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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发〔2019〕77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

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推进森林乡村建设的重要

指示精神，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加快乡村绿化美化、促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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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村容村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我局印发了《乡村绿化美化行

动方案》（林生发〔2019〕77 号），决定在全国开展国家森林乡

村建设。为指导各地规范开展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工作，我局

研究制定了《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试行）》（见附件 1），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国家森林乡村建设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重要措施。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切

实加强领导，建立工作机构，制定实施细则，完善工作制度，及

时安排部署，认真组织开展好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工作。

二、认真组织实施

（一）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森林乡村

评价认定办法（试行）》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方案确定的

条件、程序等开展评价认定工作，严格规范程序，严格审核把关，

杜绝暗箱操作，确保评价认定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客观公正。

（二）按照《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方案》确定的国家森林乡村

建设目标，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

统筹考虑各地自然地理条件、气候状况、森林资源、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情况，我局提出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

价认定国家森林乡村的数量分配表（见附件 2）。各地可参考数量

分配表，对照《国家森林乡村评价指标》要求，根据本地实际情

况，坚持成熟一个、认定一个，真正将符合条件的乡村认定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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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森林乡村。

三、进度安排

（一）2019 年 8 月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通知

精神和要求，部署启动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工作。

（二）2019 年 8月上旬—10月上旬：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工作。10

月中旬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评价认定工作，向我局报

送拟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的名单和评价认定工作报告。

（三）2019 年 10月中旬—11月中旬：我局组织审查确定首

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特此通知。

附件：1.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试行）

2.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名额分配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 年 8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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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乡村

绿化美化行动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规范开展国家森林乡

村评价认定工作，扎实推进森林乡村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森林乡村是指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

存完好，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森林功能效益

显著，涉林产业发展良好，人居环境整洁，保护管理有效的

生态宜居乡村。国家森林乡村是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指

导各地，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和评价标准，通过

综合评价，将乡村绿化美化达到评价标准的乡村（以行政村

为对象）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

第三条 开展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应当坚持方法简

便易行、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客观公正。

第四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制定《国家森林乡村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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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见附表 1），确定评价内容、评价指标及标准、评价认

定程序；指导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开展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工作；审查各省提报拟

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的名单；公布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结

果。

第五条 各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以本办法为依据，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评价认定具体程序以及需要

的相关文字、照片、视频等材料要求；依据本省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工作；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提报拟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的名单及评价认定工作报告。

第二章 评价内容与指标

第六条 本办法主要对各行政村的乡村自然生态风貌

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森林绿地建设、森林质量效

益、乡村绿化管护、乡村生态文化等六个方面的成效进行综

合评价。

（一）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护。全面保护乡村自然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村庄原有地形地貌、自然景观、护

村林、风水林、古树名木、小微湿地等自然生境及野生动植

物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等人文历

史遗迹保护完整，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协调统一。采用村庄

风貌原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景观保护、人文历史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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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保护等 4项指标进行评价。

（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科学编制村庄规划并严

格执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合理，注重乡土田园特色，统筹

考虑生态保护修复、乡村产业发展、居民点建设等，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生态防

护功能良好。采用村庄规划布局、生态修复治理、生态防护

功能 3项指标进行评价。

（三）森林绿地建设。坚持适地适树，以乡土树种为主。

荒山荒地等全部绿化，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等应绿尽绿，

庭院绿化美化、公园绿地建设符合实际，造林绿化成效显著，

生态绿量增长明显，乡村森林氛围浓郁。采用林木覆盖率、

四旁绿化、宜林地绿化、庭院绿化、乡村公园绿地 5项指标

进行评价。

（四）森林质量效益。森林树种、层次结构合理，植物

种类丰富多样、乡土树种比例高，森林质量和健康状况良好；

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乡村林业产

业发展突出地方特色，效益好，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能力强。

采用森林健康状况、森林结构、树种丰富度、涉林收入水平、

涉林就业情况5项指标评价森林质量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五）乡村绿化管护。有专门的乡村绿化美化管护人员

队伍，制定了育林护林、生态保护、防火防虫、防止乱砍滥

伐等方面的村规民约并严格执行，管护措施到位，管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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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采用制定村规民约、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森林火灾防

