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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2008 年初的冰雪灾害使得湖南省森林资源严重受损，生态退化，森林火

灾、病虫害等次生灾害的隐患严重。湖南省提出“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力图通过使用乡土树种营造多树种针阔混交林，通过多种造林学方法来提高林

分结构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提高人工林对自然灾害的抗逆性和应对未来气候多

种变化影响。 

自 1991 年以来湖南省已成功地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展了四个林业项目。之

前的世界银行项目主要集中于提高木材的产出，质量和标准，这个项目主要集

中于恢复被冰雪灾害损毁的造林地使之对自然灾害和多变的气候具有更强的抗

逆性。 

项目目标：1、灾后重建；2、在冰雪灾害严重受损地区，通过森林恢复和

重建，营造混交林、改变林分结构，以达到提高林分抗逆性、稳定性的目的。 

项目区的选择：2008 年冰灾严重区域, 并且已经界定为生态公益林的林地。 

项目的要求：1、本项目主要目的是对生态林进行恢复，主要考虑项目的生

态效益。2、农户自愿参与。3、项目培养的森林不能转为用于商业目的用材

林。 

世界银行贷款：全省实施本项目拟引进世界银行贷款 8000 万美元。不对受

益方做转贷，由县一级政府作为世行贷款的承贷方，对贷款统借统还。 

2 参与式规划的目的和意义 

2.1 开展参与式规划的目的 

 保证项目相关的权益人自愿参与本项目； 

 避免项目的社会风险，即项目干预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并与相关权益

人制定防止风险和冲突的对策措施； 

 通过与农户的磋商，设计项目的技术方案，包括合适树种的选择、造林

模式和模型的设计、造林后林地的承包安排和后续管护方案等； 

 确保项目区低收入农户、贫困户、少数民族户、妇女等群体能够有公平

参与项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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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受益人磋商也是构建和提高农户林地资源保护意识，提高他们林

地资源管理承诺和管理能力的过程，对保证项目的长远影响是至关重要

的。  

2.2 开展参与式规划的意义 

参与式规划是确保所有目标群体（受益人）自愿、自主参加项目的有效途

径；确保受益人能够参与决策，包括识别项目内容、确定造林模型以及寻求避

免或消除项目实施带来的对生计产生潜在影响的减缓措施。 

2.3 本指南应用范围 

本《参与式规划指南》将用于指导所有项目县(市)开展项目参加农户或林业

合作社或村(有未承包到户的林地)的选择、项目经营活动、项目合同的签订以

及对受影响人群补偿措施（如果需要）的制定。 

3 磋商团队的组建和培训 

3.1 团队的组建 

1. 省级团队：由省林业厅项目办和省林业规划设计院共同选定 4—5 名林业技术

人员组成省级磋商协调小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培训市、县级人员，参与并在社

区参与式磋商实施过程中对市级、县级和乡镇级人员提供指导。 

2. 县(市)级团队: 各项目县(市)林业局从参与项目规划的林业站等单位选出 3—4

名林业技术人员组成市、县级团队。主要任务是培训乡镇级林业技术人员，提

供社区参与式磋商的方法指导，并部分直接参与社区参与式规划。 

3. 乡镇级磋商协调人: 乡镇级林业站指定 2—3 名技术员作为项目设计和项目实

施阶段村级项目规划和磋商的协调人。乡镇级林业技术员将接受省级和市、县

级磋商协调小组提供的项目参与式规划的方法培训。 

3.2 磋商团队的培训 

培训策略 

参与式规划人员培训将采用“培训培训者”的模式。如前所述，4-5 名省级人员

将负责培训县(市)级团队人员。县(市)级人员培训在实施社区参与式设计前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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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集中统一培训，再由县(市)级人员根据各自的情况在所在县分头培训乡镇级磋

商协调人。  

培训时间 

方法培训至少需要 2.5 天时间，其中 1 天用于室内方法培训，1 天作社区参与式

规划的实地练习，0.5 天讨论、交流。 

 

培训的主要内容  

 

培训内容如表 3-1 所示 

 

参与式规划方法培训建议日程 

   表 3-1 
时间 内容 负责人、参与人 

第一天 室内方法培训  

上午 

1、项目简介； 

2、介绍参与式规划的目的和意义； 

3、介绍参与式规划的步骤和方法； 

4、主持村民会议的方法和技巧； 

5、半结构访谈方法和技巧 

6．资源图 

培训教师 

   

下午 

参与式规划主持协调的方法练习： 

1、小组练习: 小组磋商，磋商研讨会的步骤，内容和

主持、半结构访谈技巧； 

2、分享小组练习结果   

培训教师 

学员 

第二天 

参与式规划主持方法的村级练习   

1、磋商研讨会的主持； 

2、农户访谈； 

3、村级土地资源踏查，落实造林地块  

学员  

   

