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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 30 年回顾（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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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了林地、产权与林权的概念，介绍了制度与制度变迁的主流定义、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分析视

角、相关研究的关注重点；对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从改革动因、
改革成效与绩效评估、后续配套改革及对策等角度进行了文献回顾及评述。 对后续配套政策与对策，从林业

税费改革、公共财政制度、林业金融体系建立与完善、林业管理职能转变、林业合作组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综述。 与此同时，对国外林地经营管理政策与实践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重点从国外林业产

权制度、林业法规政策、生态林业、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社区林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对相关研究的整体

趋势与研究中的不足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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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 in Past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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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concept of forest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st property rights, introduced
the mainstream definition of system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ory, the focus of related research; combed and commented the import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round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 and mad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brief review from the reform motivation, reform
effec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llow-up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such as the research re-
sults of forestry tax reform, public financia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forestry financial sys-
tem, forestry management function change, forestry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service system construc-
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study of foreign forestland manage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fo-
cu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foreign forestry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orestry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eco-
forestr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unity forestry, etc. and reviewed the overall
trend of related research and insufficiency of the researches.
Key Words: China;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system; research; summary

3 国外林地经营管理政策与实践研究

3.1 国外林地经营管理政策与实践研究简述

对国外的林地经营管理政策与实践进行介绍描

述性研究一直是国内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

议题。 不同学科的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研究分析。
3.1.1 国外林业产权制度研究

产权制度安排是一个国家林业政策制定的基

石。国内学者在研究国外的林业产权制度安排时，大

多是从林业所有制角度进行介绍， 且主要集中在欧

美、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据已有的

研究归纳分析， 全世界的林业所有制形式大致包括

私有制林、公有制林等两种形式。不同的学者对各国

的森林产权配置进行了描述。 如欧洲国家，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被认为是私有林占主要比重的国家，
其中欧洲私有林规模达到了林地总量的 60%（Ex-
ecutive Summary，2008； 吴 伟 光 ，2002； 胡 文 亚 ，
2005），美国的私有人工林也占该国所有人工林比重

的 80%，澳大利亚私人经营的森林约占森林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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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赵芳，2000；张蕾，1999）。 而加拿大，俄罗斯等

国家的公有林 （包括国有林和省有林） 所占比重较

高， 其中加拿大的公有林占全国林地总数比例高达

93%（杨继平，2003；向青，2006）俄罗斯属该国林务

局管辖的森林面积也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 94%（孔

祥智，2008）。
不过国外有学者注意到，从总体的趋势来看，世

界上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在林业所有制中引入市场机

制，吸引私有资本进入林业。如美国学者 Cubbage 和

Newman 指出美国联邦林业政策在上个世纪以来基

本维持不变， 而相应的越来越多的基础林业政策向

国际林业、 非政府环境组织、 私营部门转移（Cub-
bage、 Newman，2006）。 即使是在以国有林为主的俄

罗斯， 也存在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如 “森林俱乐部”
（forest RU family）之类的林业 NGO 组织，以服务于

俄 罗 斯 的 森 林 保 护 （Forest.RU Family： All About
Russian Forests. http：//www.forest.ru/club.html）。
3.1.2 国外林业法规政策研究

国际林业组织指出， 林地管理政策包括林地策

略、指导原则、或在一段时间内指导行为的林业发展

规划。林业管理政策是多层次发展的，一个国家林业

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宗旨反映出该国在社会经济建设

和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态度 （International Forest，
2005）。 由于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法规有很大的差