控、防止乱砍滥伐 4项指标进行评价。

（六）乡村生态文化。爱护森林、保护自然的乡村名人

故事、乡贤事迹等传统生态文化得到充分挖掘和保护，科普

宣教、传统生态文化历史传承和弘扬措施有效，村民有良好

的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的风俗习惯和意识，乡村

生态文化丰富活跃。采用挖掘保护生态文化历史、继承弘扬

传统生态文化、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环境意识、人居环境整治

效果 4项指标进行评价。

第七条 评价标准。上述 6个方面、25项指标作为评价

认定国家森林乡村的基础评价内容，设置基础分 70 分。对

相关指标项设置加分评价内容，设置加分 30 分。基础分与

加分之和为综合评价得分。原则上，拟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

的单位综合评价得分应达到 80 分以上。

第八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

（1）有大量抛荒地，大范围采石挖沙开矿造成山体和

森林植被破坏的；

（2）近十年发生过重大毁林和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

（3）近十年发生过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

（4）近十年发生过重大猎杀野生动物案件或大量采挖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的；

（5）近十年发生过违规占用林地开发房地产、建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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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的。

第三章 评价认定程序

第九条 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采取推荐、评审和认定

相结合的方式。

第十条 推荐。以县（含市、区、旗，下同）为单位，

对照《国家森林乡村评价指标》要求，由县级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组织推荐符合条件的行政村作为国家森林乡村候选

村，按照统一格式填报国家森林乡村推荐表（见附表 2），提

供相关的文字、照片或视频等材料，并上报省级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第十一条 评审。各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专家

组，对报送的国家森林乡村候选村推荐材料进行评审。评审

专家组依据《国家森林乡村评价指标》及本省实施方案的有

关要求，对县级林业和草原部门报送的国家森林乡村候选村

通过打分进行评价，根据打分情况提出评审意见。

第十二条 认定。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根据专家组

评审意见，经集体研究审核后，提出拟认定的国家森林乡村

名单，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审查后，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

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标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征集、制定国

家森林乡村标识，并授权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按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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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被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的单位使用国家森林乡村标识。

被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的单位可按照统一标识制作和使用

国家森林乡村牌匾等。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

认真组织评审认定工作，规范组织，客观公正认定。坚持实

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对推荐单

位的材料、数据真实性负责；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对评

审认定结果负责。

第十五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采取适当形式对认定为

国家森林乡村的单位进行复查。复查发现材料、数据与实际

情况差距较大或弄虚作假的，取消国家森林乡村称号。

第十六条 对在国家森林乡村审核、评审、认定等工作

中把关不严、评价认定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等问题的各级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对干预、操控国家森林

乡村评价认定结果，发现违纪问题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将严

肃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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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国家森林乡村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得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评价内容 加分评价内容 基础分 加分 总分

乡村
自然
生态
风貌
保护

村庄风貌原真性
对自然生态系统、地形地貌、小微湿地、
田园风光等有效保护，原真性保护完整 5 5

生物多样性保护
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得
到有效保护

没有外来有害物种入侵加 1分 2 1 3

自然景观保护
村庄风水林、护村林、风景林、古树名
木等自然植被保护良好

古树名木 5株以上且采取了复壮措施、专人管
护、挂牌保护等加 1分；每增加 1株加 1分 4 5 9

人文历史遗迹保护
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等人文历史遗
迹保护措施有效，保存完好

采取了必要的修复修缮措施加 1分，有人文历
史遗迹保护介绍标牌、标志等加 1分

2 2 4

小计 13 8 21
山水
林田
湖草

村庄规划布局 村庄山水林田湖草统筹协调，村庄土地
利用布局合理、功能优化

编制了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并严格执行，明确
了村庄绿化目标和任务的加 4分

4 4 8

生态修复治理 村庄范围内废弃矿山、施工创面、拆违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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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治理

地等全部绿化，无裸露地

生态防护功能
生态涵养、防护功能良好，无明显水土
流失、土壤侵蚀、风沙危害等

河（溪）流、库塘等水体保护良好，水质清洁无
污染加 2分

4 2 6

小计 13 6 19

森林
绿地
建设

林木
覆盖
率

森林覆盖率高于
全国平均值的省

高出本省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的
10%以上

高出10-20%的加1分，20-30%的加2分，30%
以上的加 3分；

11 3 14
森林覆盖率低于
全国平均值的省

高出本省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的
20%以上

高出20-30%的加1分，30-40%的加2分，40%
以上的加 3分

四旁绿化
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农田林网等应绿尽
绿

有1条以上村庄景观绿化带或 1块以上村庄标
志性绿地加 1分

2 1 3

宜林地绿化 村庄范围内宜林荒山荒地全部绿化 2 2

庭院绿化 庭院绿化户数比例 40%以上 50%以上加 1分 1 1 2
乡村公园绿地 建设有 1处以上乡村公园绿地 增加 1处加 1分 2 1 3
小计 18 6 24