第三天 

参与式规划主持方法的村级练习  

1、总结回顾村级练习； 

2、分析练习结果； 

3、提问和解答磋商主持的技术问题  

培训教师  

学员  

 

4 参与式规划程序 

基本说明 

- 参与式规划过程包括（1）宣传动员（2）相关权益人的磋商和自愿

申请（3）签订参与项目意向协议（4）签订项目经营管护合同。 

- 综合考虑时间、县级磋商团队的人数有限，一般情况，拟议近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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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第 2 年)实施的乡或村参与式规划由县级磋商团队直接参与完

成。 

- 乡级磋商团队在县林业局(或项目办)人员的带领下，在项目区进行

参与式规划。 

4.1 第一步：宣传和自愿申请 

在项目准备期，由项目办准备纸质、语音、视频等多种介质的宣传资料，通

过发放宣传单、宣传栏、黑板报、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进行至少一周的宣

传、动员。并组织村、农户自愿填写申请表。 

本步的主要任务和活动如下:  

（1） 县林业局负责设计项目简介小册子(参见附录 6.1). 主要信息包括:  

a) 项目目标; 

b) 项目内容和主要推荐的主要经营模型\主要树种; 

c) 项目提供的支持，预期产出和效果;  

d) 参加项目农户的预期收益和承担的义务； 

e) 申请参加项目的资格; 

f) 申请参加项目的程序 

（2） 邀请项目区的行政村填报项目申请表(参加附录 6.2.1)    

（3） 设计农户参加项目申请表  

（4） 组织社区动员，邀请农户申请项目。主要活动包括:   

a) 请村委会在规划磋商小组入村一周之前发放项目简介;  

b) 组织村级动员大会，村干部和规划磋商小组共同发布项目信息 

c) 邀请农户自愿填报项目申请表(参见附录 6.2.2、6.2.3) 

主要参与人:  

a) 县、乡镇林业站参加技术设计和参与式磋商的技术人员 

b) 村干部：村书记，村长，村会计等  

c) 有意参加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的村民和农户, 30-40% 的女性村民 

4.2 第二步：召开相关权益人磋商研讨会 

主要任务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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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农户填报的申请表分析识别可能参加项目的农户，拟定农户清单: 包

括 

- 已经承包了集体荒地和林地的农户;  

- 有意向承包经营集所有的荒地和林地，并愿意参加项目的农户 

- 承包集体林地的联户; 

- 没有承包林地的低收入户，但有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农户  

（2） 召开村民会议，做小组磋商或多相关权益人磋商研讨会，磋商主要内容

如下:  

- 介绍、宣传项目基本情况 

- 磋商造林模式，多树种混交、乔灌混交等造林模式 

- 项目给本地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参加附录 6.3) 

- 农户技术服务需求(参加附录 6.4) 

- 发放项目供选菜单(参加附录 6.5，但可能有变化) 

- 介绍参与项目后经营管护合同内容 

- 确定项目参与农户 

- 项目参与农户对供选菜单打分排序(参加附录 6.6) 

- 收集、汇总打分排序表并当场宣布结果 

- 确定项目经营类型、树种、经营模式 

(3) 造林模式的现场落实。主要内容应包括:  

- 确认造林地块和造林面积; 

- 核实栽植的树种和栽植模式; 

- 密度和行、株距等;  

- 绘制林地图 

- 小班图的核实 

推荐的方法和工具:  

a) 由林业技术人员协调的小组磋商  

b) 技术人员协调主持的多类型农户参加的磋商研讨会  

c) 供选菜单 

d) 打分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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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土地利用现状踏查和绘图 

主要参与人:  

a) 村干部，一般村民代表  

b) 愿意参加项目的农户  

c) 有意向参加项目的林业合作社 

d) 妇女代表，占 30-40% 

e) 县、乡林业技术人员  

4.3 第三步: 签订参与项目意向协议  

任务和活动:  

a) 设计参与项目意向协议模板，并与参与项目的相关农户，林业合作社和

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进行磋商 

b) 与参加项目的农户，林业合作社和村委会（未承包到户的项目用地）签

订参加本项目的意向协议(参加附录 6.7) 

c) 召开村民大会，公布参与项目农户名单和造林项目磋商的结果   

主要参与者: 

a) 参与项目的有关农户，林业合作社 

b) 村干部，代表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荒地的项目造林签约方 

c) 县项目办的人员，代表项目方 

4.4 第四步: 签订项目经营管护合同  

任务和活动:  

a)在造林作业设计时(正式施工前)参加项目的农户、林业合作社、村委会和

国有林场签订参加本项目的合同(参加附录 6.8)。 

主要参与者: 

d) 参与项目的有关农户，林业合作社 

e) 村干部，代表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荒地的项目造林签约方 

f) 县项目办的人员，代表项目方 

 

为便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参考，将以上步骤归纳成下表(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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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磋商步骤和方法 

