或赞助需求 [22,26-27]
；

还有一些社区通过拒绝领取地租表示抗议
[26]

。上述

抗议行为导致国有林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较为紧

张，不仅对合作无益，甚至影响国有林场的正常经

营活动。已有研究认为，若想解决利益关系不协调

的问题，需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争取

政府的大力支持
[21,24,26]

。

目前，对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的研究

并不多，而且作者多是来自国有林场或林业管理部

门的工作人员，案例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也比较大，

研究内容更多地集中于政府如何支持合作的层面，

而对如何优化合作模式以协调双方利益关系缺乏应

有的研究。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主动地调整和优

化合作模式，改善了国有林场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

  第 3 期 高　爽等：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模式研究与启示−以福建省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为例 33



系，充分发挥了国有林场的资金技术优势与社区的

资源优势，是南方集体林区实现森林质量提升、缓

解林地细碎化负面影响的现实选择。研究三明市国

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的成功模式，对南方集

体林区实现森林质量提升、缓解林地细碎化负面影

响是非常具有启示性的。

二、三明市国有林场与社区

合作经营森林案例研究

（一）案例选取

福建省三明市是全国重点林区、全国林改策源

地。三明市共有 26 家国有林场，其中 13 家为省属

国有林场，采取“省属、市管、县监督”的管理体制，

另外 13 家是县属国有林场，由县级林业部门主管。

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大多建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承担着推进国土绿化的职责。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

些国有林场已经将国有荒山荒地基本消灭，工作重

心开始转向生态建设。目前，三明市 13 家省属国有

林场全部界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功能属性明

确、管理体制完善、示范带动明显、社会贡献突出。

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省属国有林场共拥有经营面

积 8.2 万 hm2
，其中森林面积约 7.67 万 hm2

，林木蓄

积量 1 257 万 m3
。

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三明

市省属国有林场与社区已经开展了合作。当时个别

国有林场与周边社区自行开展合作，政府干预较

少，合作模式以赎买和租赁为主，社区获得的收益

也相对较少。2016 年 12 月，三明市委、市政府印发

《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明委发 [2016]
13 号），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底三明市省属国有林

场实现森林面积增加 7 000 hm2
、森林蓄积量增长

307 万 m3
以上。自此，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开始积

极地与周边社区开展合作。截至 2019 年底，全市

13 家省属国有林场全部与社区开展了合作，累计新

增林地面积 15 447 hm2
、森林蓄积量 276.38 万 m3

。

合作树种主要为杉木，期限为一代林；合作模式为股

份合作；合作对象是与国有林场原有经营区域相邻

的社区，通常以村集体作为代表进行合作。本文主

要关注国有林场改革以来三明市探索出来的有助于

维持合作，特别是有助于协调国有林场与社区利益

关系的股份合作模式。

（二）案例分析

1. 合作动力

合作动力来自国有林场和社区两个方面。其中

国有林场的动力有来自外部的政策驱动和来自内部

的发展需求。

国有林场动力一：落实政策。三明市国有林场

积极参与合作是为了贯彻落实《三明市省属国有林

场改革实施方案》和《关于林业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增

收的六条措施》（明委办发 [2018]19 号）两项政策。

《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国

有林场需要完成的森林面积、蓄积“双增长”的任务

量；《关于林业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增收的六条措施》

鼓励“国有林场加大与村集体合作造林营林力度”

“实现村集体每年有林地使用费和资金占用费等固

定的收入，主伐时有利润分成”。国有林场改革是三

明市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部

分国有林场考虑到本场资源条件以及与社区沟通成

本高等原因，并没有主动开展合作的动力。因此，政

府的积极引导与推动是国有林场持续开展合作的

关键。

国有林场动力二：满足自身发展需求。首先，三

明市 13 家省属国有林场均为国家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提升森林的生态功能是国有林场的本职工作。

