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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245.htm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

日）林业部： 国务院原则同意你部关于《１９８９－－２０

００年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的请示。现批复如下： 一、

《规划纲要》明确了到本世纪末造林的绿化的奋斗目标、总

体布局、具体任务和建设重点，提出了实现规划的主要措施

，是各地发展造林绿化的指导性文件。要认真落实《规划纲

要》的各项要求，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全面完成各项造林任

务，充分发挥林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一项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长远利

益的伟大事业，必须依靠全党、全民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

实现。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不懈，真抓实干，充分动员和

组织群众，实行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认真实行各级

领导干部任期绿化目标现任制，层层签订绿化责任状和落实

领导干部亲自办造林绿化点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 三、要

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从政策上、资金上对

造林绿化给予必要的扶持，多渠道、多层次筹集资金，及时

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造林绿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四、

要认真执行造林成果检查验收制度、规划执行通报制度和检

查评比奖惩等制度，加快造林进度，保证造林质量，把造林

绿化工作扎扎实实地推向深入，真正取得实效，使造林绿化

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附：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０年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我

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大力开展造林绿化，既是经济建设，又



是精神文明建设。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

文明的标志之一。植树造林，发展森林资源，是林业建设的

根本，是发展国民经济，改善生态环境，有益当代、造福子

孙的伟大事业。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林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造林绿化事业取得很大成

绩，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到１

９８８年，全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３１０１万公顷，封山

育林和飞播造林取得良好成效。１９８１年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运动以来，每年有２亿多人参加，植树１０亿多株。过去

无林少林的广大平原地区，造林绿化有了突破性进展，已有

２２３个平原县达到平原绿化标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一期工程已胜利完成，共造林６００多万公顷，现正在进

行第二期工程建设。用材林基地建设也取得了进展，全国营

造速生丰产用材林２００多万公顷。 森林资料是衡量林业发

展的重要标志。我国植树造林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当

前森林资料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与国民经济发展和改

善生态环境的要求很不适应。根据１９８９年７月发布的全

国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与上次清查结果相比，森林面

积有所增加，森林履盖率由１２％提高到１２．９８％，但

森林资源的消耗量大于生长量，森林质量下降。尤其是用材

林的成熟林和过熟林蓄积量大幅度减少，可供采伐的用材林

和过熟林蓄积量只有１４至１５亿立方米，按目前的消耗水

平，只能采伐７至８年，可采资源已濒于枯竭。由于森林资

源形势严峻，给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

一是使长期存在的木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由于木材缺口越

来越大，一方面不得不靠连年过量采伐，用拼资源的办法来



加以维持，另一方面还要用大量外汇进口木材及其产品。从

长远看，靠这两种办法来解决木材缺口是难以为继的。二是

使生态环境恶化。由于森林资源减少，使水土流失加剧，沙

化面积不断扩大，江河水库淤积，水旱灾害频繁，风沙危害

严重，给农牧业生产、水利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三是使林业企业出现经济危困。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必须减

少采伐，而木材产量减少，企业的经济状况就难以维持，只

得用减少造林营林投入的办法来维持最低限度的开支，这就

更加剧了森林资源危机，形成越砍越穷、越穷越砍的恶性循

环。因此，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员，采取有力措施，大力

植树造林，加快国土绿化进程，增加森林资源，增强林业活

力，尽快扭转林业落后的局面，为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生态

环境作出新的贡献。 我国发展造林绿化事业，具有很大潜力

。我国土地辽阔，适宜树种繁多，只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就能够形成多林种、多树种、多功能的森林资源体系。我

国林业用地中，还有８６６１．２万公顷无林地，其中宜林

地面积达７６６１．５万公顷，为植树造林、扩大森林面积

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些宜林地中，有相当大的面积适宜地

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同时，还有大量立地条件较好、林木

生长正常的中幼龄林，具有培育成速生丰产用材林的条件。

只要实行定向培育，合理选择，建立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

加强中幼龄林抚育管理，就可以较快地为国家提供大量木材

。我国是世界上人工林面积最多的国家，有着长期人工造林

的历史，拥有经验丰富的营林队伍和足够的劳力资源，全民

绿化意识不断增强，植树造林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只

要我们深化改革，开拓前进，依靠政策，依靠科技，依靠投



入，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振

兴林业是大有希望的。 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一

）编制规划的目的和主要依据 森林资源是林业的基础。搞好

森林资源培育，是林业工作的重点，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为了有效地指导和促进造林营林生产建设的发展；建