   表 4-1 

步骤 主要活动/任务 使用的方法和工具 产出 主要参加人 

第一步:  

宣传和动员  

1、设计并发放宣传单 

2、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项目  

3、通过村干部发放参与项目申请表 

4、设计项目合同 

省林业厅准备宣传单式

样 

县项目办复制并发放宣

传单 

村民，包括妇女和低收

入、贫困户充分了解项

目信息 

县、乡、村干部、村民  

第二步:  

召开磋商研讨会/村民

会议 

1、介绍项目信息 

2、收集农户填报的项目申请表，并根据土地

权属类型分类列表  

3、就以下内容与不同类型的农户进行磋商:  

选择造林树种、造林模式；种苗生产和供应 

后期抚育安排；资源使用限制及补偿的方案；

培训和技术服务需求   

4、项目活动的现场设计 

5、确认造林面积；讨论造林模式；密度、株

行距等。  

1、由设计小组人员协调

主持的小组磋商 

2、不同类型农户代表参

加的磋商研讨会 

3、现场踏查   

1、参与项目的清单 

2、与有关农户达成的树

种，模型，管护和资源

使用限制的补偿措施 

3、与农户磋商落实的项

目地块 

1、代表项目方: 县、乡林业

技术人员  

2、项目参与方: 土地承包农

户 

3、可能受到资源使用限制的

农户  

4、乡、村干部  

第三步:  

签订参与项目意向协

议 

 

1、与参加项目的农户或村委会代表签订协议 

2、在村内公布参与项目的农户名单 

3、介绍磋商达成共识的项目内容和结果   

1、张榜公布 

1、与农户签订的参与项

目的意向协议 

2、所有村民了解磋商结

果和项目信息  

1、参与项目的农户  

2、村干部，作为无人承包的

村集体管理的项目地的签约

方 

3、县林业局代表 

第四步:  

签订项目经营管护合

同 

 

1、与参加项目的农户或村委会代表签订合同 

1、正式经营管护合同，

签约方与项目方各执一

份。 

1、与农户、村干部或实

施主体法人代表签订的

参与项目的合同 

1、参与项目的农户、村干部

或实施主体法人代表，作为

项目用地的签约方 

2、县林业局代表，代表项目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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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式权益人磋商和参与式规划过程和效果的监测  

对参与式权益人磋商、参与式规划的效果应该在整个项目实施周期中跟踪监

测。省林业厅和项目县林业局项目办应该负责实施对参与式磋商和规划效果的

评价监测。如下指标可以作为监测评价参与式磋商和规划效果的具体参考：  

 自愿申请并参与项目的“参与式设计”的村数和农户数； 

 受本项目影响的农户有多少参与了磋商，即磋商农户占所有受本项目影响

的农户的%；  

 参与磋商和规划的贫困农户的数量和占所有磋商农户的%。贫困农户参与项

目和受益情况；  

 参与磋商和规划并从项目中受益的妇女的数量和%； 

 

6、附录 

6.1 项目介绍小册子 

详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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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项目参与申请表 

6.2.1 村级参与申请表 

             村参加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申请表 

 
县:      乡镇:                           

内   容 描    述 

村的信息 

 

村名:  

人口:  

总土地面积(亩)：    

 

 

项目用地信息：  

(1) 建议参加项目造林

的土地面积  (亩)和

位置 

(2) 土地权属   

(3) 土地利用现状 

 

 

 

 

 

 

参与项目的声明 

 

              村委会代表全体村民自愿申请参加湖南森林恢复和

发展项目 

 

村委会代表签字或盖章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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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农户/联户参与申请表 

 

农户/联户参加项目申请表 

县:      乡:                        村:   

内     容 具体描述 

农户代表姓名 

 

 

 

 

项目用地信息：  

(1) 申请造林的土地面

积 (亩)及位置 

(2) 土地权属   

(3) 土地利用现状 

 

 

 

 

 

 

 

参与项目的声明 

 

本申请的签字人，自愿参与湖南省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申请人签字 

 

 

 

 

申请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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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林业合作社参与申请表 

 

林业合作社参加项目申请表 

县:      乡:                        村:   

内容 具体描述 

林业合作社名称 

 

 

 

 

 

项目用地信息：  

(1) 申请造林的土地面

积 (亩)及位置 

(2) 土地权属   

(3) 现有土地利用 

 

 

 

 

 

 

 

参与项目的声明 

 

本申请的签字人，自愿参与湖南省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林业合作社代表签字 

 

 

 

 

 

 

 

申请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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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影响分析表 

项目消极影响分析表 

县：          乡：           村：          组： 

参会人数：                   

影响因素 
影响程度 百分比 

建议措施 
大 中 小 无 大 中 小 无 

收入增加少                   

技术难度大                   

……                   

                    

                    

                    

                    

                    

                    

                    

                    

                    

                    

                    