其次，三明市 13 家省属国有林场均表示改善与社区

的利益关系也是开展合作的主要动力，与社区开展

合作能够促使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减少周边社区

的乱砍滥伐和阻碍施工等行为，保障国有林场生产

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另外，有些国有林场为了维

持或扩大经营面积而选择合作，沙县水南国有林场

近 15% 的经营区域因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被征用，

该场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与社区合作，通过合作经

营没有占用风险的集体林地来维持或扩大经营

面积。

社区参与合作经营森林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增

收，包括村级财政增收和农户家庭增收。

村集体层面，主要是增加村级财政收入。2003
年之前，某些社区以林地为主要的土地资源、以林

地使用费为村级财政的主要来源。2003 年，福建省

作为试点开展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集体林地

的承包权和经营权落实到户，村集体不能通过转让

林地经营权获得林地使用费，村级财政受到了冲

击。组织农户与国有林场开展合作是村级财政增收

的可行路径。以沙县官庄国有林场与沙县高桥镇上

里村合作为例，上里村土地总面积 1 564 hm2
，林地

面积 1 330 hm2
，林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85%，集

体林改将 800 hm2
集体林地分到村民小组，村集体

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继续维持集体经济的

运转，村集体在征得小组的同意和授权后，将落实

到小组的集体林地集中起来与国有林场开展合作。

由于村集体在合作中承担了重要的组织与协调工

作，林木采伐后村集体可以分得 5% 的利润，村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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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预计实现增收。

村小组和农户层面，主要是增加家庭经济收

入。三明市国有林场培育的杉木林主伐时平均每公

顷蓄积量约为 180 m3
，而由集体经营的杉木林主伐

时平均每公顷蓄积约为 60 m3
，国有林场经营集体

林地能够提高林地集约化生产水平，若利润分配比

例恰当，则农户能够实现经济增收。以泰宁国有林

场和杉城镇王石村合作为例：国有林场负责出资造

林和经营管理，占股 60%；王石村负责提供集体林

地，占股 40%。根据该山场立地条件和双方经营能

力，社区自主经营的杉木林平均每公顷出材量约为

75 m3
，国有林场经营的杉木林平均每公顷出材量约

为 224 m3
。因此，主伐时社区预计分得每公顷约 90 m3

的出材量，可以在少投入甚至不投入资金和劳动的

前提下，获得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经济收益。

2. 合作方式分析

自《国有林场改革方案》颁布以来，三明市省属

国有林场与社区均采取股份合作的方式共同经营集

体林地。这是因为社区在赎买、租赁的方式中获取

的利益较少，合作通常因为利益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而陷入困境，如果以恰当的利润分配比例开展股份

合作，双方就会成为利益共同体，使合作得以持续。

合作方式还可以根据林地类型和入股条件进行细分。

1）根据林地类型不同，可将合作方式分为以下

两种：

方式一：对于采伐迹地，社区以林地经营权入

股，国有林场以资金技术入股，双方合作培育杉木，

期限为一代林，从造林环节开始至主伐后结束。以

沙县水南国有林场与沙县郑湖乡杜坑村合作为例，

杜坑村以 14 hm2
采伐迹地经营权入股，国有林场以

资金技术入股，双方从造林环节开始合作经营森

林。这种合作方式的优点在于森林质量的提升潜力

较大，因为国有林场越早参与到森林经营的过程

中，资金技术优势发挥的空间就越大，国有林场更

倾向于这种方式。合作经营采伐迹地特别适用于上

一轮林木主伐后缺乏再造林资金的社区，因为合作

后国有林场将承担 51% 及以上的造林成本。

方式二：对于有林地，社区以林地经营权、林木

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入股，国有林场以资金技术入

股，双方在国有林场主导下对不同林龄的杉木进行

科学经营。以沙县官庄国有林场与富口沁园家庭林

场合作为例，沁园家庭林场将 377 hm2
林地经营权、

林木所有权和林木经营权作为标的物入股，国有林

场以资金技术入股，双方从抚育或管护环节开始合

作。这种合作方式的优点在于合作对象的灵活性，

杉木幼龄林、中龄林、近成过熟林均可作为合作对

象，可以更好地促成合作实现，适用于有意愿提高

森林的经济价值且本轮林木主伐后继续与国有林场

合作的社区。合作经营有林地的局限之处在于森林

质量提升的空间较小。

2）根据社区入股条件不同，可将合作方式分为

以下两种：

方式一：社区仅以土地资源入股，协助经营森

林，但不承担任何经营管理费用。以沙县水南国有

林场与南霞乡溪源村合作为例，社区仅负责提供可

用于造营林的、无纠纷的集体林地，经营管理费用

均由国有林场承担。采取这种入股方式的社区分成

较少，适用于经济条件差且森林经营意愿不强的

社区。

方式二：社区以土地资源入股，协助经营森林，

同时按比例承担经营管理费用。在沙县官庄国有林

场与高桥镇上里村的合作中，社区按 49% 的比例承

担经营管理成本，以林地使用费为例，上里村自行

承担 49% 的林地使用费，官庄林场只需向集体支付

剩余 51% 的林地使用费即可。采取这种合作方式

的社区分成较高，适用于具备一定支付能力、有意

愿获得更多分成的社区。

3. 森林经营分工方式分析

在森林经营环节，三明市均采取国有林场主导、

社区协助的分工方式。

在森林经营过程中，国有林场会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林业政策，以本场经营森林的标准，对合作