立和考核各级领导干部造林绿化任期目标责任制；有计划地

筹集造林绿化资金；实现造林绿化科学管理、集约经营；使

社会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造林绿化协调发展，必须有一

个长远规划为遵循，使造林绿化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全国

造林绿化规划，是２０００年林业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造林绿化事业的重要指

导性文件。 编制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的主要依据是： １．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林业的方针、政策、法规； ２．２

０００年我国林业发展规划纲要； ３．２０００年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造林绿化规划； ４．林业各专项发展规划； 

５．第三次（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

料。 （二）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规划的指导思想是：

坚定不移地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深化林业改革，发展林业

生产力，增加森林资源，增强林业活力，加快林业发展；坚

持以营林为基础，以培育森林资源为重点，注重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发展多功能林业；实行多层次

、多林种、多树种、多形式造林，多管齐下，多路进军，努

力扩大森林面积，尽快消灭荒山，实现绿化；注重数量，提

高质量，既要抓好新造林，增加森林面积，又要管好现有林

，提高森林质量；要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集约经营，科学管理，既要抓好面上造林，又要抓好



重点工程，既要考虑林业当前利益，又要立足于林业的长远

发展；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

化。 规划的基本原则是： １．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统筹

安排。根据各地的自然和经济技术条件，紧密结合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用材林、防护林、

薪炭林、经济林、特用林等各类林种。针对我国用材林可采

资源濒临枯竭、木材供需矛盾加剧的状况，特别注意不断提

高各地的木材自给能力，保证经济发展的后劲。 把造林绿化

同国土整治，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农牧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密

切结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行多树种、多林种结合，

乔、灌、草结合，带、网、片结合，注重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２．努力增加造林面积。从各地实际

情况出发，采取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四旁植树

、低产林改造等多种形式，多管齐下，加快造林步伐，努力

扩大森林面积。既要重视重点基地、重点工程体系的建设，

又要注意面上一般的、分散的造林。做到点面结合，充分发

挥全社会各方面造林绿化的积极性。同时，对采伐迹地要保

证及时更新，做到当年不欠帐，逐步还清过去的欠账。 ３．

保证质量，讲求实效。重视集约经营、工程造林，实行科学

管理，切实做到适地适树、良种壮苗，积极采用先进技术，

推广适用科研成果，提高造林质量，保证造林绿化取得实效

。还要加强抚育间伐，加强林木管护，提高林分质量，促进

林木生长，提高林地生产力。 ４．提出任务与落实措施相结

合。不但要提出明确的造林绿化奋斗目标，而且对实现目标

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投入，也要有明确要求和具

体的安排，以保证造林绿化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并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同时，还要从组织领导、宣传动员、责任要求

、督促检查、综合服务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

使造林绿化规划任务明确，措施配套，能够实施。 ５．坚持

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

人大的有关规定，对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的造林绿化进

行统筹规划，全面加以安排，分项落实任务，切实做到全民

动员，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各行各业一起上，使广大

人民群众都积极投入到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 （三）规划的奋斗目标 从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全国造