说明：          

  1、影响因素各项目县根据磋商讨论时添加 

  2、影响程度栏根据农户表决人数采用划“正”字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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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农户技术服务需求分析表 

农户技术服务需求分析表 

县：          乡：           村：          组： 

参会人数：               

技术服务项目 
需求程度 百分比 

建议措施 
迫切 一般 无所谓 迫切 一般 无所谓 

抚育间伐技术               

营造林技术               

……               

                

                

                

                

                

                

                

                

                

                

                

说明：        

  1、技术服务项目各项目县根据磋商讨论时添加 

  2、迫切程度栏根据农户表决人数采用划“正”字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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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项目供选菜单 

 

县（市、区）名：            乡（镇）名：            行政村名：           

编号 经营类型 
投资单价 

(元/公顷) 

选择排

序 
选择的主要理由 

m1 针叶树种+一般阔叶树种混交林(新造培育型) 14116     

m2 针叶树种+珍贵阔叶树种混交林(新造培育型) 14432     

m3 一般阔叶树种培育型（新造培育型） 14651     

m4 珍贵树种培育型（新造培育型） 14513     

m5 针叶树种+一般阔叶树种混交林(改造培育型) 6602     

m6 针叶树种+珍贵阔叶树种混交林(改造培育型) 6872     

m7 竹、乔混合经营型（改造培育型） 6410     

m8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改造培育型） 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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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打分排序表 

村民喜爱的经营类型排序表 

县名：              乡（镇）名：                行政村名：              农户名：           

经营类型 

序号 
经济价值高 见效快 

经营管理 

容易 
本地适合 生态功能强 得分 排序 

                

                

                

                

                

                

                

                

                

                

                

注：1、本表由农户填写，每人一张。 

农户填写时根据供选菜单填写自己最喜欢的 5 个左右的经营类型，并在相应的理由栏内

打“√”(可以不全打，如有其它理由可在“得分”、“排序”栏内填写)。 

2、以村为单位统计汇总，“得分”栏统计汇总打“√”的数量，再按得分多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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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参与项目意向书样本 

本样本仅供项目县参考，项目县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修改，但主要内容不能少。 

 

 

                   县“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参与意向书 

 

 

<插入农户姓名 （甲方1）> 

与 

---县林业局 （乙方） 

 

参加“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合同书  
 

甲乙双方就参与“湖南省森林恢复与发展项目”（简称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自愿参加项目; 

2. 作为项目林地的使用者，甲方同意按照项目的技术标准提供      亩 (插入土地类型)    的土地

用于营造  (插入造林类型)   ;  

3. 甲方同意按照项目的要求，进行造林、抚育以及遵守长期经营计划进行后期管理。同时，停

止以下土地利用活动:  

a) 家畜的放牧 

b) 林木采伐(包括樵采) 

c) 耕种林区土地  

4. 甲乙双方同意的栽植后三年的成活率将至少达到<插入成活率>  

5. 乙方（项目）将承担如下责任:  

a) 按  (插入投资标准)   标准向甲方提供资金 

b) 向甲方提供苗木  

c) 技术指导和培训 

6. 双方同意，甲方是今后产生经济效益的唯一受益人  

7.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两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签字(小组代表)   

 

 

日期:  

乙方签字(或公章)  

 

 

 

日期:  

                                                        
1 甲方应包括三种类型： （1） 愿意参加项目的个体农户； （2） 决定参加项目的林业合作社； （3）村委会，

作为无人承包的管理的项目地的签约方 



 

 17 

6.8 项目经营管护合同(样本) 

6.8.1 重建、管护合同（样本） 

世界银行贷款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造林、管护合同（样本） 

 

项目合同号：  

甲方：                                 （县项目办名）                        

乙方：                                 （受益农户名或农村合作社名称）     

 

为保证世界银行贷款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实施质量和进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与合同有关的法律，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订立本合同，双方共同遵守。 

一、造林、管护区域、面积和时效 

1、乙方将位于      乡(镇、林场)     村(林班)    小班土地用于世界银

行贷款湖南省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造林，面积     公顷，经营模式号：      。

具体位置详见设计图。造林、管护期限自项目造林开始至林木(优势树种)达生理成

熟期止。 

2、该项目用地必须是 2008 年遭受冰灾损毁的人工生态林(地)且无产权纠

纷。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搞好造林规划设计，向乙方明确造林、管护区域、面积、四至界线，明确

造林、管护的技术要求、方法。 

2、及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造林前三年以小班为单位对符合质量要求的造

林地分四次付款。合同总额及付款额度见表 1： 

 

表 1：付款时间及数量 

造林活动 付款时间 
造林类型 

面积 元/公顷 金额(元) 

整地栽植 
造林 5 个月后，
第一次付款 

  

    

抚育管理 
造 林 10 个 月
后，第二次付款 

    

抚育管护 
造林两年后，第
三次付款 

    