山场进行科学经营。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国有林场

会委托具备资质的林业中介机构进行调查设计，按

公开招投标程序实行木材生产和木材销售。三明市

省属国有林场经营的杉木林主伐时平均每公顷蓄积

量约为 180 m3
，是集体林的 3 倍左右，能够以全市

3.9% 的林地培育出 11.1% 的林木蓄积，因此国有林

场主导森林经营是提升林地集约化生产水平的关键。

社区的责任是协调群众关系与协助管护。作为

利益共同体，社区不仅会积极主动地做好群众工

作，还会凭借地理优势，积极地承担起森林管护和

防火工作。以泰宁国有林场与杉城镇梅桥村合作为

例，在森林经营过程中，梅桥村承担以下责任：保证

合作林地无权属纠纷，维护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秩

序，协助国有林场配合林业行政执法部门和森林公

安及时查处盗伐林木和破坏林地案件，协助国有林

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等。

国有林场是森林经营的国家队，由国有林场主

导森林经营能够最大程度提升森林的生态价值与经

济价值；社区是林地资源的所有者，社区积极协助森

林经营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增强话语权、改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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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之间的关系、提升森林的社会价值，双方

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共赢。

4. 利润分配方案分析

利润指的是对林木进行间伐或主伐时，木材销

售收入扣除木材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和政策规定的

各项金、税、费后的结余。三明市的利润分配包括经

营利润分成和补充方案两类。

1）经营利润分成根据合作土地的类型可划分为

有林地分配方式和采伐迹地分配方式。

有林地的利润分配主要根据签订合同时的林龄

进行判断，分成比例非常灵活。以沙县官庄国有林

场与富口沁园家庭林场合作为例，双方在若干块林

龄不同的有林地开展合作，采伐后利润分配比例如

下：对于幼龄林，社区持股 80%，国有林场持股 20%；

对于中龄林，社区持股 90%，国有林场持股 10%；对

于近、成、过熟龄林，社区持股 95%，国有林场持股

5%。国有林场在有林地的合作中获利较少，而且森

林质量的提升空间有限，因此国有林场合作经营有

林地的意愿弱于采伐迹地。目前国有林场合作经营

有林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①有林地的面积较大，能

够短时间内扩大经营面积；②社区通常愿意与国有

林场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因此国有林场将获得该

地块下一轮林木的优先合作权。

采伐迹地的利润分配首先要确保国有林场持有

控股权（51% 及以上）。从国有林场的角度看，根据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加快落实省属国有林场森林资

源“双增”任务的通知》，国有林场绝对控股（股权占

51% 及以上）的森林资源才可以全额确认为“双增”

