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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怎么推动

捷文村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
采取“山要平均分，山由群众自己分”的办
法，在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领跑

群山怀抱里，一座座新楼掩映在竹林间，这是福建
省武平县万安乡捷文村。

提起分田到户，人们就会想起先行先试的安徽省凤
阳县小岗村。提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我们就不能不说
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

武平县地处闽粤赣三省接合部，是革命老区县、原
中央苏区县、全国南方重点林区县。2001 年以前，武
平县和全国大小林区一样，虽然相继开展了林业“三
定”、落实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等改革工作，但由于没
有触及产权问题，集体林产权不清、经营主体不明等体
制机制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影响林农的积极性，当地陷
入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
入、林业产业难发展、望着青山难收益等“五难”问
题。捷文村耕地只有 680 亩，林地多达 2.6 万多亩，作
为武平县重点林区村，“五难”问题尤为突出。有一
年，捷文村竟然有 7人因乱砍滥伐被判刑。

改革势在必行。武平县委、县政府最初并没选择捷
文村试点。2001 年 4 月，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武平县在万安乡上镇村开展新林权证换发工
作。让人想不到的是，不管工作组人员怎么做工作，由
于山林权属不清、界址不明、有山无证、有证无山，村
民纠纷不断，新林权证换发工作始终无法推进。时任万
安镇捷文村党支部书记的李永兴听说这个消息，主动向
上级申请，要求在捷文村开展集体山林确权发证试点。
于是，2001 年 6 月，武平县重新选择万安乡捷文村作
为试点村。

作为集体所有的财产，集体林权几十年来从未动
过。没有先例，政策不明朗，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
李永兴回忆说，试点工作首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山要
怎样分，二是山由谁来分。对于山要怎么分，有两种截
然不同的主张：一是采取家庭承包，按人口均分确权到
户，显示公平；二是采取大户承包，按竞价方式，体现
效益优先。对于山由谁来分，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
见：一是由县乡制定方案，由上级来分；二是村里组织
村民讨论决定。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捷文村
党支部决定，“山要平均分，山由群众自己分”，当年年
底之前，捷文村集体山林全部平均分给了农户。全村共
发 放 林 权 证 352 本 ， 涉 及 26763 亩 ， 林 权 发 证 率
100%，林权到户率 100%。2001 年 12 月 30 日，53 岁
的村民李桂林领到第一本全国统一式样林权证。

2002 年 4 月，武平县委、县政府正式出台 《关于
深化集体林地林木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在既没有上
级授权，也没具体法律依据，更没其他地方经验可供借
鉴的背景下，武平拉开了全县林改的序幕，在全国跑出
第一步。

分山可是像当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一样的大事
啊！山分了，林权证发了，但没有上面的红头文件，发
下去的证算不算数，分下来的山会不会被收回？武平人
心里很没底。

2002 年 6 月 21 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
专程来到这个距省城最远的山区县调研林改工作，作
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
样从山下转向山上”“林改的方向是对的。要脚踏实

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等指示，为武平林
改一锤定音。

2003年，福建全省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06 年，福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得到中央

认可。
2008年，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山林怎么管护

武平县通过赎买、租赁、置换、合作
经营等多种方式，把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
调整为生态公益林

山林分到家家户户手中，会不会导致乱砍滥伐呢？
“老百姓都明白：烧了自己的林子，自家受损失；

烧到别人的林子，自家还要赔钱。”捷文村村主任李美
元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前，村民烧荒经常引发山
火，现在再也没有过。即使不慎失火，小火还没蔓延开
就已被扑灭。

山分到了自家手上，村民吃了定心丸，舍得投入，
“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不仅没有出现乱砍滥伐问
题，反而出现了全家护林、合作造林、昼夜护林的可喜
景象。“山还是那座山，可那是我的山。这山不再没人
管，我就是永久的护林员。”如今已近古稀之年的李桂
林笑呵呵地说。

当生态保护与林农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解决的
办法是：赎买。赎买对象是江河两岸、水源地等重点生
态区位商品林。

2009 年，武平县将县城饮用水源捷文水库周边约
3.7 万亩的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以租赁的方式进行赎
买，给予林农每年每亩 6.75 元的租金，并形成长效的
补偿资金投入制度，实行“一卡通”直补到户。李桂林
家 260 亩山林，其中 100 多亩在捷文水库边上。这片林
子山高路险，进出不便，如何开发利用曾着实让他发
愁。赎买之后，每年每亩 6.75 元是固定租金，另有天
然林停伐补偿款 15 元。他不用操心，每年可净挣 2000
多元，别提多高兴了。

2015 年，福建在全国率先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
林赎买改革，武平被列为 7 个首批试点县之一。备受鼓
舞的武平县进一步将县城及乡镇饮用水源林、城区公
园、国省道高速公路沿线山林，通过赎买、租赁、置
换、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调整为生态公益林。原本待
砍伐的商品林，立马变身为大众绿色不动产。