抚育管护 
造林三年后，第
四次付款 

    

总计         

（1）第一次付款条件：乙方造林 3 个月后，造林成活率达到 90%，经甲方验收，认定合格后，由甲方按

表 1 向乙方支付整地栽植补贴费（第一次付款）。成活率未达 90%不付款。但乙方可及时进行补植，补植验收

保存率达 85%时方可进行第一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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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三、四次付款条件：乙方要搞好造林地的抚育与管护，造林当年、两年及三年后保存率达到

85%，且当年抚育率达到 80%，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应按表 1 向乙方支付抚育管护补贴费（第二、三、四

次付款）。保存率未达 85%不付款或者抚育率达不到 80%。但乙方可及时进行补植与抚育，补植验收保存率达

85%时可进行第二、三、四次付款。三年后乙方应继续负责造林地管护直到经营期结束。 
 
3、向乙方提供优质种苗、化肥、农药等，确保造林质量，并对乙方工作进行

技术服务、监督指导、检查和验收。 

4、对乙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合同规定的造林、管护义务，甲方有权责

令乙方整改；对乙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甲方可终止此合同，并按有关

规定追究乙方相应责任。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按照甲方技术要求进行造林整地、栽植、管护等工作，保质保量地按

期完成营建任务。 

2、加强项目生态林的栽植后管理，按照甲方的技术要求进行抚育、病虫害防

治、护林防火，落实封山育林措施，建立护林标志，禁止牛羊上山和人为破坏，确

保项目林的安全。并在项目造林三年后继续对项目林进行管护。 

3、接受、服从甲方等上级主管部门对生态公益林造林、管护的技术服务、监

督、检查，并将有关情况定期向甲方等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4、乙方在不影响林木正常生长和造成水土流失的情况下，可适当林下间作。 

5、林业所有权归乙方所有。 

四、违约责任 

１、甲方如不按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和提供技术支持，因此

造成乙方损失的，必须向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２、乙方如不能按合同规定，按时对所经营的林木进行造林、抚育和管护任

务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要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其他条款 

1、本合同造林区域与面积以《世界银行贷款湖南省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造林

(抚育)验收单》为准。验收单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共同构成本合同。 

2、本合同受国家法律保护，一经签订即生效，不得违约，如有违约，违约方

要对守约方产生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3、本合同未尽事宜，以及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的争议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4、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并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公章）           负责人：（签名） 

 

 

乙  方：（公章）           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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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贷款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造林验收单 
 

造林单位：           乡（镇）、林场            村（林区）        农户 

造林模型：     主栽树种：           混交树种：                       

混交比例：          

施工地点：            小班号：             

工程报告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施工合同规定任务量：       公顷  实际完工量：       公顷  面积核实率：     % 

 

整地 苗木 环保

措施

合格

率% 

施肥 
抚育
（当

年） 造林

成活

率% 

管护

率% 

保存

率% 方

式 

规格

（m） 

等

级 

株/

公顷 
品种 

数量

吨/公

顷 

次/

年 

                      

  是否符合设计的造林模型？ 是□   否□ 

 

检查验收结果：是否符合 HFRDP 造林检查验收质量和要求？    是□    否□ 

验收人意见：是否同意报账？     是□    否□ 

                                                                                                                                                        

 

工程技术人员：（签字）                                       

                                              

造林实体负责人：（签字）                 

 

 

验收单位（盖章）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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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贷款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第      年抚育验收单 

 

造林单位：           乡（镇）、林场            村（林区）        农户 

造林模型：     主栽树种：           混交树种：                       

混交比例：          

施工地点：            小班号：             

 

抚育 

（次/年） 

 

保存率% 

  

管护率% 保存树种的种数 

      
  

 

验收人意见：是否符合抚育管理要求？     是□    否□ 

 

是否同意报账？     是□    否□ 

 

                                                                                                                                                        

 

 

工程技术人员：（签字）                                       

                                              

造林实体负责人：（签字）                 

 

 

验收单位（盖章）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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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补植、管护合同（样本） 

世界银行贷款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补植、管护合同（样本） 

 

合同编号：  

甲方：                                 （县项目办名）                        

乙方：                                 （实施主体名称）     

 

为保证世界银行贷款湖南省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实施质量和进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与合同有关的法律，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订立本合同，双方共同遵

守。 

一、补植、管护区域、面积和时效 

1、乙方将位于      乡(镇、林场)     村(林班)    小班土地用于世界银

行贷款湖南省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补植及管护，面积     公顷，建设内容

为          ，经营模式号：      。具体位置详见小班设计图。补植管护期限自

项目造林开始至林木(优势树种)达防护成熟期止。 

2、该项目用地必须是 2008 年遭受冰灾损毁的人工生态公益林(地)且无产权

纠纷。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搞好补植的规划设计，向乙方明确补植内容、管护区域、面积、四至界

