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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培育、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林业科技、智慧林业等建设成效突出

贵州聚力打造一批国有示范林场
吴采丽 刘蓝婴 赵恒

“十三五”时期，我省全面完成
国有林场改革，全省 105个国有林场
全部转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在全国
率先出台 《贵州省国有林场条例》，
国 有 林 场 改 革 经 国 家 验 收 评 价 为

“优”。为巩固我省国有林场改革成
效，省林业局决定在“十四五”期
间，按照“集中力量抓重点、精准施
策带全盘”的思路，重点打造一批有
基础、有潜力的国有示范林场，总结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
和管理模式。

首批入选的林场有 18 个：省国
有扎佐林场、省国有龙里林场、省云
关山国有林场、贵阳市长坡岭国有林
场、习水土河国有林场、安顺市平坝
区国有林场、紫云国有浪风关林场、
水城区玉舍国有林场、七星关区拱拢
坪国有林场、江口县国有林场、黎平
县国有东风林场、锦屏县国有林场、
黔西南州普晴国有林场、望谟县红水
河国有林场、兴义市周壁国有林场、
独山县国有林场、三都水族自治县国
有林场、贵阳市顺海国有林场。

此次公布的第一批 18 个国有示
范林场，在资源培育、林下经济、生
态旅游、林业科技、智慧林业等领域
建设成效突出，充分发挥了国有林场
在生态建设中的先锋作用、在国家木
材战略储备中的骨干作用和在提供优
质生态产品中的主力作用。下一步，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将在项目资金安
排、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经营管理自
主权等方面对国有示范林场给予大力
支持，并加强指导管理，全面引领带
动全省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贵州省国有扎佐林场致力于生态
惠民工作，通过大力实施场外造林、引进医药
园区、打造森林公园和引资发展林下经济等有
力举措，实现了荒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

切实履行国土绿化职能。累计投入 6000
余万元，在贵阳市白云区和黔南州惠水县周边
实施场外荒山植树造林 8万余亩。同时，以直
接支付荒山承包费和林区群众就业工资性支出
等方式增加林区群众收入，造林资金的70%直

接用于支付当地村民劳务费用。
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引进安泰药业、德昌

祥、和仁堂、科开、维康等省内外 20 余家知
名药企落户林区，与贵阳市共同打造了具有森
林公园特色的省级医药食品工业园区。该工业
园区的建成，为林场富余职工和林区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2000多个。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和康养产业。引资建成
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每年门票收入近 4000万

元，成为贵州生态旅游一张靓丽的名片。依托
林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优质的森林资源，
建设医疗、养老、养生为一体的省级康养试点基
地，实现年均 9000人次的康养体验人群和日常
100余名老年群众常驻疗养养老。

探索发展林下经济。与贵阳市白云区沙文
镇靛山村、贵州金黔菌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合同，建设 1000 亩林下珍
稀食用菌种植基地。目前，该项目首期生产的
300亩冬荪及 10余亩红托竹荪和乌杆天麻获得
成功，吸纳林区劳动力 3600 余人次，支付劳
务费近40万元。

省国有扎佐林场 生态惠民 助农增收

“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国有龙里林场累
计完成造林 1.12 万亩，补植补造珍贵用材林
4804亩，中幼林抚育 6.6万次，目前林场经营
总面积达 22.8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94.89%，
森林蓄积量达 114.8万立方米。

林场重视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在 20世纪
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了部分珍稀植物种植试验和
引种繁育研究，成立了贵州省中亚热带珍稀植
物园和贵州高原濒危植物繁育中心，建设珍稀

植物引种培育、扩繁种植基地 1万余亩，其中核
心区定植面积 1500亩，形成了红豆杉、楠木、木
兰、松柏、槭树、竹、山茶等专题园区。植物园共
收录了 156科 448属 1000余种植物，其中，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 24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65种，
省级特有植物 44种。2020年，林场又获批“龙
里县高原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负责营建
西南红山茶和桃叶杜鹃种质资源库。为培育大
径级木材和珍贵用材树种，林场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战略储备林建设规划，将 3.26万亩商品林
作价入股贵州森旅公司，开展国储林项目建设，
目前已完成营造林面积 5797.9亩，主要树种为
楠木、榉木、红豆杉。