异， 国内不少学者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林业发达国家

的林业法律法规做了一些介绍性研究。
有学者注意到， 国外发达林业国家一般都制定

有完善的林业法律法规。 其中美国林业政策是国内

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 如张熠星梳理了美国林业管

理依法治林的沿革（张熠星，2004），景彦勤总结出美

国林业管理政策的特点为“多头管理，各有侧重，运

作协调”（景彦勤，2006）， 而何全发则提出美国林业

管理优势为机构健全，职能明确（何全发，2008）。 在

对其它国家林业管理政策研究方面， 张玉钧专门研

究了日本新出现了的公共管理决策和林道整备决策

这一全新的林业管理模式 （张玉钧，2006）。 除此之

外，还有不少学者分别对俄罗斯、瑞典、德国等其他

国家的林业政策法规进行了介绍 （李昌哲，2001；范

俊岗，高军，2003；徐成立，2009）。 如和爱军对美国、
加拿大、瑞典、芬兰、挪威、德国、法国欧 美 七 国 20
世纪森林林业的政策变迁进行了简单回顾分析指

出， 由于 20 世纪西方七国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
这七国都采取了推进木材生产集约化的政策， 其林

业政策逐步转化为向日益强化环境保护限制方面对

应（和爱军，2005）。
还有的学者则关注到国外的林业财政政策领

域。 苏宗海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林业财政

政策的特点， 认为林业正逐渐成为各国财政重点支

持的领域， 林业投入将趋于规范和稳定 （苏宗海，
2004）。 赵鸣骥专门介绍了法国的林业财政政策，指

出该国的林业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国家预算对林业

生产给予的扶助上（赵鸣骥，1997）。张阿芬则对西方

国家的林业税收政策和体制进行了介绍 （张阿芬，
2004）。 另外，林业扶持政策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另

一个问题。 如胡馨芝专门介绍澳大利亚的林业扶持

政策（胡馨芝，1999）。赵彤堂对新西兰、韩国、瑞典和

日本的林业扶持政策做了相关研究（赵彤堂，1999）。
王登举则从财政补贴、 信贷支持和税制优惠三个方

面论述了日本政府对私有林的经济扶持政策 （王登

举，2004）。还有的学者对起源于北欧的瑞典、挪威和

芬兰的森林保险制度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并且指出

目前森林保险体系完善的国家一般采取由私营商业

保险公司经营，政府成立联营再保险公司，承担联营

分保业务。 Holecy 等曾经提出了一种普遍的森林保

险模型，它可以计算风险费，为森林投保，从而在森

林遭受破坏时予以赔付。 不过，他们也认为，这种模

型的困难在于森林价值不好评估， 致使投保价值难

以计算（Jan Holecy， Marc Hanewinkel，2006）。
除此之外， 国内一些林业职能部门和学者对其

他国外的林业政策进行了研究， 如有的学者对日本

的林业经营政策进行了引介（张蕾、谢晨，1999；浙江

省赴日韩林业考察团，2009）； 有的学者对德国的林

业经营政策进行了介绍（张志达、李世东；1999），等

等。 在此不再赘述。
3.1.3 生态林业与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世界林业发展和森林资源的总的变化趋势反映

出各国都经历了破坏森林资源到恢复森林资源再到

发展森林资源的过程， 并推动着各国的林业政策不

断的演变（姜纲炳、邵华亮， 2009）。 这其中，注重生

态林的建设与维护无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

识。因此，关于生态林的研究不仅在国外是重点在我

国同样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梳理国外生态林的相

关研究， 对今后我国生态公益林管护经营政策制定

与实施意义重大。
生态公益林是指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

候、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发挥生态效能为主要

目的森林。 实际上，在国外没有生态公益林的提法，
而是称为生态林业（ecological forestry）。 由于国外的

生存环境面临的人地压力比中国小很多， 尤其是经

济发达国家在林业发展方面是已经进入生态建设阶

段，其生态公益林建设政策并不像我国的“一刀切”
地将森林划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 并且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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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林实行禁伐。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林业可持续经营管理模式，