数量，为了完成“双增长”目标，国有林场一定会争

取控股权。从社区的角度看，有意愿与国有林场开

展合作的社区往往是缺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自

主经营的，因此社区也缺少意愿和能力去承担控股

权。国有林场对合作经营的采伐迹地持有 51% 及

以上的股份，既符合合作双方的资源条件，也能满

足各自的利益诉求。

在国有林场持有采伐迹地控股权的基础上，不

同的合作会有不同的利润分配比例，国有林场通常

分得 51% ~ 70% 的利润，而社区的利润分成区间一

般为 30% ~ 49%，付出成本的不同导致利润分成比

例的不同。以林地使用费为例，三明市国有林场使

用集体林地的费用每年约为 600 元/hm2
，在沙县官

庄国有林场的案例中，上里村每年按 49% 的比例自

行承担林地使用费约 294 元/hm2
，国有林场每年仅

需向上里村支付 306 元/hm2
；而在泰宁国有林场的

案例中，王石村不承担森林经营费用，则泰宁国有

林场每年需向王石村支付林地使用费 600 元/hm2
。

合作中付出的成本越多，则采伐后获得的利润越

多，因此沙县上里村可以分得 49% 的利润，而泰宁

县王石村只能分得 40%。利润分成比例的变动空间

将满足不同国有林场和社区的多元化需求，使合作

得以实现。具备较强支付能力和经营意愿的国有林

场或社区通常愿意承担更多的经营成本以获取更多

利润，而支付能力较弱且经营意愿不强的合作者往

往不愿分担过多经营成本。在确保国有林场绝对控

股的基础上，社区在利润分成比例的变动空间内拥

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权。

2）补充方案指的是在经营利润分成的基础上，

有条件的国有林场提出的用于满足社区短期得利需

求和利润保底需求的支付方案，包括利润预分红模

式和利润保底模式。

利润预分红模式指的是国有林场提前向社区支

付保底利润分红。以泰宁国有林场和梅桥村的合作

为例，如果社区自主经营林地，要等到林木主伐后

才能获取利润，期限约为 30 年；而社区与国有林场

合作以后，国有林场将于前 15 年每年向社区支付

150 元/hm2
，后 15 年每年向社区支付 224 元/hm2

作

为利润预分红，主伐后多付不退、少付补足。个人的

生命周期是有限的，造林成本高、生产周期长始终

是制约社区自主经营林地的因素，而国有林场拥有

完善的管理体制，始终把森林资源的培育作为主要

工作内容。国有林场向社区支付利润预分红能够满

足社区的短期得利需求，使合作具有可持续性。

利润保底模式指的是国有林场为农户提供保底

经济收益。沙县官庄国有林场在所有的合作经营行

为中承诺，在无任何自然灾害的前提下，若每公顷

出材量小于 150 m3
，国有林场应按每公顷 150 m3

的

出材量测算经营利润；大于、等于 150 m3
的，按实际

出材量计算利润。社区的信任对合作的顺利开展非

常重要，利润保底条款能够保证农户在少付出甚至

不付出资金和人力的前提下，获得不少于自主经营

的经济收入，降低社区在合作中的机会成本。

利润预分红模式和利润保底模式将满足社区的

短期得利需求和利润保底需求，使合作双方的利益

关系更加协调，合作也将拥有更为持久的动力。三

明市省属国有林场是国家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承担

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支持乡村经济振兴的责任，

因此国有林场与社区的合作不仅是一种市场行为，

也是国有林场承担社会责任、反哺乡村的机会。

三、启　　示

在 2015 年《国有林场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森林

面积、森林蓄积“双增长”的目标后，国有林场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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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间的合作出现强劲的发展态势，并不断创新优

化合作模式。三明市的合作模式将国有林场短期的

双增目标和长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责相结合，

将国有林场的可持续发展与社区的经济增收相结

合，对其他地区特别是南方集体林区具有非常重要

的启示意义。

1）从合作动力的角度来看，国有林场可以通过

合作扩大经营面积、维护与社区的关系、履行自身

职责，社区可以通过合作增加村级财政收入和农户

家庭收入。但是目前只有政府的积极引导能够将双

方的利益诉求联结起来，使合作现象更普遍、合作

规模更大、合作模式不断推陈出新。现阶段仍然

需要政府的驱动来维持并推广国有林场与社区的

合作。

2）从合作方式的角度来看，国有林场改革以来，

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与社区均采取股份合作的方式

进行合作。与赎买和租赁方式相比，社区的利润分

成得到了提高，这是破解利益分配矛盾的最有效方

式。目前的股份合作方式非常多元，采伐迹地和有

林地都可以作为合作经营对象。社区可以只出地，

还可以出资又出地，灵活的合作方式满足了不同国

有林场和社区的差异化需求，使合作更易实现。

3）从经营分工的角度来看，三明市均采取国有

林场主导、社区协助的分工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充

分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国有林场主导经营能够提高

森林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社区协助经营能够改

善合作双方的关系，提高森林的社会价值。

4）从利润分配的角度来看，三明市采取了经营

利润分成和补充方案两类办法。经营利润分成遵循

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国有林场合作经营有林地的

利润分成较少，合作经营采伐迹地的利润分成在

51% 及以上，利润分成比例应存在合理变动空间以

满足差异化需求，使合作得以达成。对于有条件的

国有林场，利润预分红模式和利润保底模式可以进

一步满足社区的利益诉求，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刘珉. 解读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林业

现代化 [J]. 林业经济，2016，38（11）：3-8.