同时，林场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景
观优势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建成了贵州龙
架山国家森林公园，公园内建有国花园 150
亩、洋水仙园 60亩、药膳植物园 50亩、珍稀
植物园 500亩、紫薇园 300亩、竹园 30亩、牡
丹芍药园 20亩、兰科植物园 2万余盆。“十三
五”期间，贵州龙架山国家森林公园共接待游
客 15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3068.12万元。

省国有龙里林场 培育资源 加速发展

贵州省云关山国有林场充分依托省林科院
的科研力量，大力开展科研试验示范。“十三
五”期间，林场完成八里屯工区木兰科植物科
研示范基地路面及景观改造，铺装基地步道，
开展了基地景观林建设。完成马尾松种子园、
木兰园、油茶种质资源收集圃、北美红杉引种
栽培示范林、油茶马尾松低改示范林、乡土珍
稀观赏植物示范基地、核桃采穗圃等 7个科研
示范基地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展现了林业

科研成果，提升了科研基地示范效应。建成贵
州省云关山国有林场 100亩石斛仿野生栽培试
验基地，完善基地内供水、步道等基础设施，
为后期大力开展林下经济探索与研究打下了良
好基础。

同时，林场积极与省林科院各科研所、站
及省内各高校开展合作，联合申报科研项目近
30 项，获得课题经费 500 余万元，发表论文
50 余篇，极大地展现了林场作为科研重要平

台的作用。林场与各科研院所联合申报国家良
种基地，现已成功获批国家国家油茶、核桃良
种基地，基地面积为 749亩，其中，种质资源
收集区 344 亩、采穗圃 49 亩、试验林 70 亩、
良种繁殖圃50亩、示范林236亩。

积极开展科普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各类活
动对青少年和社会群体进行科普教育，与附近
中小学和社区建立常年性科学普及工作，先后
获得国家科技部、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全国
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贵州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贵州省科普教
育基地”授牌。

省云关山国有林场 科技赋能 提质增效

贵阳市长坡岭国有林场是贵阳市环城林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区位显著。近年来，林
场大力培育森林资源，根据第四次森林资源调
查数据，林场森林面积达9424.5亩，活立木蓄
积量达 8.21万立方米，成为贵阳市重要的生态
屏障。

林场建有贵州省天然林保护工程种苗基
地，常年开展乐昌含笑、红花木莲、桂南木
莲、红豆杉、飞蛾槭等乡土珍稀树种育苗，截

至目前已培育各种规格珍稀苗木 30.7万余株，
出圃 14.36 万株。林场在谷立管护站建立珍稀
树种苗木培育基因库 50 亩，培育了武当玉
兰、竹柏、银鹊树、青钱柳、黄心夜合等珍贵
树种 3700 余株。同时，还实施了谷立黔中地
区林木资源收集库建设项目，栽植蓝果树、黄
心夜合 7400 株。2021年，林场顺利申报贵阳
市长坡岭国有林场特色乡土树种国家林木种质
资源库项目，收集、保存贵州特色乡土树种檫

木、蓝果树、黄心夜合，种植面积共 16公顷。
长坡岭国有林场是贵阳市目前唯一的国家

级森林公园，近年来，林场通过积极争取上级
资金，不断提升公园核心景点基础设施建设和
景观提升等。一方面加强对公园的管理，取缔
园区内烧烤经营项目，进一步提升了公园品质
和形象，另一方面打造了森林大草坪、樱花
湖、茶马古驿道、林下木质栈道等独特景观，
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更优美的生态产品。此外。
林场还与德国合作建立森林体验教育中心，建
成后将积极开展森林体验教育活动，传播森林
生态文化，宣传生态文明理念。