相关文献不胜枚举。 1992 年 6 月全球高峰会议签署

的里约宣言 (Rio Declaration) 正式提出了森林原則

(forest principles)，由此标志着林业的可持续经营管

理正式成为全球的一种共识。在此之后，世界各国基

本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评估林业可持续经营管理成效

的准则。学术界也围绕此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如

Kotwal 等认为， 生态指标是可持续林业管理的必要

指标（Kotwal、Omprakash， 2008）。Sheppard 则提出建

立可持续的经营管理模式需要社会支持(Sheppard，
2005)， 而 Mrosek 等则强调可持续的经营管理需要

地方发展水平的提 升 (Mrosek、Balsillie， Schleifen-
baum、2006)，Ferguson 等则详细探 讨 了 政 策 支 持 体

系 的 建 立 与 可 持 续 的 经 营 管 理 二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Varma、Ferguson、 Wild，2000）。
对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国外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生态补偿模式和生态林管护经营模式两个方

面。由于公益林具有生产周期长、生态服务的外部性

和公共物品等特性， 世界各国都对其采取了扶持政

策（龚亚珍，2002）。 对于生态补偿的理解，国内外不

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由于侧重点不同

及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 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都没

有一个统一的关于生态补偿的定义。 比较一致的观

点是生态补偿是生态服务功能或生态价值补偿的简

称， 是以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和资源可持续利用

为目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资源环境保护激励与制

约机制。目前，生态补偿政策机制在世界各国已经普

遍确立。 传统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政府对生态服务

提供者支付报酬。政府用不同渠道筹集的资金（例如

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工业税、污染罚款）支付（转移）
给 林 地 使 用 管 理 者 ， 用 于 相 关 专 项 行 动 （Word
Bank，2008）。 不过，在具体的补偿形式上，世界各国

则有很大的差异， 一些发达国家实施的生态补偿机

制形式和内容各异，涉及森林、水资源、土壤等与环

境相关的领域。
美国著名的生态学者 Cuperus 将生态补偿定义

为 “对在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所造成损害的一

种补助， 这些补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受损地区的环

境质量， 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

境质量的区域”（Cuperus，1999：41）。 他的定义指明

了生态补偿的两种模式， 即恢复受损的生态区域或

者是创建同样生态功能的新的生态领域。 而国内学

者刘玉龙和杜群则注重对生态保护主体的补偿，他

们将生态补偿定义为国家对流域生态保护区内因致

力于生态与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居民在资

金、技术和实物上的补偿及政策上的优惠等，并致力

于 生 态 与 环 境 保 护 各 方 面 投 入 的 分 担 (刘 玉 龙 ，
2007；杜群，2005)。 归纳起来，国外的生态补偿大致

有 3 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具

体又包含对相关者直接补偿，征收生态补偿税，实施

区域转移支付制度等 3 种方式； 第二种模式是市场

化运作的生态补偿，主要包括直接购买或补偿，水费

附加，兴建替代工程或采用替代方案等 3 种方式；第

三种模式是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这

也是生态补偿运用较广泛的一种方式。 国外自然保

护区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表明， 自然保护区生态

补偿是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共同实现的。 不论

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公共支付手段都

是主要的支付手段， 通过生态补偿促进社区参与是

实施保护区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Cuperus，2001)。
生态补偿服务是建立在生态有偿服务理念的基

础上。生态有偿服务在国外的提法比较多，在该制度

中， 资金从环境服务的受益者中征集起来或重新分

配，并直接支付给服务的提供者，环境服务市场因此

而形成。 2007 年，Pagiola 和 Platais 向世界银行提交

了关于生态有偿服务方法最完整、 最重要的讨论报

告（Pagiola、Platais， 2007）。 世界银行支持的中国生

态补偿机制项目研究就提倡在中国建立以市场机制

为导向的生态有偿服务体系， 并提出建立生态有偿

服务制度最大的潜在障碍是合适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的创建和发挥作用（The World Bank，2008）。
国外关注的另一个关于生态林的议题是生态林