线，明确补植管护的技术要求、方法。 

2、及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培育前三年以小班为单位，对符合质量要求的

分四次付款。支付标准及额度见表 1： 
表 1：付款时间及数量 

 

造林活动 付款时间 
造林类型 

面积 元/公顷 金额(元) 

补植 
补植 5 个月后，
第一次付款 

  

    

抚育管理 
补 植 10 个 月
后，第二次付款 

    

抚育管护 
补植两年后，第
三次付款 

    

抚育管护 
补植三年后，第
四次付款 

    

总计         

 
（1）第一次付款条件：乙方补植六个月后，补植成活率达到 90%，经甲方验收，认定合格后，由甲方按

表 1 向乙方支付整地栽植补贴费（第一次付款）。成活率未达 90%不付款。但乙方可及时进行补植，补植验收

保存率达 85%时方可进行第一次付款。 

（2）第二、三、四次付款条件：乙方要搞好造林地的抚育与管护，补植当年、两年及三年后保存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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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且当年抚育率达到 80%，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应按表 1 向乙方支付抚育管护补贴费（第二、三、四

次付款）。保存率未达 85%不付款或者抚育率达不到 80%。但乙方可及时进行补植与抚育，补植验收保存率达

85%时可进行第第二、三、四次付款。三年后乙方应继续负责造林地管护直到轮伐期结束。 

 
3、向乙方提供优质种苗、化肥、农药等，确保造林质量，并对乙方工作进行

技术服务、监督指导、检查和验收。 

4、对乙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合同规定的补植、管护义务，甲方有权责

令乙方整改；对乙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甲方可终止此合同，并按有关

规定追究乙方相应责任。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按照甲方技术要求进行造林整地、栽植、抚育管护等工作，保质保量

地按期完成营建任务。 

2、加强项目生态林的栽植后管理，按照甲方的技术要求进行抚育、病虫害防

治、护林防火，落实封山育林措施，建立护林标志，禁止牛羊上山和人为破坏，确

保项目林的安全。并在项目补植二年后继续对项目林进行管护。 

3、接受、服从甲方等上级主管部门对生态公益林营造林、管护的技术服务、

监督、检查，并将有关情况定期向甲方等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4、乙方在不影响林木正常生长和造成水土流失的情况下，可适当林下间作。 

5、林木所有权归乙方所有。 

四、违约责任 

１、甲方如不按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和提供技术支持，因此

造成乙方损失的，必须向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２、乙方如不能按合同规定，按时对所经营的林木进行造林、抚育和管护任

务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要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其他条款 

1、本合同补植区域与面积以《世界银行贷款湖南省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造林

(抚育)验收单》为准。验收单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共同构成本合同。 

2、本合同受国家法律保护，一经签订即生效，不得违约，如有违约，违约方

要对守约方产生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3、本合同未尽事宜，以及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的争议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4、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并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公章）           负责人：（签名） 
（县项目办） 

 

 

乙  方：（公章）           代表人：（签名） 
（实施主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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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贷款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补植验收单 
 

补植单位：           乡（镇）、林场            村（林区）        农户 

经营模型：     主栽树种：           混交树种：                       

混交比例：          

施工地点：            小班号：             

工程报告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施工合同规定任务量：       公顷  实际完工量：       公顷  面积核实率：     % 

 

原

郁

闭

度 

整地 苗木 

环保

措施

合格

率% 

施肥 

抚

育
（当

年） 造林

成活

率% 

管护

率% 

保存

率% 

方式 

规格

（m

） 

等

级 

株/

公

顷 

品

种 

数

量

吨/

公

顷 

次/

年 

                      

    是否符合设计的造林模型？ 是□   否□ 

 

检查验收结果：是否符合 HFRDP 造林检查验收质量和要求？    是□    否□ 

验收人意见：是否同意报账？     是□    否□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签字）                                       

                                              

营造林实体负责人：（签字）                 

 

 

验收单位（盖章）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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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贷款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 

第      年抚育验收单 

 

造林单位：           乡（镇）、林场            村（林区）        农户 

造林模型：     主栽树种：           混交树种：                       

混交比例：          

施工地点：            小班号：             

 

抚育 

（次/年） 
 

保存率 

%  

管护率% 保存树种 

    
  

 

验收人意见：是否符合抚育管理要求？     是□    否□ 

 

是否同意报账？     是□    否□ 

 

                                                                                                                                                        

 

工程技术人员：（签字）                                       

                                              

造林实体负责人：（签字）                 

 

 

验收单位（盖章）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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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项目宣传小册子 

 

1、项目的背景 

2008 年初，我国经历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冰雪灾害。这次灾害损毁了 19 个省的 2200 万公顷森

林，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90 亿美元。湖南省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造成 450 万公顷的森林及

35%的省内林区受损。在这次灾害中，单一树种的针叶人工林和竹林分比天然成林或混交人工

林受到更加严重和毁灭性的打击。 灾害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但是现在大部分受损森林无法