森林
质量
效益

森林健康状况 森林健康，林相整齐，活力旺盛，无病
虫害

2 2

森林结构
植物配置科学，乔灌草结构合理，混交
林比例 30%以上

混交林比例 30-35%加 1分，35-40%加 2分，
40%以上加 3分。

2 3 5

树种丰富度
造林绿化树种多样，乡土树种比例 50%
以上

乡土树种比例 50-60%加 1 分，60%以上加 2
分

3 2 5

涉林收入水平 农户年均收入的 20%以上来自森林相关 20-30%加 1分，30%以上加 2分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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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管护、育林护林等

涉林就业情况
从事森林相关产业、生态管护、育林护
林等就业人数 20人以上

30人以上加 1分 2 1 3

小计 12 8 20

乡村
绿化
管护

制定村规民约
制定了育林护林、生态保护等方面村规
民约或制度规定 3 3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防控措施有效，没有发生重大林业有害
生物灾害

2 2

森林火灾防控
森林火灾预防扑救措施有效、责任落实
到位，没有发生重大森林火灾 2 2

防止乱砍滥伐
管护措施到位，没有发生盗伐、滥伐林
木等现象

1 1

小计 8 8

乡村
生态
文化

挖掘保护生态文化历史 乡村名人故事、乡贤事迹等生态文化历
史得到充分挖掘和保护

整理、编写了保护生态文化历史的乡村名人故
事、乡贤事迹 1个以上加 1分

2 1 3

继承弘扬传统生态文化
开展生态保护科普知识、传统生态文化
宣传教育等活动

有生态文化科普宣传场所、文化广场（礼堂）、
宣传栏、墙报、标语、展板等加 1分

1 1 2

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环境
意识

乡村绿化氛围良好，村民普遍有较强的
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1 1

人居环境整治效果
村民有良好的爱护环境、清洁卫生习惯，
村庄干净整洁

2 2

小计 6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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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得分合计 70 30 100

说明：
1.国家森林乡村的评价对象为行政村。林木覆盖率指本行政村范围内有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

面积、四旁植树面积之和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其中，四旁植树面积按 50株/亩折算，干旱半干旱地区按 30株
/亩折算，大树古树按实际投影面积计算。（注：考虑村庄四旁植树以单株散生、行带栽植为主，树冠面积大，在
参照《造林技术规程》相关技术指标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密度标准确定）。

2.考虑到各地自然地理条件、气候状况、森林资源等方面差异及实际情况，坚持分区指导、区别对待，参照
全国森林覆盖率平均值，将全国各省分为 2类：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森林覆盖率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省。对两类省的乡村林木覆盖率评价分别制定不同的基础评价标准和加分评价标准。

3.“高出本省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的※%”是指某行政村的林木覆盖率在本省平均值基础上高出的百分比。
比如，某省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为 30%，某行政村“高出本省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的 10%”是指该行政村
的林木覆盖率为 30%+（30%*10%）=33%；“高出 20%”则为 30%+（30%*20%）=36%，以此类推。

4. 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农田林网等绿化情况，可根据本行政村地形地貌、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条件实际，选
择填报评价指标。其中，村旁、宅旁绿化情况为必评指标；（铁、公）路旁、水旁、农田林网等绿化情况为选评指
标，可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填报。

5.上述六大类一级指标、25 项二级指标为评价认定国家森林乡村的基础内容，达到“基础评价内容”要求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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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分；符合“加分评价内容”要求的按规定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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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国家森林乡村推荐表

候选村名称：

推荐单位： （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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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森林乡村候选村基本情况

候选村名称：

所属行政辖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

（区、市、旗） 乡镇（苏木）

自然村（村民小组）数量： 个，人口数量： 人

农户总数量： 户，主要经济产业：

乡村绿化美化主要措施及成效（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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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价内容：