贵阳市长坡岭国有林场 生态屏障 护佑省会

近年来，顺海国有林场积极挖掘提炼生态
文化、生态科普内容，打造、提升具有生态文
明内涵的教育基地平台，完善森林文化宣教规
划布局，建设打造可用于森林文化传播的示范
基地，成为了集森林文化、休闲、健身为一体
的高品位游览胜地。

在森林资源管护方面，创新管护机制。结
合林场森林资源分散，周边村镇较多，综合情
况较为复杂的现状，依据各管护站森林资源分
布面积配备森林管护人员，实行管护分片制。

持续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对全场森林资源
健康状况实行全年实时监控，确保林场林业有
害生物成灾率为零。严防森林火灾，确保生态
安全。增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
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地遏制了非法占用林地现
象。

在发展林下经济方面，林场引进贵州美味
鲜竹荪产业有限公司种植红托竹荪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种植规模 1000 亩，建设内容为红托
竹荪苗种培育、种植、产品展示等，现已完成

投资 1400 万元，种植红托竹荪 200 亩。同
时，林场大力推进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既为
生态环境和公园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又加
快林场产业的发展。

在发展生态旅游方面，林场着重打造登高
云山森林公园和鹿冲关森林公园两个公园。其
中，登高云山森林公园规划面积 160公顷，总
投资 3.2亿元，是集森林游览、植物科普、花
卉赏识、生态展示、户外运动、休闲健身等为
一体的公益性市级示范公园，是贵阳市“千园
之城”建设的市级示范项目，该公园还设立了
森林驿站科普馆，通过实景营造传播森林文
化。

贵阳市顺海国有林场 生态文化 浸润人心

近年来，习水土河国有林场转变工作观
念，不断提高绿色发展理念。在林场改革后，
整合森林资源管理区域，林场经营总面积达
10.54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98.46%，活立木蓄积
51.17万立方米，森林资源不断增长。

大力开展森林培育和资源保护工作，主要从
抓好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康养、林下
经济和资源培育等方面入手，壮大林场发展规
模。同时，认真抓好项目实施，发展壮大国家储备
项目基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提升森林效益。此
外，林场还对照最近一次“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成果”数据，抓好国有土地确权定界工作及权属证
书办理工作，助力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不断创
新经营管理机制，包含国有固定资产管理、森林资

源有偿使用等创新经营管理和人事管理机制。林
场将现有固定资产按市场价格进行出租，以盘活
森林资源、提升森林效益。在脱贫攻坚战期间，林
场改制人员深入习水县24个乡镇，分别包组包户
投入到一线，协同各村谋划产业发展。构建以森
林生态资源为基础的生态网络，探索发展林业产
业，努力发挥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休闲服务功
能，从而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

下一步，林场还将要继续强化基地建设和
森林康养旅游开发，同时加强智慧型林场建
设，以信息化手段开展森林防火、护林员管
理、森林资源管理，围绕林场发展机遇和政策
支撑，多谋创新管理方法和路子，为林场社会
经济发展创造更优越条件。

习水土河国有林场 创新机制 激发活力

安顺市平坝区国有林场大力实施绿化造林，
近 10 年累计造林 2904 亩，林场森林覆盖率达
95.32%。为有效保护来之不易的森林，林场通过
建设智慧林业，提升资源保护能力。2021年，林
场用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建设
森林防火瞭望监测信息化管理工作室，主要建设
4套森林防火瞭望监测高清数据采集系统、建设
4个前端卡口智能监测系统、建设 1套指挥中心管
理系统、建设 1套软件系统。

全面实行林长制，林场逐步形成了林长牵头负
责、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资源保护新
格局。设立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林长，建立
林长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责任区域，各级林长是责任

区域森林资源管理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实现“青山有
人管、绿树有人护”。做好森林防治结合，筑牢森林
生态屏障，保障森林资源稳步提升。落实森林防火
责任制，将林场划分6个片区进行管理，每个片区明
确挂片人员，签订防火目标责任书，编制《森林防灭
火早期处置方案》，组建半专业化扑火队伍。