的经营管护问题。在这一点上，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等

林业发达国与我国也有较大的区别。一般而言，发达

国家主要将生态保护所需的森林资源全额购买为国

家所有，因此国外的生态公益林多为国有林。对于生

态林的具体管理和经营模式， 国外主要有国家购买

和提供模式 （如日本的安保林、 德国和美国的国有

林）、支持私有林业发挥生态效益（如瑞典、日本有这

方面的完善制度）、社区参与生态补偿（如巴西、墨西

哥、美国有实行这种模式）等 3 种模式（李彧挥等，
2008）。由于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一直是国内学术界

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 因此很多学者对国外尤其是

发达国家的生态林管护与生态补偿模式进行了介绍

和研究（吴水荣，2001；龚亚珍，2002；王振，2004；王

登举，2005）。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国内学者吴水荣归

纳了国际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主要模式， 并对国

际森林生态补偿的实践效果进行了评价。 这些模式

分别是公共支付模式、 市场支付模式和国际组织的

项目参与模式。 而实践评价主要是从 3 个方面进行

评价，即森林生态补偿对森林经营者的影响，森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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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与森林生态服务供给和森林生态补偿与缓减

贫困 3 个指标（吴水荣，2009）。吴水荣的研究为我国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国外的生态林经营管护

和生态补偿机制和我国现行的生态林管护经营有很

大的差异。由于我国林业权属复杂多样，因此只能采

取激励生态市场手段，采取专职竞标的管护方式。而

在国外，生态公益林权属分为国有和私有，因此管护

工作比较简单。国有林通过林务官进行管护，而私有

林则由林场主投入劳动或雇佣劳动力进行管护。
3.1.4 社区林业研究

国外的社区林业产权安排和我国的集体林权制

度安排有诸多相似之处， 因此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也显得极为必要。 社区林业概念最早由印度林学家

杰克·威士托比在 1968 年召开的英联邦第 9 届林业

大会上所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1978 年第 8 届雅加达

世界林业大会给社区林业下的定义是：“旨在满足当

地居民要求和旨在获得经济收入，由农户进行营林、
林产品加工、 手工艺品生产以及居住在森林中的部

落社区的一切有关活动” (WFC，1978)。 印度林学家

Timari 认为， 社区林业是在传统林区以外的所有土

地上种植树木和其它植物的科学和艺术， 民众直接

参与，并在不同程度上与其它活动相结合，对土地进

行均衡的无偿使用， 以向个人和社会提供多方面的

产品和服务（转引自袁德政，郑宝华，于晓刚，1992：
28）。 另一个学者 Robert 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

出，“社区林业这一术语涵盖了广泛的乡村居民、其

他使用者和社区群体进行的与森林和树木相关的活

动， 目的是生产产品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并获得现金

收入。社区林业不同于传统林业，前者最主要的核心

是群众和社区的参与”（Robert，1990）。 除此之外，联

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的《世界森林资源状况》一书中对

社区林业也作了解释，“社区林业是用来描述社区参

与森林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术语， 所涉及的范围包括

公共林业、农场林业和联合森林管理。社区林业计划

是根据当地人民和技术人员的知识所制定的， 并且

采用参与式方法帮助当地人民及其组织机构， 使其

能够通过提高对林木和林业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而达

到其目标并解决所关注的问题” （FAO，1997）。 美国

森林趋势政策和市场分析部主任安迪·怀特（Andy
White）认为，政府应该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到森林保

护中， 应尽量保护民众参与森林管理的积极性 （安

迪，2005）。 有学者预计，在未来十年，发达国家一半

以上的森林将会由社区来管理， 社区林业管理的发

展趋势越来越好（Biodiver Conserv，2008）。
社区林业管理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