[  1  ]

朱烈夫，林文声，柯水发. 林地细碎化的测度、成因与影响:综述与

展望 [J]. 林业经济问题，2017，37（2）：1-8，96.

[  2  ]

沈茂成. 创新国有林区林场经营管理体制−国有林区林场场外[  3  ]

合作发展林业实践 [J]. 林业经济，2016，38（7）：3-5.

沈茂成. 关于推进我国林业又好又快发展 保障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的思考 [J]. 林业经济，2015，37（10）：3-7.

[  4  ]

沈茂成. 发展国有林场场外造林 推动区域林业与生态建设 [J]. 林

业经济，2013，35（4）：3-6，10.

[  5  ]

三明日报社.再上新台阶 建设新三明−三明市五年来的历史性

变革 [J].福建党史月刊，2018（7）：17-21.

[  6  ]

李学民 . 国合造林是贫困落后地区一种好的林业合作经济形

式 [J]. 辽宁林业科技，1987（2）：42-44.

[  7  ]

姜太铎，黄珍. 合作造林挂上勾 山区绿化不犯愁 [J]. 内蒙古林业，

1982（7）：22-23.

[  8  ]

章秋林. 国农股份合作造林之我见 [J]. 江西林业科技，2001（3）：

40-45.

[  9  ]

方林. 集体林区合作林业比较 [J]. 林业经济，1991，13（2）：19-24.[10]

刘鹏飞. 山西国有林场场外发展林业的调查与建议 [J]. 林业经济，

2015，37（3）：19-22.

[11]

王晓康. 山西省直国有林场与地方政府合作造林实例研究 [J]. 山

西农经，2017（1）：79-80.

[12]

高鹏芳. “三权分置”背景下林地经营权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J]. 北

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4）：40-46.

[13]

余元林. 国有林场场外造林对区域林业产业扶贫工作的推动作

用−以贵州省国有扎佐林场为例 [J]. 绿色科技，2018（11）：

163-164.

[14]

叶学件，陈亦浪，姚月华，等. 庆元县国乡合作造林实践与思考 [J].

中国林业经济，2017（3）：70-72.

[15]

梁诗灿 . 谈广西国有林场对外造林的管理 [J]. 绿色财会，

2014（1）：46-47.

[16]

梁诗灿 . 广西国有林场对外造林 4 个应对措施 [J]. 广西林业，

2014（3）：29.

[17]

刘军，刘勇. 发展对外租地造林壮大 广西国有林场实力 [J]. 林业

科技通讯，2016（1）：74-76.

[18]

王启君. 浅谈南方区直国有林场场外造林面临的林政纠纷问题及

对策 [J]. 农业与术，2015，35（2）：74，121.

[19]

潘智强. 广西国有林场发展场外租地造林的战略思考 [J]. 农业与

技术，2017，37（9）：61-62，66.

[20]

蔺生金，蔺峰峰. 国有林场场外租地造林项目初探 [J]. 山西林业科

技，2013，42（4）：58-59.

[21]

朱其军. 广西国有钦廉林场场外营造林内容探讨 [J]. 林业实用技

术，2014（7）：21-24.

[22]

彭凯，蒋雪刚，唐富贵. 黄冕林场场外造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J]. 防护林科技，2016（2）：70-71，77.

[23]

张敬政. 广西国营林场发展场外造林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J]. 吉林

农业，2010（9）：167-168.

[24]

陈娟. 广西国有东门林场对外租地造林研究 [D]. 长沙：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2014.

[25]

谢慧琴，程维琴. 太岳山林区合作造林项目回顾与展望 [J]. 山西林

业，2017（6）：8-9.

[26]

杨艳平 . 五台山林区合作造林机制调查分析 [J]. 山西林业，

2014（4）：15-16.

[27]

（责任编辑    孔　艳）

  第 3 期 高　爽等：国有林场与社区合作经营森林模式研究与启示−以福建省三明市省属国有林场为例 37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6-2505.2001.03.01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0390.2014.03.01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726X.2013.04.02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726X.2013.04.02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7.06.00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7.06.00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4.04.010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6-2505.2001.03.01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0390.2014.03.01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726X.2013.04.02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726X.2013.04.02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7.06.00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7.06.00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4.04.010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6-2505.2001.03.01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0390.2014.03.01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726X.2013.04.02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726X.2013.04.02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7.06.00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7.06.00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5-4707.2014.04.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