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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对我国森林经营问题的重新思考

林德荣
(青岛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林业提供优质丰富的林产品及良好的生态服务的能力，与满足人民快速增长的对林业高品质多样化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林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由于我国森林资源面积受到扩张空间的制约，扩

大林业有效供给必然主要依赖于森林资源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改善。因此，全面提升森林经营水平是推进新时代

林业发展的着力点。在分析造成森林经营水平低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林业发展应该重点从森林经营理论

和模式创新、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定位、注重正向激励和加强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加强森林经营能力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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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China’s Forest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Era
LIN De-r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66109, P.R.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bility  of  forestry  providing  rich  forest  products  and  favorable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the  people ’s  increasing  needs  of  high-quality  forest  products  and  nice  services
becomes the principal conflict of forest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ecause the area of forest resources
in China is restricted by space of expansion, expanding effective forestry supply inevitably depend mainly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quality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forest  resources.  Thus  overall
promoting forest management is the emphasis of fore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low  overall  level  of  forest  manage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forest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should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on  forest  management  theory  and  model  innovation,  marke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positive incentives,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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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发展一度陷入资源和

经济的“两危”困境。经过多年植树造林和大规模林

业重点工程建设，我国林地面积和森林资源总规模

都有了快速增长，森林资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第

九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2014−2018 年）显示，我国

森林面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1.22 亿 hm2
增加到 2.2

亿 hm2
，森林覆盖率由不足 13% 增加到 22.96%[1]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林业

作为国民经济中最大规模的绿色产业，肩负着保障

基本林产品和生态服务供给的双重任务。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的新特征为林业提出了新问题

和新要求，必然会全面影响和决定林业未来的发展

方向，反过来，林业发展必须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满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

对林业而言，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变化密切相关。以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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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为森林是木材的来源，当今社会开始关注森林

提供的一系列生态效益和社会服务
[2]
。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9.1 万亿元，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
[3]
，人民收入

水平显著提高，经济已由高速增长步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收入增长推动消费水平和结构的转型升级，

人民生活要求由过去的一般数量满足向追求更高水

平、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

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因此，森林作

为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重要力量，不仅要满足人们对森林所提供

的优质木材和其他绿色非木质林产品等物质产品的

需要，而且要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游憩娱

乐、健康养生、文化科技等生态和精神服务，以顺应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转化。

经过几十年的生态林业建设，我国森林资源总

量增加、质量提高，但距离建设美丽中国对数量充

足、分布合理、生态稳定的森林生态体系的要求仍

有很大差距
[4]
。因此，林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也将转

变为林业提供优质丰富的林产品及其良好的生态服

务的能力，与满足人民快速增长的对林业的高品

质、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保持森

林资源总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充分重视提升森林

资源质量和改善森林资源结构，挖掘和有效发挥森

林生态系统的多种功能和多重效益，成为林业新的

经济增长点。

一、森林经营水平是影响新时代

林业发展的关键

拥有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森林资源体系是

林业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

提升综合效益的根本保证。市场需求引领下的林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任务是扩大产品有效供

给，主攻方向是提高产品供给质量，核心环节是优

化产品供给结构
[5]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上述这一

切的实现必须以资源丰富、质量稳定和结构优化的

森林生态和生产体系为基础条件，提升森林资源数

量和质量是确保实现林业有效供给的根本和关键。

《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明确指出，森

林资源总量不足与森林资源质量不高、功能不强的

问题是我国现代化林业建设的短板，其中，森林资

源质量不高、效益低下、功能脆弱，是我国林业最突

出的问题
[6]
。

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将是客观存在的长期问题。

我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森
林资源数量表现为供给相对不足。一方面，受土地

资源所限，森林资源规模扩张能力受到严格约束，

增长空间不大；另一方面，基于人口增长和森林面积

增长潜力的分析，即使到 2050 年森林覆盖率上升并

稳定在 26% 以上，我国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仍将处于

较低的水平。因此，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是由我

国实际国情和林情所决定的，在中短期内难以发生

明显改观。

由于森林资源面积受到扩张空间的制约，扩大

林业有效供给必然主要依赖于森林资源质量的提升

和结构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森林资源总规

模增长速度较快，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追求资源数

量增长的同时，森林资源质量提升和结构改善问题

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综合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