天然恢复。实际上，这场冰雪灾害开始了一次长期的生态退化过程。以前的林区已经在向次生

草地和竹类灌木丛转变，这就阻止了任何灌木和林木的天然恢复，并且这些新的草地有诱发森

林火灾和土地退化进一步严重的危险。生态退化的影响不是仅限于特殊的地区而是扩展到整个

湖南地区。为了减缓和恢复 2008 年初冰雪灾害给湖南省带来的长期的环境影响，作为灾后重

建的重要内容，湖南省提出“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力图通过使用乡土树种营造多树种针

阔混交林，通过多种造林学方法来提高林分结构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提高人工林对自然灾害的

抗逆性和应对未来气候多种变化影响。 

2、项目建设目标和内容 

项目的目标就是在冰雪灾害严重受损地区，通过发展和采用森林恢复和管理模式，以达到提高

抗逆性和加强森林碳汇功能的目的。  

项目建设包括 3 个方面的内容：(1)恢复和改造冰灾受损严重地区的林地；(2)技术支持、推

广、培训和森林监测；(3)机构能力建设和项目管理。 

3、项目选择的指导原则 

(1)项目县、受益人（农户、村集体、林场）自愿申请参加项目。 

(2)在选择项目受益人时，少数民族、妇女等与汉族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参与机会。同时，要尊

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 

(3)在项目的准备和实施阶段，要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 

(4)在项目活动的选择当中，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愿。 

(5)选择的项目活动和措施，要有利于环境保护，尽可能将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6)项目准备和实施时，要充分考虑项目区以外受影响的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吸引周边群众以

不同的形式参与项目，分享项目的成果，扩大项目的辐射面。 

(7)农户\联合、林业合作社、村集体和国营林场都有资格参加项目，但参加项目的优先顺序为

农户\联合、林业合作社、村集体和国营林场。 

4、推荐的树种和经营模型 

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推荐的树种和经营模型 
表 1      

森林经营模型 目标林相和优势树种 适用立地和林分现状 可选的其他混交树种 

1、针叶树 + 一般阔叶树造林经营模式(MM1: conifer + broadleaf management model) 

  马-枫-荷-檫 低海拔山麓、下部,雪灾毁损的人工林郁闭度低于 0.2 马尾松与一般阔叶树种 

  杉-檫-枫-栎 中高海拔段的山麓、下部，雪灾毁损的人工林郁闭度低于 0.2 杉木与一般阔叶树种 

  湿-枫-酸-荷 低海拔地区、平丘区，雪灾毁损的人工林郁闭度低于 0.2 湿地松与一般阔叶树种 

  马-核桃-板栗 中低海拔山麓、全坡，雪灾毁损的人工林郁闭度低于 0.2 木荷、五角枫、香椿、南酸枣、桃树 

2、针叶树 + 珍贵阔叶树造林经营模式(MM2: Conifer + precious broadleaf manage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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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推荐的树种和经营模型 
表 1      

森林经营模型 目标林相和优势树种 适用立地和林分现状 可选的其他混交树种 

  杉-楠-楸-栎 中高海拔坡中上部，雪灾毁损的人工林郁闭度低于 0.2 杉木与珍贵阔叶树种 

  马-榉-樟-栎 坡中上部、脊部，雪灾毁损的人工林郁闭度低于 0.2 马尾松与珍贵阔叶树种 

  柏-槐-合 
坡上部或山脊，石灰岩、紫色岩立地，雪灾毁损的人工林郁

闭度低于 0.2 

柏木与红稠、锥栗、等珍贵阔叶树种，立地特

贫时臭椿可伴生 

  落-锥-楸 高海拔地段，雪灾毁损的人工林郁闭度低于 0.2 落叶松与珍贵阔叶树种 

  多树种小块状混交 
景观保持或生态重要的特殊地段，有景观教育文化服务的特

殊需要 
尽可能丰富的针叶和阔叶树种 

3、阔叶树混交林造林经营模式(MM3: Mixed or pure broadleaf management model)  

  枫香-合欢-木莲 
低海拔山麓、下部、退化林、阔叶树纯林，雪灾毁损的人工

林郁闭度低于 0.2 
软阔叶树种 

  桦木-五角枫-刺槐 中高海拔下部或全坡、现有 0.2 以下退化的针叶或阔叶林 软阔叶树种 

4、珍贵高价值阔叶树造林经营模式(MM4：Precious and high value broadleaf management model) 

  黄檀-合欢-阔叶混交 
低海拔、背风向阳、水肥条件好、红壤立地，郁闭度 0.2 以下

的残留阔叶林 
保留和促进其他寄生或伴生的阔叶树种 

  楠木-甜槠-阔叶混交 
高海拔地区，坡度大于 25 度的受害林，郁闭度 0.2 以下的残

留阔叶林 
保留和促进其他寄生或伴生的阔叶树种 

5、补植的针叶树 + 一般阔叶树经营模式（MM5：Improving and Enrichment with Conifer + Broadleaf Model） 