题。 Liz Alden Wily 研究后提出，社区林业管理的两

种形式，利益分享模式和权力分享模式，并指出实际

的操作(法律条款)会由利益分享模式向权力分享的

模式转变。Rosoman 则认为，林业社区管理是解决森

林经营管理危机的有效方式。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被

认为是非常重要观点， 即林业社区管理不是一个技

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林业社区管理的是各方

组织合作努力的结果。为此，他专门构建了林业社区

管理的模型，描绘了政府、社区、NGO 组织三方的角

色（Rosoman，2002）。 日本学者山下达郎则以班尤马

为例，探讨了区政府、社区与森林资源的关系，并得

出如下结论：高度依赖森林资源的区政府和社区，社

区林业管理产生的积极效果有限(Tatsuro SAKANO，
2004)。 另一位学者 Casson 通过研究后指出，由于区

政府的享有区域自主权， 地方政府准许区政府自我

管理， 使得区政府能够从非法采伐那获得利益。 据

此， 他认为可推出高度依赖森林资源的区政府和社

区 必 定 会 排 斥 基 于 社 区 的 林 业 管 理 模 式（Casson，
2002）。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报告则注意到，在

发展中国家，森林、林地和森林工业对于缓解乡村地

区的贫穷落后和引导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很重要的潜

在作用（FAO，1997）。
关于国外社区林业的最新研究进展， 国内已有

若干资料可供借鉴。李维长介绍了第 12 届世界林业

大会关于社区林业的讨论， 认为社区林业机制促进

了林业部门的改革， 是传统的森林经营管理模式改

革的首选模式， 而社区林业也已成为林业改革浪潮

中极有价值的创新途径（李维长，2004）。 刘璨认为，
林业技术是社区林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他分析了

参与式管理的几种类型， 指出如何协调社区林业冲

突 成 为 社 区 林 业 发 展 的 关 键 性 问 题 之 一 （刘 璨，
1998）。 甄学宁认为社区林业理论建立在 3 个基点

上：需求、冲突和冲突的协调。 他阐述了经营主体和

主要利益相关者需求，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并

提出化解冲突的 5 种对策（甄学宁，2007）。马元介绍

了联合国在亚太地区的社区林业项目， 总结出社区

林业建设已经取得的 7 点经验， 指出社区林业在粮

食安全、人类营养、妇女作用、增加收入和社区发展

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马元，1996）。 另外，我国也有

学者结合本土实践对社区林业的模式做了相关理论

研究。杨梅总结了社区林业 6 大特点，她认为社区林

业 最 本 质 的 特 征 在 于 强 调 当 地 人 的 参 与 （杨 梅，
2003）。 丁文恩在对我国社区林业进行 SWOT 分析

后指出，我国林业的发展有着资源优势、人口优势、
组织优势、政策优势（丁文恩，2006））。 杭金建、先开

炳则探讨了社区林业的产生、 自下而上决策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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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充分尊重林地林木权属的起因，并提出社区林

业的主体、对森林资源减少的认识等相关问题（杭金

建、先开炳，2005）。
中外学者们还对世界各地的社区林业实践展开

了个案分析。 王哲在梳理了尼泊尔林业规划的历史

沿革和森林使用者小组制度后， 认为尼泊尔的森林

使用者小组机制保证了社区民众对林产品的使用由

小组决定， 同时可以动员农村社区贫困的村民参与

到社区林业中， 这点对发展我国的云南林业有参考

价值（王哲，1991）。 Brown 的研究同样指 出，社 区

林业在尼泊尔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在政策中引入的使用者小组的

概念。 这意味着“社区”能够独立于当地政府的最低

层次的合法基础上组织起来。 Brown 还回顾了亚非

社区林业的发展史， 并将尼泊尔和喀麦隆的社区林

业模式进行了比较，从社区的概念界定、森林收益的

增加、政策的制定、操作中的问题等四个方面分析了

社区林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必须提高当地社

区对其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Brown，2002）。殷鸣放、
张玉钧等通过对日本传统林业典型吉野林业的核心

地带川上村的实地考察和资料的收集整理， 详细论

述了吉野林业的借地林业制度、山守制度、组合制度

等经营特色， 认为这 3 种相互关联的制度在吉野林

业 建 设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殷 鸣 放、 张 玉 钧，
2007）。 Aguilar 对玻利维亚的森林经营认证制度进