清查数据和《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

资料可以发现，我国森林蓄积量 89.79 m3/hm2
，为世

界平均水平的 69%；森林年均生长量 4.23 m3/hm2
，

仅为林业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53%；森林生态服务

价值尚未充分发挥，每公顷森林每年提供的主要生

态服务价值仅 6.1 万元，只相当于日本等国的 40%；

现实林分中每公顷蓄积达到林地生产潜力 50% 以

上的只占 31%，而未达到林地生产潜力 20% 的占比

高达 43%。中国目前虽然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

工林，但是人工林经营质量总体上还存在较大差

距，结构优化空间较大。盛炜彤
[7]
对我国人工林质

量进行研究指出，我国森林质量最突出的问题是生

产力问题，我国主要人工造林树种每公顷蓄积量远

远低于日本类似树种，杉木不足日本的 1/4，落叶松

不足 1/3，而且其年均实际生长量分别仅是我国制定

的速生丰产林标准的 1/4 和 1/2。同时，人工林存在

针叶化与纯林化问题，混交林仅占人工林面积的

15%，以及连作严重和成林后缺乏科学管理等问题。

可以看出，不管是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还

是木材供给能力，我国森林资源的整体质量和结构

还存在较大差距，具有巨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间。提

升森林资源质量和改善森林资源结构与森林经营水

平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森林资源质量和结构的整体

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森林经营水平低。“森林

质量不高，是我国林业最突出的问题。提高森林质

量，关键在于加强森林经营。”[6]
可见，森林经营总

体水平较低是制约我国林业供给有效、质量提升和

结构优化的最大短板。加强森林经营应该成为新时

代林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良好的森林经营才能

精准提升和改善森林资源质量和结构，提高林产品

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才能有效解决人民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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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对森林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

二、我国森林经营水平低的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森林资源质量和结构不佳是长

期不注重森林经营，林业经营主体开展森林经营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造成森

林经营水平较低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林业供给

侧。一些学者更多从技术层面提出如何加强森林经

营
[7-9]

。实际来讲，森林经营管理者也应该认真反思

和破除制度、政策安排层面诸因素的约束。

（一）长期“重采重造轻经营”的政策导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林业供给结

构的转变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20 世纪末，林业以追求木材生

产和重视林业经济价值为主，重采轻造是主要的政

策特征；第二阶段是自 21 世纪以来，林业以林业生

态建设和重视林业生态价值为主，严禁采伐、积极

鼓励植树造林是其主要的政策特征。这两个阶段的

林业政策导向过于偏向强调“重采”或“重造”两个

极端，而忽视了有效林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关键中间

环节−森林经营和抚育管护，使得该环节的技术

相对落后，投入不足。虽然政策的制定受到当时所

处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资金和人才不足的制

约，但是，长期“重采重造轻经营”的林业生产经营

方式造成了目前我国森林资源质量和结构整体较差

的突出问题。

（二）不重视微观实际操作层面的森林经营

指南

开展和加强森林科学经营，需要现代先进的森

林经营理论和经营技术为指导。然而，我国在此方

面的研究相对不足。许多研究重点停留在跟踪国外

的森林经营理论和经营模式，如森林多功能理论、

林业分工论和近自然林业经营理论等，而基于我国

国情林情的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体系建设相对滞

后，理论指导经常摇摆不定。《全国森林经营规划

（2016－2050 年）》在确立多功能森林经营理论为指

导的经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功能森林经营技

术体系，但仍然缺乏区域性和具体林分层面的规划

和经营指南，林业微观经营主体在实际经营中难以

具体操作。针对具体林分实际操作层面的技术指导

性规程和标准还亟待建设和完善。

（三）林业科技推广能力严重不足

林业科技推广能力弱关键在于缺乏完善的林业

科技推广体系。林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最薄弱环节是

基层林业部门的人才严重短缺。长期以来效益低下

的粗放式经营、体制机制的僵化、政策的多变以及

林业基层单位工作条件差等原因导致林业领域，尤

其是基层林业部门专业人才流失严重，引进困难。

科学高效的森林经营离不开专业人员根据国家宏观

林业经营目标及相关标准、指南等，统筹考虑本地

或本单位森林资源状况、地理区位、植被特征、经营

状况和经营目标等，制订科学合理的林分级别的森

林经营策略、规划和技术操作规程，并分类指导，具

体实施。然而，现实中，基层林业部门和林业经营单

位普遍存在从业人员年龄结构老化现象严重、文化

素质普遍较低、专业和管理人才短缺等问题。这导

致林业科技推广体系环节出现严重断层，现代森林

经营新模式和新技术难以推广实施，森林经营新理

念、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难以在林业内部形成

和发展。

（四）市场激励作用弱，林业经营主体开展森

林经营的积极性不高

厘清并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定位，激励林业

经营主体的自愿行为和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对森林

经营至关重要。森林经营不能仅仅依赖政府投资和

强制行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大幅度增加财政

投入难度很大，林业投入必须更多地依靠市场
[5]
。事

实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扶持和财政投资远远不能满

足森林集约经营对资金和人力的需求，必须重视市

场对实现森林资源配置高效、质量优良、结构合理、

功能协调的林业供给格局的决定性作用。森林由粗

放经营向科学集约经营的转变需要林业经营主体付

出更大的精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人力和资本的持

续投入。只有森林集约经营能够带来更为可观的收

益，才能激励和吸引林业经营主体自愿转变经营方

式，积极吸纳社会投资和人才，成功实现森林经营

的升级转型。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过于强调林业的

公共产品属性和公益性特征，忽视了林业的私人产

品属性和经济性特征。政府对林业生产经营给予过

多的行政管制和直接干预，使市场资源配置的自动

调节机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抑制了林业经营主体

开展森林经营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三、全面提升森林经营水平的着力点

新时代林业发展要求森林质量的全面提升和森

林结构的系统优化。我国森林资源质量仍存在很大

的发展空间
[10-11]

