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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林业工程中的主要项目,林业苗木的培养质量对于中国林业发展非常重要,直接影响
到中国林区树木的生长种类、发育速度以及林木品质等,由此可知林业苗木在中国林业可持续开发中扮
演着关键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对此作出简单阐述,并提出林业种苗与林业发展的关系,以全面提高树木
种苗栽培水平,为我国林业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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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jor project in China's forestry project, the cultivation quality of forestry seedlings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s forestry development,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growth types, development speed and
forest quality of trees in China's forest areas.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that forestry seedlings play a key role in
China's forest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exposition on this, and puts
forw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ry seedlings and forestry development,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level of tree seedlings and make a modes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fore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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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量和品质直接影响着林业生态建设的作业品质,林业部门根据

我国的林业发展离不开林业种苗的技术与质量支持,培育

林业生态建设需要,开展林业苗圃开发与栽培等工作的实施,就

林业种苗构成了核心性与基础性的林业工作。步入新时期以来,

能够带动了林业苗圃数量与品质的提高,为林业建设的健康发

许多省份地区着力于推进发展林业工程,以期望能改善环境,为

展提供更多的保障,进而带动了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品质的

生活家园的环保做出贡献。推进林业工程的发展绕不开林业种

提高。

苗的培育,所以亟需为林业种苗的发展方向指明道路。与此同时
也要因地制宜的制定林业种苗培养体系,完善培养技术。

1.2促进了林业产业体系的健康发展
树木种苗是林业发展的基石,其数量和品质在相当程度上

1 林木种苗市场在林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分析

可以体现林业的发展水平。而通过林业苗圃市场,就可以为地方

1.1为林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林木种苗资源

林业发展供应各类、形式多样的苗木资源,在带动了地方经济发

在气候、自然环境变化的重大背景下,林业发展存在着紧迫

展的同时,又推动了地方林业产业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当前在全

性。林业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构建生态文明是当前经济社

国已基本建立了林业产业系统体系。

会的发展目标之一。近年来,由于森林覆盖面不断扩大,对林业

林木种苗栽培品质的提高,也带动了林业产品培育水平的

苗木的需要量急剧增加,对苗木品质的需求也增加,而林业苗木

提升。所以,我国林业部门要根据林业产业发展特点,认真抓好

市场的蓬勃发展给中国林业发展带来了丰富的优质苗木作为中

林业种苗培育工作的实施,不断推动林业苗木质量、规模的提高,

国林业发展的主要保障,适应了新时代林业发展的要求。

并以此为林业建设项目工作的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不但促进

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也是全国林业管理机构所关注

了林业部门林业苗木培育工作的实施,进一步健全了林业建设

的主要问题之一,搞好森林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工作,才能有效

项目工作制度,同时还为林业产品的健康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原

改善森林生存环境,并充分发挥林木的气候调节与生态环境保

材料保障。

护功能,为全国气候条件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保障。林木种苗的数

1.3制约着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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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苗圃交易市场对林业所在地地经济蓬勃发展也起着约
束效应,是林业项目如何能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旦林业

保证林木苗圃的品种适应当地的条件和发展要求,把林业苗圃
项目当作一个重中之重的项目,强化对林业苗圃的监督管理。

苗圃市场经营不合理,出现种苗质量低、种苗成活率低的情况,

2.3加快林木种苗培育技术的研究

无疑地会给林业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不利的因素,也会削弱人民

树木幼苗的优良成长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而伴随着科技的

种植造林的积极效果,对本地经济蓬勃发展也会形成负面的社

进一步发展,对树木幼苗的研究能力也要得到进一步开发与提

会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出台政策措施强化监督,推动树木苗圃交

高。因此,有关的技术人员要进一步开发新的技术,不但要适应

易市场健康蓬勃发展以保障林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市场上对树木幼苗品类的新需求,而且还要做好市场对树木幼

1.4有助于推动环保型社会建设

苗品质的监测。也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树木幼苗的品质,有关的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以奉献大自然为代价的,当前