按 《福建省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方
案》 的设计，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改革实施主体为
县级政府，改革方式为赎买、租赁、置换，“十三五”
时期计划实施试点面积 20 万亩。截至目前，福建省级
财政投入 1.4 亿元补助，完成试点面积 10.9 万亩。福建
省林业厅副厅长严金静说，从 2007 年开始，以城市工
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量为依据，全省共筹集资金 10.3 亿
元用于生态公益林保护补偿。福建省计划逐步将重点生
态区位针叶纯林改造成针阔混交林，改善和提升生态功
能和景观功能。当然，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虽然被赎
买，如果条件适宜，仍然允许发展林下经济。

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后，林权收归国有，林地
所有权仍属集体，由县级国有林场或其他国有林业经营
单位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统一经营管理可是大有学问。
38 岁的刘金友是福建省永安市森林资源巡防大队

和市森林消防大队管护队员。他也是永安市金盾森林资
源管护有限公司员工。金盾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一支队伍两套牌子，设 10 个管护中队，有队员
190 人，管护 230 万亩林地，是永安市委、市政府组建
的福建省首家专业化森林资源管护单位，实行森林资源
保护社会化、一体化管护。刘金友负责管护黄历区域
9259 亩林地。管护山林，每天游山玩水，似乎很惬
意，其实不然，他可不轻松。每天规定巡山时间为
9︰00 至 17︰00，其余为责任时间，仍要对所管辖山
场负责。10︰00 至 17︰00 之间，中队随时会查岗，经
查岗缺勤未在岗的，每次扣罚 5 分，并按旷工论处；月
度累计被查缺勤未在岗 3 次，年内旷工达 3 日及以上，
将被解除劳动关系。

进山后找个阴凉地方歇着行吗？不行。中队指定
了巡山线路，刘金友每天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点
位，用定位智能手机上传定位图片，才可视为巡山到
位。发现盗砍或其他破坏生态的行为，应立即定位上
传图片。

借口信号不好或电池没电关机行吗？上级规定：通

讯联系不上的，每次扣 5 分；未上传巡山位置图片的，
每次扣 10 分。每天还应做好巡山工作日记，每缺记一
次扣 5 分，记录不真实或乱记录的每一次扣 10 分。类
似扣分还有很多，比如：责任区林木若被盗砍，每棵扣
1 分 （木材未流失的不予扣分）；巡山未佩戴个人安全
设备的，每一次每一项扣 10 分；发生森林火警每起扣
5分，并按过火面积每亩加扣 1分。

扣分有啥后果？据金盾森林资源管护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胡永生介绍，管护队员年终奖金与积分挂
钩，实行末位淘汰。去年有 5 名管护队员因扣分较多
被辞退。专业化的森林管护让刘金友他们一刻都不敢
松懈。公司成立的第一年，林木盗伐量就同比大幅下
降了 90%。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在政府有关部门和林农共
同精心呵护下，福建省森林覆盖率从 2002 年的 60.52%
提高到 65.95%，持续保持全国首位；森林总蓄积量从
3.65 亿立方米提高到 6.08 亿立方米，净增 2.43 亿立方
米。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促进福建空气、地表水质量
持续提升。2016 年，福建省 9 个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
验区的环境空气质量均好于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比例平均为 98.2%。

林农怎么致富

如何有效盘活生态公益林，实现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福建省的办法是大
力发展富林产业，让林农“不砍树，也致富”

光有生态美好还不行，林农必须因改革而致富，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才能可持续。

捷文村曾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村，2001 年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之前，人均年收入只有 900多元。去年这一数
字高达 13800 多元，增长了 14 倍多。李桂林家分到
260 亩山林，他靠卖竹材、竹笋，每年可增收 2 万多
元。除此之外，他在林下散养了七八千只土鸡，每年还
能赚 1 万多元。严金静说，商品林由于放活经营，林农
有了处置权，从明晰产权至今，大部分已采伐过一次。
每亩一般出材 7 立方米以上，按每立方米 700 元利润计
算，每亩收入近 5000元。

生态公益林虽有补偿款，但与商品林收入相差 30
多倍。如何有效盘活生态公益林，实现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赢，是明晰产权后面临的又一大课题。福建
省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富林产业，让林农“不砍树，也
致富”。

铁皮石斛种植就是“不砍树，也致富”的好办法。
在武平县城厢镇畔旎湖山坳里，棵棵大树身上层层长着
一种绿色植物，它就是名贵中药材铁皮石斛。这片 580
亩的林子是东岗村朱永昌等林农的，被政府赎买为生态
公益林。2014 年 8 月，本土企业家练志明租赁过来，
种植仿野生铁皮石斛，林下套种三叶青、钩藤等药材，
并发展养蜂等多种经营，今年预计可实现产值 2300
万元。