行了探讨，认为社区林业的经营必须符合社会、经济

方面的多种目标（Aguilar，2002）。 此外，国外还有一

些学者进行社区林业管理体制的研究， 如 Spencer
Ortiz 介绍了玛雅人社区租借地的制度策略，并分析

了危地马拉 rio chanchich 地区的经营实践（Spencer
Ortiz，2000），S.D.Mukherji 分析了印度安德拉邦的联

合 森 林 管 理 (JFM)计 划 （Mukherji，1999），Liz Alden
Wily 等介绍了坦桑尼亚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经营

策略 （Liz Alden Wily，2001），steve 对印尼东加利曼

丹 4 个村庄林业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steve，2003），
等等。研究社区林业管理经营实践，已经成为当前国

外学术界的一个趋势。

4 对相关研究的评价

4.1 已有研究的整体评价

整体而言， 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我国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研究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和变化趋势。
4.1.1 研究领域逐步拓宽

从单纯的关注集体林权制度主体阶段改革，向

关注后续配套支持制度改革转变； 从关注一些较为

表面的议题向关注一些较为深层次的议题转变；从

关注国内的相关改革政策实践向关注国外的政策实

践转变，并注重其对国内林权改革的借鉴意义发掘。
研究领域的拓展， 表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走向深化。
4.1.2 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化

由于不同研究者的视角差异， 有的研究者更加

强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正面意义的制度变

革绩效，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多关注改革所引发的

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特别是在对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绩效评估比较方面， 学者们的观点分歧更加明

显。 当然，无论是持何种研究取向，其基本的出发点

是一致的， 即都认为我国的现行集体林权制度安排

必须改革。
4.1.3 研究群体逐步扩大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有很强的时效性特征。
客观而言，由于福建、江西等试点省份在推动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质，
这一改革在初始阶段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

此早期从事相关研究的绝大部分是一些林业实践部

门的非学术研究人员。在此之后，包括中国人民大学

和北京大学在内的一些研究团队开始接受国家林业

局的委托而介入研究。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以

福建、 江西为实证研究对象的调查研究仍有待进一

步提升。 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学者立足村庄层面，
从林农、 村集体的视域来开展研究来开展相关领域

问题的研究。目前，从事集体林改研究的学者已经从

早期的林业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扩展。 研究的群体中既有林

业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也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由于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制度变革，
因此理论界和实践界始终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这

点是当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比较

独特的现象。
4.1.4 研究群体和研究地点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目前学术界从事相关研究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

福建、湖北、江西、北京个别高校及部分林业院校，研

究的地域则主要集中在福建、 江西这两个改革的核

心省份，其他省份较少有人关注。事实上，客观地说，
其他省份的改革起步较晚，研究价值自然相对有限。

即便如此，和别的研究领域相比，目前学术界对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
如果以“林权改革”为关键词在 CNKI 期刊网进行全

文搜索，能够查找到的上网文献仅有 1406 篇（截至

2009 年 10 月 28 日）。 至于直接研究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公开出版的著作， 截至目前总数也不会超过

15 部。 况且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林业部门的实际

37

贺东航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 30 年回顾（续）



工作者所撰写的研究报告性质的研究文献。这表明，
我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尚有更大的拓展空

间。
导致学术界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关注不多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于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发端于福建、江西两省，而全国性的改革

直到 2008 年才算是全面实施，因此学术界只有为数

不多的研究者及时捕捉到类似的研究信息， 倒是一

些非林业院校的研究者因具有重视田野调查研究的

传统，及时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4.2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4.2.1 研究视角相对单一

已有研究的视角单一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第一， 已有研究普遍缺乏理论指导尤其是缺乏

跨学科的理论视野。 虽然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宣称从

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角度对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但是真正把跨学科

视角融合起来开展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特别是已

有研究普遍缺乏社会学、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背景，
致使整个研究中缺乏地方性知识视野， 普通林农的

利益话语权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正如前面指出的，
研究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集体林权制度也包括国