，森林经营是实现森林质量提升的

根本途径
[7]
。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生态

系统是现代森林经营的根本目的，也是改善林产品

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

需求的基本途径。这需要从深入提升森林经营水平

和能力入手，引领和推进新时代林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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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审视和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森林经

营理论和模式

良好的森林经营实践必须由先进的符合国情和

林情的森林经营理论为指导。我国目前的森林经营

基本上是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建立的森林分类经营

理论为指导，从全局看，森林分类经营理论是具有

基本指导意义的。然而，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生

态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巨大差异，这势必造成

森林资源分布、成长状况和丰裕度的不同，经营目

标呈现多元化。分类经营实践不能陷于某一林分单

一追求经济效益或生态效益的“两个极端”。我国总

体上是一个缺林少林的国家，人均拥有森林资源水

平低，若严格遵循分类经营模式，为单纯获得木材

而培育森林或者为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而纯粹保护，

都不利于森林整个生长期内多功能效益的充分发挥

和利用。同时，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追

求森林游憩、康养、文化等亲近自然的需求越来越

多。因此，在总体分类经营的基础上，强调森林资源

培育的生态学原理和近自然经营，重视森林整个生

长周期的全部功能和价值的充分利用，应该是我国

森林经营理论和经营模式的调整方向。

（二）深化林业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

资源配置的作用

有效制度供给的关键在于理顺和处理好市场

“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之间的关系。不得

不说，与其他产业相比，林业经营周期长，在政府和

市场关系的合理定位上有其特殊性−这主要体

现在林业的公益性特征，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根

据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在森林资源配置上存在

“失灵”，但并不能由此否认市场在森林资源配置中

的关键作用而完全由政府代包代办。

林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和创新首先必

须明晰和厘清市场在林业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

用。“政府有为”是“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政府有

为的关键是适度干预，防范和化解“市场失灵”，引

导和规范市场行为，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和经营林业

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其次，政府“有为”应体现在

为每一经营森林单位科学地规划和制订森林资源数

量增长、质量提升及相关生态保护标准和目标，并

进行严格的监测和监督。具体的森林经营行为可以

通过探索各种有效形式交由市场引入战略投资者和

专业经营者实施。最后，林业经营和投资主体作为

理性人，追求森林经营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只有改

善森林经营能够带来足够的经济利益时，投资和经

营主体才真正有动力自愿参与并采取相应的积极行

动。这就需要在森林经营中科学地确定和明晰森林

保护和利用的最佳契合点，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

中保护，加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森林资源

保护和利用相辅相成，同生共长。

（三）健全正向激励政策和措施，激发林业经

营主体开展森林经营积极性

从根本上看，先进的森林经营理念、现代的森林

经营技术和良好的森林经营措施离不开人力和资本

等要素的有效配置。林业的“市场失灵”问题源于其

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外部性内在化的原则要求，解

决林业“市场失灵”的政策思路应该调整到对造林

或良好的森林经营行为等采取补贴、降低或取消税

（或费）、奖励等正向激励措施，而不是单纯强调利

用行政管制和征收惩罚性税费等负向激励措施。政

府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正向激励

政策和措施，在切实鼓励林业经营主体和投资主体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引导其决策目标和行为

方向符合政府政策目标。

一方面，对商品林和民营林经营要明确政府严

格管制的范畴以及如何管制到位，加大力度减少或

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影响市场主体投资和经营林业

积极性的政策法规以及税费等，更多采取财政补

贴、奖励、政府购买或补偿森林生态服务以及加强

社会化服务等正向激励措施。同时，引导和鼓励林

业经营主体采取合作、林地流转、加强一二三产业

融合等措施，扩大经营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有效扩

展林业经营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要注意正向激

励措施的效率和效果。现实中存在市场行为主体将

决策目标和行为方向调整为能够获取尽可能多的政

府补贴，而无论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政府所期望实现

的政策目标
[12]

。这有可能导致一些林业管理部门、

地方政府和国有林场等林业经营主体产生“等靠

要”的惰性思想，不思进取和创新，而将主要精力放

在如何更多获得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方面。深化林

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决不能仅仅强调和停

留在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层面。“政府有为”要以目标

管理为政策导向，严格森林经营标准和经营目标，

明确责任主体，加强资源动态监测和监管。

（四）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和开发力度，增进林

业经济增长新动能

新时代林业发展必须适应社会需求的转变，以

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长新动能加

快推进林业供给结构的调整步伐。新产业、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长新动能创新的关键在于人

才。针对林业基层专业和管理人才出现断档，政府

要下大力气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一

是建立专项培训基金，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密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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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制订详细的培训计划，对包括国有林场和基层

林业局等林业管理和技术工作人员开展轮流培训和

再教育；二是与林业高校或其他高校涉林专业联合，

建立公费林科生定向培养计划，为国有林场或乡镇

基层准备和输送技术推广人才；三是健全和完善林

业科技推广体系，不仅要加紧培育和引入基层林业

专业人才，加强实际平台的建设，还要利用互联网

等现代通讯技术构建科技服务网络；四是建立常态

化科技下乡服务制度，鼓励各级科研院所和高校科

研人员下林场，走乡村，定期或根据需要不定期开

展科技指导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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