  杉-檫-枫-栎 
高海拔区域、贫瘠-中等立地，郁闭度 0.2-0.5，雪灾毁损的中

龄林、天然更新良好 
一般阔叶树种 

  马-枫-荷-檫 
低、中海拔段，郁闭度 0.2-0.5，雪灾毁损的中龄林、天然更

新良好 
一般阔叶树种 

  湿-枫-酸-荷 
低海拔地区、平丘区，郁闭度 0.2-0.5，雪灾毁损的中龄林、

天然更新良好 
一般阔叶树种 

6、补植的针叶树+珍贵阔叶树经营模式(MM6：Improving and Enrichment with conifer + precious broadleaf) 

  杉-楠-楸-栎 
高海拔区域、优良立地，郁闭度 0.2-0.5，雪灾毁损的中龄

林、天然更新良好 
补植珍贵阔叶树种 

  马-樟-榉-栎 
低、中海拔区域、山麓或中下部优良立地，郁闭度 0.2-0.5，

雪灾毁损的中龄林、天然更新良好 
其他常绿珍贵阔叶树种 

7、竹乔混交经营模式(MM7：Enrichment with tree + bamboo) 

  竹-乔混合经营型 受冰灾严重、土层薄坡度大有滑坡和水土流失风险的竹林 
可选补植杉木、红豆杉、红稠、锥栗、含笑等

阴性深根型乔木树种 

8、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经营模式(MM8：Natural regeneration with treatment) 

  
简化结构的近自然阔

叶树林分 

在高海拔、立地条件瘠薄、坡度较大地段，主林层完全受损

但存在 800-1200 株的天然更新幼苗幼树的雪灾损害的林地 

有选择的保留天然更新的高价值或优势群落树

种, 并补植 10-30% 其他阔叶树。 

 

5、项目的投资 

世行贷款转贷程序和还贷责任 

国家财政部负责向世行银行借入贷款，并将贷款转贷给各项目省人民政府，再最终转贷到项目

县人民政府，不再转贷给农户或其他造林实体。项目贷款最终偿还责任由县级人民政府承担，

农户或其他造林实体不承担世行贷款偿还义务。 

 

资金来源 

项目预计总投资人民币约 7.2 亿元，其中世行贷款 5.00 亿元，造林实体在自愿前提下劳务投入

0.80 亿元，县级财政配套 0.70 亿元，省级财政配套 0.70 亿元，其中世行贷款资金占 69.4%，

造林实体在自愿前提下劳务投入占 10.83%，县级财政配套占 9.72%，省级财政配套占 9.72%。 

投资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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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森林恢复和发展项目投资估算单价表 
表 2     单位：元/公顷 

编号 经营类型 投资单价 

m1 针叶树种+一般阔叶树种混交林(新造培育型) 14116  

m2 针叶树种+珍贵阔叶树种混交林(新造培育型) 14432  

m3 一般阔叶树种培育型（新造培育型） 14651  

m4 珍贵树种培育型（新造培育型） 14513  

m5 针叶树种+一般阔叶树种混交林(改造培育型) 6602  

m6 针叶树种+珍贵阔叶树种混交林(新造培育型) 6872  

m7 竹、乔混合经营型（改造培育型） 6410  

m8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改造培育型） 6737  

 

6、申请参加项目的条件和程序 

(1)参加项目的条件 

参加项目的单位（村、农户、林场、其他造林实体）应当具备以下的条件： 

● 明确要求参加项目并愿意遵守项目的各项技术设计要求和管理规定； 

● 要求项目区应为 2008 年冰雪灾害严重受损地区，且为生态公益林区，林农能够按照公益林

管理方法进行经营管理； 

● 要求项目建设地应为无林权纠纷的林地； 

● 有经营管理林业的习惯和经验； 

● 配套资金有可靠保证（可以以劳务抵折出资）。 

(2)申请参加项目的程序 

自愿参加项目的农户（村集体、其他造林实体）向村提交申请；村长将情况汇总后报乡

（镇），并向乡（镇）提出参加项目的申请，乡（镇）审核后向市（县）林业局提出参加项目

的申请。 

当前，各地在项目准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如下问题： 

严禁以任何形式破坏现有天然林来发展人工林； 

项目活动中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放在重要位置，要注意保护好现有植被，选择的树种要多样

化； 

在项目活动中，要考虑选用生物措施预防未来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对于可能发生的病虫害，要

选用我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允许使用的农药品种。 

化肥的选用，既要选用短期内对植物生长具有促进作用的品种，又要考虑对土壤和环境的长期

影响。 

 

7、项目联系方式 

对于本项目有任何疑问或者意见、建议，请致电    市（县）林业局项目办。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