林绿化规划目标如下： 造林总面积和新增森林面积：１２年

规划造林总面积５７１６．５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３９５

７．９万公顷、飞播造林６１６．０万公顷、封山育林１１

４２．６万公顷，年均造林面积４７６．４万公顷。到本世

纪末，新增森林面积３９５８．５万公顷，其中用材林１６

５１．４万公顷、防护林１２３８．５万公顷、薪炭林４１

１．６万公顷、经济林６０２．０万公顷、特用林５５．０

万公顷，分别占新增林林总面积的４１．７％、３１．３％

、１０．４％、１５．２％和１．４％，年均新增森林面积

３２９．９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由１２．９８％增加到

１７．１％，平均年增０．３４％。 造林绿化其他各项规划

指标是： 采伐迹地更新：１２５４．３万公顷，其中人工更

新６１１．３万公顷，人工促进天然更新２２６．８万公顷

，天然更新４１６．２万公顷。 中幼龄林抚育：３９６０．

７万公顷，年均３３０．１万公顷。 种苗基地建设：新建种

子园０．９万公顷，新建母树林４．６万公顷，年产良种１

５０万公斤。年育苗面积稳定在２６万公顷，生产合格苗木



２００亿株。 义务植树：年均参加人数６．１亿人，植树总

株数２６２．１亿株。 城市和村屯绿化：大中城市绿化总面

积达４９．５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３０．６％，村屯绿化

达标数为９０％。 公路绿化：公路总里程１００万公里，其

中可绿化里程６０万公里，已绿化里程３６万公里，规划期

内完成２４万公里，实现可绿化路段全部绿化。 铁路绿化：

铁路宜林路段３．４万公里，已绿化２．２万公里。规划“

八五”期内基本完成１．２万公里的绿化任务，“九五”期

内加以完善。 到２０００年造林绿化的分阶段目标：“七五

”计划后两年全国造林面积１２２８．９万公顷，新增森林

面积７７２．５万公顷；“八五”计划期间造林面积２６２

８．８万公顷，新增森林面积１８１３．２万公顷；“九五

”计划期间造林面积１８５８．８万公顷，新增森林面积１

３７２．８万公顷。 二、规划的总体布局和建设重点 根据规

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全国造林绿化的总体布局，应从

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

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合理安排林种、树种结构，既要抓好面

上造林，又要注意基地建设，做到点面结合，充分发挥各方

面造林绿化的积极性。造林绿化建设的重点是：建设速生丰

产用材林基地，加快五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地积极

发展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用林，大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和部门造林。 （一）加快森林培育，加快用材林基地建设。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生活用材

将不断增加，特别是城乡房屋建筑和造纸等工业的需要量增

长幅度将更大。为了进一步满足对木材的需求，逐步缓解供

需勇于探索，必须加快现有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经营好



现有森林，特别要加强中幼林抚育，同时还要加快建设用材

林基地，大力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 １．加强中幼龄林抚育

。对现有森林及时进行抚育，是加快森林培育的一个重要环

节，是调整林分结构、改善林木生长环境，提高林木生长量

和林分质量、促其尽快成林成材的有效措施。全国现有中幼

龄林７２１６．５万公顷，已抚育１７６０．２万公顷，仅

占现有中幼龄林总面积的２４．４％，尚有７５．６％的中

幼龄林急待抚育。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规划抚育中幼龄

林面积３９６０．７万公顷。规划目标实现后，将使现有中

幼龄林基本抚育一遍。同时，在条件适宜的地方，积极开展

封山育林，扩大森林面积，把森林资源尽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 ２．保护和经营好现有森林，加强更新造林工作。对现有