森林旅游是“不砍树，也致富”的另一种好办法。
在福建“驴友”圈里，提起“云礤森林人家”，几

乎无人不知。“山高林密多光棍，有女不嫁云礤人”，这
句顺口溜真实反映了武平县城厢镇云礤村的过去。云礤
村地处深山老林，全村 155 户 805 人。2003 年 6 月，全
村 15830亩林地全部被划为生态公益林后，林木不能采
伐，甚至连生活柴火都成问题。为了生计，村民不得不
外出谋生，全村仅剩下 100多位孤寡老人，成了远近闻
名的“空心村”。不少村民抱怨：“林子虽好却不能砍，
水质再好不能当饭吃，空气清新又不能卖钱。”谁说良
好的生态不能变成钱！城厢镇扶贫干部在走访中发现，
云礤村生态一天比一天好，不时有散客来村里观光，于
是，旅游扶贫项目“云礤森林人家”被设计出来。在扶
贫干部的帮助下，2012 年初，外出务工农民钟尚义回
到村里，开办了全村第一家旅店，专供土鸡、土鸭和原
生态绿色美食，当年就赚了 20 万元。其他村民纷纷效
仿，城厢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提出建设“云中村寨、
世外桃源、美丽乡村、旅游胜地”，大力发展吃、住、
娱为一体的生态康养休闲游。目前，全村已发展“森林
人家”26 家，从业人员 355 人，年接待游客 60 多万人
次，仅去年国庆期间就接待游客达 19 万人次。2016
年，森林人家农户平均纯收入达 20 多万元，全村年人
均收入达 2.1 万元，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收入来自森林
人家、林下种养、森林旅游康养，比林改前的 2001 年
翻了 10 多倍。云礤村从以前的穷山村，一举变成远近
闻名的小康村。

穷 山 如 何 变 金 山
——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薛志伟

东南形胜，林海无际，这是福建武夷山

区。武夷山形成于6000万年前的火山大喷

发，自古砂岩广布，丹霞地貌举世闻名。就在

20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穷困山区。

如今，山区生态越来越美好，山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富林产业在福建省林区蓬

勃发展，2016年全省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

616亿元，成千上万的贫困林农因此摘掉了

贫困帽。穷山正变成金山！这些变化源于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近日，记者走访福建省

武平县、永安市等地，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开展调查。

阅 读 提 示

林改没有先例，政策不明朗，

要推向纵深，确实很难。这么难办

的事，为何福建先人一步干成了？

原因无他：功夫到了。

下功夫就是工作做细，大胆探

索，不断解决新问题。比如集体山林

权属不清，界址不明，有山无证，有

证无山，确定如何分配时，村民各执

一词，纠纷不断。当地在充分尊重群

众意愿的基础上，决定把集体山林平

均分给农户，做到了公平公正，分配

难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再比如林权抵押贷款，虽然是

为了解林农造林、育林资金短缺的燃

眉之急，但运作了几年效果并不理

想。有关部门通过深入调研发现：林

农以林权抵押贷款，一旦发生贷款风

险，银行、担保公司都难以处置林木

资产变现，故而积极性不高。为此，

政府牵头组织收储担保，让林农凭林

权证直接在银行办贷款。

还比如当生态保护与林农利益

发生冲突时，当地想出赎买、租

赁、置换、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

将重点区域的林地调整为生态公益

林，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森林旅

游等绿色富民产业，帮助林农“不

砍树也致富”。随着改革的深入，

一系列的难题不断出现，福建干群

坚持不断摸索，不断创新机制，激

发新活力，不断破解新难题，从而

推动林改不断走向纵深。

世上无难事，功到自然成。

功到自然成

黄俊毅

以前，银行为降低风险，林权抵押贷款期限一般不
超过 3 年。最近，福建永安林农周爱民用 1300 亩山林
作抵押，却从兴业银行三明分行拿到 200万元，还款期
限竟然长达 15 年，因为三明中闽林权收储有限公司为
他作了担保。

林木成材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年，三明中闽林权收
储有限公司为何愿意为林农作担保呢？原来，这是一家
政府主导的专为林农排忧解难的企业。2014 年，为了进
一步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福建省林业厅、三明市政府与福
建乾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三明中闽林权收
储有限公司。这家以政府主导、民营资本参与的混合型
所有制企业，专门为林企、林农、林业经营组织办理林权
抵押贷款，提供一站式服务。

三明中闽林权收储有限公司为林农作担保，自身效
益如何实现呢？公司董事长陈金曙表示，经营收入主要
来自林权按揭贷款综合服务费和林权托管费。林权按揭
贷款综合服务费按贷款额每年收取 1.2%，林权托管费按
每年每亩 4 元收取。周爱民说，以前办理林权抵押贷款，
银行利率一般要比基准利率上浮 50%以上，加上评估、
担保等费用，月息能到 1.5%以上。现在通过三明中闽林
权收储有限公司办理贷款，实际融资成本降到了月息
0.7%以下，而且当时就能拿到贷款。

2014 年 11 月至今，经三明中闽林权收储有限公司
担保，商业银行对林农、林企共授信 7.9 亿元，目前已放
款 70 笔，金额为 56493 万元，涉及抵押林地面积 42.58 万
亩，未发生一起不良贷款，深受林农欢迎。

三明：

林农融资享受一站式服务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本版编辑 董 磊 王宝会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武平县东香花卉富贵籽产业基地。

武平县万安乡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展示 2001 年时

领到的全国第一本林权证。

无人机正在永安林区上空巡逻。

武平县东留镇智能温控大棚种植的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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