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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524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２７８号）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

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朱容基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

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

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森林，包

括乔木林和竹林。 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 林地，包括郁闭

度０．２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

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第三条 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

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

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森林、林木

和林地的权属证书式样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条 

依法使用的国家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按照下列规定登

记： （一）使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所有的重点林区（以下简

称重点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应当向国务院林

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登记造册

，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

有的林木所有权； （二）使用国家所有的跨行政区域的森林

、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

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有的林



木所有权； （三）使用国家所有的其他森林、林木和林地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

出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

，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有的林木所

有权。 未确定使用权的国家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负责保护管理。 第五条 集体所有

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所有者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

发证书，确认所有权。 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林木，由所有者向

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

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林木所有权。 使用集

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

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 第

六条 改变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应当依法办

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管理档案。 第八条 国家重点防

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国

务院批准公布；地方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公布；其他防护林、用材林、特种用途林以及经济林

、薪炭林，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关于林种

划分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部署组织划定，报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公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重点防护林

和特种用途林的面积，不得少于本行政区域森林总面积的百

分之三十。 经批准公布的林种改变为其他林种的，应当报原



批准公布机关批准。 第九条 依照森林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五

）项规定提取的资金，必须专门用于营造坑木、造纸等用材

林，不得挪作他用。审计机关和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

。 第十条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向重点林区派驻的森林资源监

督机构，应当加强对重点林区内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监督检

查。 第二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十一条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定期监测全国森林资源消长和森林生态环境变化的情况。 

重点林区森林资源调查、建立档案和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等项

工作，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其他森林资源调查

、建立档案和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等项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制定林业长远规

划，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二）以现有的森林资源为基础； （三）与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

划相协调。 第十三条 林业长远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林业发展目标； （二）林种比例； （三）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 （四）植树造林规划。 第十四条 全国林业长远规划由国

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批准后

施行。 地方各级林业长远规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

行。 下级林业长远规划应当根据上一级林业长远规划编制。 

林业长远规划的调整、修改，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

十五条 国家依法保护森林、林木和林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经营者依法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

地。 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的经营者，依法享有经营权、

收益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有



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 第十六条 勘查、开采矿藏和

修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工程，需要占用或者征用林

地的，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用地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按照

国家规定的标准预交森林植被恢复费，领取使用林地审核同

意书。用地单位凭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

批手续。占用或者征用林地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 （二）占用或者

征用防护林林地或者特种用途林林地面积１０公顷以上的，

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林地及其采伐迹地面积３５公顷以

上的，其他林地面积７０公顷以上的，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

门审核；占用或者征用林地面积低于上述规定数量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占用或者征

用重点林区的林地的，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三）

用地单位需要采伐已经批准占用或者征用的林地上的林木时

，应当向林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或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 （四）占用

或者征用林地未被批准的，有关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不

予批准通知之日起７日内将收取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如数退还

。 第十七条 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临时占用林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并

不得在临时占用的林地上修筑永久性建筑物；占用期满后，

用地单位必须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第十八条 森林经营单位在

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

需要占用林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修筑其他工程设施，需要将林地转为非林业建设用地的，必



须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前款所称直接为林业生产服

务的工程设施是指： （一）培育、生产种子、苗木的设施； 

（二）贮存种子、苗木、木材的设施； （三）集材道、运材

道； （四）林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 （五）野生动植物

保护、护林、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木材检疫的设施

； （六）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基础设施。 第三章 

森林保护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

森林病虫害测报中心和测报点对测报对象的调查和监测情况

，定期发布长期、中期、短期森林病虫害预报，并及时提出

防治方案。 森林经营者应当选用良种，营造混交林，实行科

学育林，提高防御森林病虫害的能力。 发生森林病虫害时，

有关部门、森林经营者应当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及时进行除

治。 发生严重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除

治措施，防止蔓延，消除隐患。 第二十条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

门负责确定全国林木种苗检疫对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的需要，可以确定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林木种苗补充检疫对象，报国务院林业主管

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禁止毁林开垦、毁林采种和违反操作

技术规程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及过度修枝的毁林行为

。 第二十二条 ２５度以上的坡地应当用于植树、种草。２５

度以上的坡耕地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规划，逐步退

耕，植树和种草。 第二十三条 发生森林火灾时，当地人民政

府必须立即组织军民扑救；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做好扑救火灾

物资的供应、运输和通讯、医疗等工作。 第四章 植树造林 第

二十四条 森林法所称森林覆盖率，是指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森

林面积与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森林面积，包括郁闭度０．２



以上的乔木林地面积和竹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

地面积、农田林网以及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林木的覆盖

面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森林覆

盖率奋斗目标，确定本行政区域森林覆盖率的奋斗目标，并

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植树造林应当遵守造林技术规程，实

行科学造林，提高林木的成活率。 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内当年造林的情况应当组织检查验收，除国家特别规定的