森林，要逐步做到全面按森林经营方案科学经营，严格按计

划采伐。同时要对采伐迹地及时更新，做到当年不欠帐，并

尽快还上欠帐，这是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

永续利用的重要措施。据统计，全国迹地更新欠帐８８．３

万公顷，其中森工企业局欠帐２３．２化公顷。目前全国每

年有各种采伐方式形成的采伐迹地约１００多万公顷，对新

的采伐迹地必须按《采伐更新管理办法》要求及时地更新。

同时要在２－３年内还清过去的迹地更新欠账。１９８９－

２０００年，全国规划采伐迹地更新１２５４．３万公顷，

其中人工更新６１１．３万公顷，人工促进天然更新２２６

．８万公顷，天然更新４１６．２万公顷。保证采伐迹地及

时更新造林，是恢复和发展森林资源的前提，必须作为造林

营林工作的重要内容切实抓好。 ３．建设用材林基地。根据

我国自然条件，人口分布和经济特点，建设用材林基地，必



须以现有大片林区和林业重点县为基础，选择林业用地、交

通、气候、社会条件较好的地方，以山脉水系为主，将国营

林业局、国营林场、乡村集体林场等统一规划，建设用材林

基地。区域布局主要是安排在从大、小兴安岭到滇黔一线的

东南半壁国土上，并以水热资源条件优越的南方集体林区为

主。在培育方式上，实行新造林与培育中幼龄林结合，加快

后续资源建设速度。在树种安排上，以培育短轮伐期的造纸

、矿柱等中小径材的树种为主，并适当安排一定比例的大径

材和珍贵树种，做到短、中、长期需要相结合。在经营管理

形式上，按规模经营要求，分级抓好基地建设，中央和地方

结合，以部省合营基地为主。 现在全国规划的用材林基地是

２０大片和５小片。２０大片中，南方１４片，即闽西北、

浙南片，赣南、赣西片，湘东南片，湘西片，粤北片、桂北

片，黔东南片，海南岛片，粤中片，湘北、鄂南片、皖南、

浙西、赣东北片、鄂东南、湘东南、赣西北片，四川宜宾片

，滇桂片，共２５４个县，用材林基地面积１５７８万公顷

；北方６片，即大兴安岭片，小兴安岭片，完达山片，张广

才岭、老爷岭片，长白山片，辽东片，共８２个国营林业局

、３６０个国营林场、２９个县，用材林基地面积２３６０

万公顷。５小片，即福建莆田、尤溪林场群、广西林场群，

河北塞罕坝林场群，山西林场群，甘肃小陇山林场群，林场

群基地面积９７万公顷。以上用材林基地面积共４０３５万

公顷。在用材林基地中，除经营好现有森林外，还要大力营

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对残次林要进行改造，把现有森林资源

尽快恢复起来。 ４．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在用材林基

地的２０大片和５小片的范围内选择交通方便，立地条件较



好的一、二类林地培育速生丰产用材林，采取定向培育、集

约经营的方式，提高林地生产力，以较少的林地面积，用较

短的时间，向国家提供大量的木材。远景规划用３０年时间

，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２０００万公顷。到２０００年，规

划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７９８万公顷。这一规划，经国务院

原则同意，国家计划１９８８年以计农字［１９８８］６４

０号文批复。整个规划，按经营单位划分，基地县２９２个

，国营林场９０５个，共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６６７万公顷

，占８３．６％；森工企业８２个，营造１３１万公顷，占

１６．４％。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的布局是，北方７片，即

大兴安岭片，小兴安岭片，完达山片，张广才岭片，长白山

片，辽东片和华北中原片，规划营造２６８万公顷；南方１

３片，即四川宜宾片，洞庭湖片，湘鄂赣片，皖浙赣片，黔

东南片，湘南片，赣南片，闽浙片，滇桂片，桂北片，粤北

片，粤中片，海南岛片，规划营造４９３万公顷；５小片国

营林场群，即河北塞罕坝、山西中条山、福建莆田和尤溪、

广西西江、甘肃小陇山国营林场群，规划营造３７万公顷。 

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的规划实现后，预计到本世纪末每年可

提供木材２２５０万立方米，到２０１０年每年可提供木材

３６００万－４１００万立方米。 （二）积极营造防护林，

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 防护林建设总的布局是：在保护培育

好现有防护林的基地上，加大新造林中的防护林的比重，通

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和飞播造林等不同造林方式，营造防

护林的比重不低于３０％，重点是建设五大防护林体系，即

：“三北”、长江中上游，沿海防防护林体系工程，太行山

地区绿化工程和平原地区农田防护林工程（即平原绿化）。



到２０００年，新营造防护林１９４０．６万公顷。同时，

还要对现有森林的林种结构进行调整，在现有森林中区划出

一部分水源涵养林，并将进一步调减西南、西北地区高山峡

谷林区森工企业的木材产量，使该林区逐步转变为发挥防护

作用为主的林区。 １．“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含京

津周围绿化工程）。１９７８年经国务院批准，“三北”防

护林体系工程正式纳入国家建设计划。建设范围地跨新疆、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

津、辽宁、吉林、黑龙江１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５５

１个县（旗、市、区），总土地面积达４０６．９万平方公

里，占国土总面积的４２．４％。整个工程分为三个建设阶

段：从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为第一阶段；从２００１－２

０２０年为第二阶段；从２０２１－２０５０年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中包括三期工程，其中第一期工程包括３９６个

县（旗、市），从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５年历时八年，共完成

造林６０５．５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４％提高到５

．９％。第一期工程完成后，１９８６年国家计委又批复了

第二期工程建设规划，从当年开始进入为期１０年的第二期

工程阶段，其范围包括１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５１４

个县（旗、市）。第二期工程完成后将进行第三期工程建设

。其中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造林总面积１０２８．９万公

顷。 京津周围绿化工程，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重点

工程之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７６个县，规

划造林绿化总面积３７４．６万公顷，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到

２００５年完成，其中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造林总面积２

３０．７万公顷，完成后，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１７．２％



提高到３４．５％。 ２．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国家计委１９８９年以计农经［１９８９］７３６号文批复

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第一期工程总体规划。一期工

程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江西、陕西、

青海、甘肃等９个省。按水土流失程度，确定重点治理的有

１４４个县（市、区），其中金沙江流域２０个县，黔西乌

江流域１０个县，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６０个县，秦巴山地

汉水流域１１个县，川鄂山地长江干流１８个县，湘赣丘陵

“西湖”水系２５个县，总面积３４万平方公里。１９８８

－２０００年规划造林７４２．５万公顷。一期工程完成后

，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１９．９％提高到４１．７％。１９

８９年已在长江上游５省的３９个县先行开始建设。 ３．沿

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国家计委１９８８年以计农经［１

９８８］１７４号文批复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

规划范围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至广西的北仑河口，大陆海

岸线长１．８万公里。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１１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有海岸线的１９５个县（市、区），其中岛屿县

１２个，总面积２５１９万公顷。一期工程自１９８８－２

０００年规划造林２４６．９万公顷。占工程总量的７０％

。该工程是一个宏大的以人工森林植被群落为主体的多林种

、多层次、多功能、多效益的防护林体系。一期工程建成后

，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将从现在的１６．９％提高到３３．

３％，将改善沿海地区生态环境，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加速国土综合治理和改善投资环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