家的正式林权制度和地方民间的非正式林权制度等

两个层次， 后者主要通过村级林权制度实施中展现

出来， 包括村民传统的林地观、 村庄传统的宗族观

念、 地方的历史社会意识都可能会左右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的进程。 而这点恰恰是已有研究基本没有给

予足够重视的。
第二，已有研究的具体分析视角过于单一。他们

要么注重国家正式制度层面的宏观政策分析， 要么

注重基层村级制度实践，却很少人同时从宏观、中观

和微观等三个层面来考察集体林权制度实施。 实际

上，乡（镇）、县（市）地方政府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

施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已有研究几乎没

有人注意到这个关键性环节。
第三，除了社区林业研究之外，学术界对国外林

业政策研究也缺乏多视角研究。 突出表现为重视林

业发达国家政策研究而忽视发展中国家政策研究；
描述性研究多余分析比较性研究， 介绍性研究多于

启示性研究， 缺乏深层次的诸如林业政策与林农的

关系、林业政策的历史沿革等更深层次的研究视角。
特别是已有研究大部分是关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林业

政策的， 而对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林业

政策的介绍比较少。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介绍

一些与我国林业资源相近的国家的林业政策也许对

我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更有借鉴意义。

4.2.2 研究方法不够科学

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获取各类一手研究资料

是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在已有的研究中，
虽然有不少研究者采用定量或者定性的方法对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 但他们所使用

的研究方法还是显得不够科学， 由此也直接影响到

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 已有研究大多缺乏长期的田野调查基础

特别是缺乏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参与观察研究为支

撑， 导致其研究路径和研究结论都与村庄的实践有

相当的差距。 再者，已有研究大都是以福建省、江西

省两个试点省份为主， 由此得来的资料和研究结论

不能反映全国不同地区复杂多变的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情况。
第二，绩效评估的指标设计不完善。对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的实施绩效进行评估是已有研究中非常关

注的一个议题， 但是已有的研究普遍存在绩效评估

的指标设计不完善的问题。首先，集体林地经营和产

权制度安排具有经济、社会、生态和政治等四个方面

的属性， 而已有研究大多只注重对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经济绩效的评估， 却没有分析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这样其评估模型设计不

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缺陷， 自然也难以客观全面地评

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其次，即使是从经

济绩效的角度来看， 已有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绩

效评估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分析， 没有把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前后的林权制度安排中形成的不同林

地经营流转模式的绩效进行比较性研究。
事实上，本课题组认为，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研究， 如果研究者不深入村庄深入农户进行长期细

致的认真实地调查，是不可能完全林改的真相的，由

此导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会使研究扭曲现

实。 研究者必须在对相关的制度政策进行充分解读

的前提下，真正深入到村庄，并且和农民群众保持密

切的接触，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同时也要对相关职

能部门、乡村干部和各类林地经营主体（包括林业企

业、林地个体经营者）进行深度访谈和观察，才能真

正获取第一手资料， 而这点恰恰是本课题研究需要

突破的重点所在。
4.2.3 资料相对陈旧

已有的研究哪怕是最近两年发表的研究论著所

用的资料大都是 2007 年之前的调查资料，明显滞后

于整个改革的实践。 而事实上，在此之后，我国的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快速推进， 改革的绩效开始更多地

显现出来。 就以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评

估研究为例，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由于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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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距离林权制度第一阶段完成的时间较近， 林权

改革的许多影响可能还没有显现出来。因此，目前的

研究只能从农户生产投入的角度进行分析”（孙妍，
2008），这种视角显然不能全面反映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所有经济绩效评估。
4.2.4 研究对策缺乏操作性

由于存在上述多方面的研究缺陷和不足， 反映

在对策性研究方面， 就是直接导致已有的对策研究

要不缺乏普适性，要不就是脱离实际，缺乏操作性。
鉴于此，对于当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研究，无

论是在理论视角分析， 还是在调查时间和地点选择

以及资料获取方面，都要有新的突破。 只有这样，才

能进一步拓宽和加深我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一

重大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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