公司或是机构应该聘请资深的技术专家和研究单位对树木幼苗

大自然受到了巨大的损害,生态形势严峻。党的十八大报道指出,

开展品类的调整和育种研究,进一步改进苗木的缺陷与不足；应

要加大森林保护工程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森林发展是

该合理借鉴国内外的栽培经验,积极地应用国内外的先进科学

生态文明工程的重要内容,为了促进森林发展,就必须重视林业

技术,利用实践和科技的结合进一步推动树木幼苗栽培与管理

种苗市场的作用,为森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证,推动林业

工作的全面开展；按照本地的自然环境要求与周围地理环境做

工程建设。

好植物品种的遴选,以保证林业苗圃的种苗生长发育要求与本

林业项目是维护自然环境的主要方法,对生态系统构建必

地的实际状况相符合,为林业苗圃种苗的栽培提供了基本的环

不可少。林业苗圃培育坚持为林业工程建设原则,主动为生态体

境保证；进一步搞好对林业苗圃建设的推广工作,进一步加强对

系建设创造更大空间,保障林业工程项目顺利实施。积极寻求苗

科学技术的宣传,加强了当地政府与村民对林业苗圃工作的大

木栽培的途径,认识林木苗圃栽培对林业工程的意义及对生态

力支持和协助。

体系建设的意义,从科学化、合理化的角度考虑,积极完善林业
苗圃栽培方法,是林业工程夯实生态体系建设的基石。

2.4确保统筹兼顾,带动林业发展
在林木种苗基地发展的进程中,新建基地应和老基地一起

2 林木种苗在林业发展中的应用方式

开发,并不断完善新基地的基础设施,以提升新基地的技术水平

2.1加强林木种苗的质量

和人才培养能力。另外,基于当前的发展现状要求,国家也必须

林木种苗的品质直接影响着林业建设的品质,所以保证林

建立更多的林木种苗培养基地,并利用新型基地的建立来实现

木种苗的品质是林业可持续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工作内容。

新旧基地的有机互补,从而推动林木种苗的发展多元化。要研究

因此,首先国家可以出台相关的立法进行约束,并利用法制的方

新旧基地联合建设的措施,做到统筹兼顾,进一步强化政府对林

式推动林木种苗的标准化；再者,国家还需要筛选出更多优质的

木种苗质量的监测和管理工作,进一步健全对林木种苗质量的

林业工作人员,使得林业苗圃的选育和栽培遵循着国家的法规

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队伍的工作能力和素质,进一步

标准；最后,国家需要做好科学技术方法的研发,利用科技方法

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借助地方政府部门的帮助逐步建立林

提高林业苗圃的品质。在栽种栽培的实践过程中汇总成功经验,

木种苗的培植基地。通过林木种苗品质的提高,进而推动中国林

并针对差异的地理、天气、植物品种等诸多原因对林业苗圃栽

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培的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制订出适合于林业苗圃特性的

3 林业种苗的发展方向

栽培方法。

3.1可持续性发展
在当前的园林工程建设项目中,一定要贯彻可持续发展原

2.2加强对林木种苗的管理
为进一步提高全国树木苗圃选择和栽培工作的管理水平和

则。在进行树苗的栽培过程中,一定要在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稳定

工作的效益,国家必须强化对全国树木苗圃的监督管理,支持更

性的前提下,做好对独苗的科学合理地选用和培育,并尽可能做

多的建设资金和技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理念。目

到不让整个生态系统失调。不同地区的林业单位也要以林业产

前,在中国的市场,对林木种苗的经济发展和研究必须按照市场

业发展为重点工作,特别关注在建设项目中所有质量达标产品

的法律规定,以政策指导为主,利用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不断探

的自然生长态势,以维护生态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在建设项目实

寻出更多更合理的发展方法,在当地市场中积极的研究促进当

施过程中,还可以利用树苗栽培技术来改变当地的绿化资源结

地经营的政策和方法。在林木种苗监督管理的工作中,我国要进

构,使建设项目完成后的土地还能够维持原貌。

一步提高对林木种苗质量的要求,对林业苗圃实施更严格的筛

中国林木种植质资源十分丰富,其中有独具特色的沙区、湿

选,以保证林业项目的建设质量和经营规模,同时进一步的扩大

陷性及黄土丘陵区种质资源。因此要加强对辖区内树木种质资

投资,使林业生产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重

源利用的调查研究,构建起全国树木种质资源利用信息库并不

点支持领域。以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依据,从实用入手,针对不

断丰富与完善。根据种质信息资源利用的调查结果,将科学合理

同的条件和要求做好树木幼苗的选用与培养,注重环境的设计

地提出林业保护方法,为中国文化特色种质资源库建立创造有

与布置。对林木苗圃的建立和发展范围作出更进一步的规划,

利的政策保障。国家种质资源数据库还将贯彻就地保护和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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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结合的基本原则上,对杜松、长柄扁桃等急需国家重点保护

育苗新技术研发。根据各地目前对树木种苗的实际要求,及时就

的重要资源,进行实施动态管理工作、动态监控。

重点造林树种的幼苗品质制订出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地方技术

3.2技术能力发展
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情况下,可运用最先进的科技使种苗生
产技术充分地满足项目需要。随着对树木使用要求的日益提高,

标准,以便逐步达到种苗规范化生产。

4 总结
林业建设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部分,对苗圃的管理和生产

各林业技术人员一定要注意对林业树木栽培技术的进一步改善,

经营,要严格把关,提高苗圃种苗品质。做好林业苗圃人才培养,

以此推动全国林业资源能够进行不间断的循环再生利用,使林

改善林业职工福利,强化苗木市场监管,做到苗木培育标准化；

业资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同时,林业部门也要做好政策引导,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苗

要及时进行全国林木种苗质量主生产计划调整,并全面根
据全国各地总体造林计划,及时掌握好全国各地的年度植树造

木信息网,确保信息通畅,共同推动林业建设的繁荣发展,培育
出优良苗木。

林目标、及时掌握,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种苗的生产规模,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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