干旱、半干旱地区外，成活率不足百分之八十五的，不得计

入年度造林完成面积。 第二十六条 国家对造林绿化实行部门

和单位负责制。 铁路公路两旁、江河两岸、湖泊水库周围，

各有关主管单位是造林绿化的责任单位。工矿区，机关、学

校用地，部队营区以及农场、牧场、渔场经营地区，各该单

位是造林绿化的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的造林绿化任务，由所

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下达责任通知书，予以确认。 第二十七

条 国家保护承包造林者依法享有的林木所有权和其他合法权

益。未经发包方和承包方协商一致，不得随意变更或者解除

承包造林合同。 第五章 森林采伐 第二十八条 国家所有的森

林和林木以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农场、厂矿为单位，集

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个人所有的林木以县为单位，制定年

森林采伐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汇总、平衡，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其

中，重点林区的年森林采伐限额，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

核后，报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每５

年核定一次。 第二十九条 采伐森林、林木作为商品销售的，

必须纳入国家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但是，农村居民采伐自留

山上个人所有的薪炭林和自留地、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



林木除外。 第三十条 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

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

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一）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

还应当提交采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和上年度采伐更新验收证明

； （二）其他单位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目的、地点、

林种、林况、面积、蓄积量、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的文件

； （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

、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 因扑救森林火灾

、防洪抢险等紧急情况需要采伐林木的，组织抢险的单位或

者部门应当自紧急情况结束之日起３０日内，将采伐林木的

情况报告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一）防护

林和特种用途林进行非抚育或者非更新性质的采伐的，或者

采伐封山育林期、封山育林区内的林木的； （二）上年度采

伐后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 （三）上年度发生重大滥伐案

件、森林火灾或者大面积严重森林病虫害，未采取预防和改

进措施的。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式样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规

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印制。 第

三十二条 除森林法已有明确规定的外，林木采伐许可证按照

下列规定权限核发： （一）县属国有林场，由所在地的县级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设区的市、自治州所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其他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核发； （三）重点林区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

，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第三十三条 利用外资营造的

用材林达到一定规模需要采伐的，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年森



林采伐限额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批准，实行采伐限额单列。 第三十四条 在林区经营（含加

工）木材，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木

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

法来源证明的木材。 前款所称木材，是指原木、锯材、竹材

、木片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其他木材。 第三十五条 

从林区运出非国家统一调拨的木材，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木材运输证。 重点林区的木材运输

证，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其他木材运输证，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木材运输证自木材起

运点到终点全程有效，必须随货同行。没有木材运输证的，

承运单位和个人不得承运。 木材运输证的式样由国务院林业

主管部门规定。 第三十六条 申请木材运输证，应当提交下列

证明文件： （一）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 

（二）检疫证明；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符合前款条件的，受理木材运输

证申请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

日起３日内发给木材运输证。 依法发放的木材运输证所准运

的木材运输总量，不得超过当地年度木材生产计划规定可以

运出销售的木材总量。 第三十七条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在林区设立的木材检查站，负责检查木材运输；

无证运输木材的，木材检查站应当予以制止，可以暂扣无证

运输的木材，并立即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

法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

木，以立木材积计算不足０．５立方米或者幼树不足２０株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１



０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

价值３倍至５倍的罚款。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立木材

积计算０．５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２０株以上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１０倍的树木，

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５倍至１

０倍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立木材

积计算不足２立方米或者幼树不足５０株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５倍的树木，并处滥

伐林木价值２倍至３倍的罚款。 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

立木材积计算２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５０株以上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５倍的树木，

并处滥伐林木价值３倍至５倍的罚款。 超过木材生产计划采

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照前两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非法经营的木材

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毁林采种或者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挖笋

、掘根、剥树皮及过度修枝，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

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１倍至３倍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

木价值１倍至５倍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代为

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违反森林法和本条例规定，

擅自开垦林地，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照森林法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对森林、林木未造成毁坏或者被

开垦的林地上没有森林、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处非法开

垦林地每平方米１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造

林任务；逾期未完成的，可以处应完成而未完成造林任务所

需费用２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连续两年未完成更新

造林任务的； （二）当年更新造林面积未达到应更新造林面

积５０％的； （三）除国家特别规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外

，更新造林当年成活率未达到８５％的； （四）植树造林责

任单位未按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造林任务

的。 第四十三条 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１０

元至３０元的罚款。 临时占用林地，逾期不归还的，依照前

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无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非法运输的木材，对货主可

以并处非法运输木材价款３０％以下的罚款。 运输的木材数

量超出木材运输证所准运的运输数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超出部分的木材；运输的木材树种、材

种、规格与木材运输证规定不符又无正当理由的，没收其不

相符部分的木材。 使用伪造、涂改的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非法运输的木材，

并处没收木材价款１０％至５０％的罚款。 承运无木材运输

证的木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运费，

并处运费１倍至３倍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擅自移动或者毁坏

林业服务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四十六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将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改变

为其他林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收回经营

者所获取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并处所获取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中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职责权限的划分，由国务院

林业主管部门具体规定。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８日国务院批准、１９８６年５月１

０日林业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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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