大力发展林业产业，2020 年 2 月，林场与安
顺市平坝区睿智林木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林
地、林权流转合同》，流转林地 6182.32亩，目前已
种植林下黄精 300亩，带动林场周边村寨 30余名
村民就业。同时，大力实施国家储备林项目、森
林培育、森林抚育等项目，为周边村民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助力乡村振兴。

安顺市平坝区国有林场 智慧林业 保护资源

近年来，紫云国有浪风关林场充分挖掘林
地资源，建设林下鸡、林下蜂、林下菌经济产
业综合立体示范基地。

坚持高位推动，紫云自治县成立专班负责林场
林下经济发展，县财政、乡村振兴部门集中资金资
源要素强力推进，共整合乡村振兴、涉农等资金
2140万元用于林场示范基地建设，省林业局落实资
金710万元帮助修建了林场林区产业道路。

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辐射带动。通
过林场与周边养殖群众互动交流，把现代技术
和传统技艺有机结合提升林下养殖技术，在不
同类别林地探索和实验，有效破解了利用林下
坡地种植食用菌技术、使用松枝覆盖保温并加
快食用菌生产速度的两大难题，探索形成了一

套符合山区林地种养的新模式。目前，林场共
发展林下菌 1000 亩、林下养鸡 4 万羽、林下养
蜂 300 群 （箱），辐射带动全县 13 个乡镇 （街
道） 发展林下蜂 2.5 万群、林下鸡 100 万羽、林
下菌 3000亩。在林场的示范带动下，2020年紫
云自治县林下产业产值达 6.5亿元，产业利润达
2.06亿元，带动5万余农户人均增收4000余元。

林场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国有林场、专业
合作社和农民之间“入股合作、利益保底、盈
余返还、佣工付酬”的利益联结机制，采取

“龙头企业+国有林场+合作社+农户”的“场村
联动”组织方式，明确了农户在产业发展各个
环节上的利益分配，确保农户稳定获得收益，
实现了多方共赢。

紫云国有浪风关林场 林下经济 风生水起

六盘水市水城区玉舍国有林场总面积53565
亩，其中公益林面积 26818.05 亩，商品林面积
25058.7 亩，森林覆盖率 96.16％，森林蓄积率
15.47万立方米。

森林资源丰富，气候宜人，是发展康养旅游
的首选之地。为此，林场发挥资源优势，建成了
玉舍雪山滑雪场、雪山酒店、林海雪原生态餐厅、
云端魔方等旅游业态，引进经营主体，盘活闲置
低效旅游资产，让资源效应和品牌效应实现最大
化。凭借全国十佳林场、贵州省第一批国有示范
林场、贵州省优秀森林公园、贵州省十大康养旅
游示范基地、中国滑雪场 TOP30 等多项称号，不
断放大旅游产业化品牌叠加效应。通过举办全
国高山滑雪邀请赛等赛事活动进行营销，线上与

一码游贵州、携程、美团等网络平台合作营销。
今年 1月至 9月，林场共接待游客 178.6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8.72亿元。

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林场将发展林下经
济与旅游深度结合，以每年彝族火把节、夏季
避暑季、冬季滑雪季等重要活动期间大量游客
到野玉海观光旅游为基础，全面推进林下经济
发展和打造集种植、采摘、食用、技术培训、
培育新品种、科普教育于一体的产学研基地等
工作，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助推旅游产业化，以
旅游产业化带动林下经济发展。

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林场创造了更多就业岗
位，带动群众收入持续稳定增加。今年以来，已
解决务工 1万余人次，发放务工工资 100万余元。

水城区玉舍国有林场 旅游康养 全面开花

贵阳市顺海国有林场依托森林资源打造登高云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
休闲好去处。 乔啟明 摄 （贵州图片库发）

省国有龙里林场依托森林资源建成龙架山国家森林公
园，公园内四季花开，风景美如画。

王立信 摄 （贵州图片库发）

水城区玉舍国有林场依托森林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和康养
产业。 聂康 摄 （贵州图片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