一、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护

（一）村庄风貌原真性。对自然生态系统、地形地貌、

小微湿地、田园风光等是否进行有效保护？是 否 ；原

真性是否保护完整？是 否 。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生物

多样性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是 否 ； 是否有外来有害

物种入侵？是 否 。

（三）自然景观保护。村庄风水林、护村林、风景林、

古树名木等自然植被是否保护良好？是 否 ；有古树名

木 株，是否采取了复壮措施、专人管护、挂牌保护等？

是 否 。

（四）人文历史遗迹保护。对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

等人文历史遗迹是否采取了有效保护措施？是 否 ；是

否保存完好？是 否 ；是否采取了必要的修复修缮措

施？是 否 ；是否有人文历史遗迹保护介绍标牌、标志

等？是 否 。

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一）村庄规划布局。村庄山水林田湖草是否统筹协调，

村庄土地利用布局是否合理？是 否 ；是否编制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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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村庄规划并严格执行？是 否 ；是否明确了村庄

绿化目标和任务？是 否 。

（二）生态修复治理。村庄范围内废弃矿山、施工创面、

拆违地等是否全部绿化，无裸露地？。是 否 。

（三）生态涵养防护功能。生态涵养、防护功能是否良

好？是 否 ；是否有明显水土流失、土壤侵蚀、风沙危

害等？是 否 ；河（溪）流、库塘等水体是否保护良好，

水质清洁无污染？是 否 。

三、森林绿地建设

（一）林木覆盖率。本省森林覆盖率： %。本村林

木覆盖率 %，高出本省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 %。

（二）四旁绿化。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农田林网等是否

实现应绿尽绿？是 否 。有 条（块）村庄景观绿化

带或村庄标志性绿地。

（三）宜林地绿化。村庄范围内宜林荒山荒地是否全部

绿化？是 否 。

（四）庭院绿化。庭院绿化户数比例 %。

（五）乡村公园绿地。建设有 处乡村公园绿地。

四、森林质量效益

（一）森林健康状况。村庄范围内是否实现森林健康、

林相整齐、活力旺盛、无病虫害？是 否 。

（二）森林结构。植物配置、乔灌草结构是否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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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混交林比例 %。

（三）树种丰富度。主要造林绿化树种 种；乡土

树种比例 %。

（四）涉林收入水平。 农户年均收入的 %以上

来自森林相关产业、生态管护、育林护林等。

（五）涉林就业情况。 从事森林相关产业、生态管护、

育林护林等就业人数 人。

五、乡村绿化管护

（一）制定村规民约。是否制定了育林护林、生态保护

等方面村规民约或制度规定？是 否 。

（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是否发生了重大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是 否 。

（三）森林火灾防控。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森林火灾预防

扑救措施有效？责任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发生了重大森林

火灾？是 否 。

（四）防止乱砍滥伐。管护措施是否到位？是否发生了

盗伐、滥伐林木等现象？是 否 。

六、乡村生态文化。

（一）挖掘保护生态文化历史。乡村名人故事、乡贤事

迹等生态文化历史是否得到充分挖掘和保护？是 否 ；

整理编写了 个保护生态文化历史的乡村名人故事、乡贤

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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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承弘扬传统生态文化。是否开展了生态保护科

普知识、传统生态文化宣传教育等活动，是否有生态文化科

普宣传场所、文化广场（礼堂）、宣传栏、墙报、标语、展

板等？是 否 。

（三）植绿爱绿生态环保意识。是否有良好的乡村绿化

氛围？村民是否普遍有较强的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环境的意

识？是 否 。

（四）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村民是否有良好的爱护环境、

清洁卫生习惯？村庄是否干净整洁？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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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数量分配表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国家森林乡村数量
2019 年 2020年 合计

北京 100 149 249
天津 28 42 70
河北 398 597 994
山西 356 534 890
内蒙古 156 233 389
辽宁 226 339 565
吉林 179 269 448
黑龙江 265 397 661
上海 28 42 70
江苏 227 341 569
浙江 438 657 1095
安徽 273 409 682
福建 346 520 866
江西 430 645 1075
山东 411 616 1027
河南 477 715 1191
湖北 326 490 816
湖南 422 632 1054
广东 419 628 1047
广西 410 614 1024
海南 89 134 223
重庆 171 256 427
四川 417 625 1042
贵州 301 452 753
云南 325 487 812
西藏 97 145 242
陕西 343 515 858
甘肃 146 179 365
青海 67 100 167
宁夏 37 55 91
新疆 95 142 236
合计 8000 12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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