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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林下经济发展规划 
                 (2011-2015) 

 

    林下经济是以林地资源、林下空间和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

以林下种植、养殖、采集、初级加工、森林景观利用为主要形式,

以开发利用林地资源和林荫空间复合生产经营为重点，按照现代

林业发展要求，自觉运用自然、经济规律，生产出更多满足市场

需求的产品，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是实现陕南循环发展目标、促进农民收入倍增的重要

途径，为加快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一、发展优势 

                （（（（一一一一））））自然环境优越自然环境优越自然环境优越自然环境优越    

    1、安康市位于陕西省最南部，地处北纬 31°42′-33°49′、

东经 108°01′—110°12′之间。北靠秦岭，南依巴山，与四川、

重庆、湖北接壤。国土总面积 23529 平方公里。 

    2、地质地貌属秦岭、巴山两大地质构造单元。主体为秦岭

地槽褶皱带，部分为四川台面斜边圆弧形褶皱带，地层以古生代

海相建造为主，地质构造十分复杂。 

    汉江以北为秦岭山系、以南为巴山山系，地貌呈南北高山夹

峙、河谷盆地居中的特点。巴山约占 60%，秦岭约占 40%，秦岭

主脊一般海拔 2500 米左右，巴山主脊一般海拔 2400 米左右，凤

凰山自西向东延伸于汉江与月河川道之间，形成“三山夹两川”

的地势轮廓。汉江谷地和月河川道平均海拔 370 米左右，相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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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2000 米以上。  

    3、全市属北亚热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无霜期长，垂直地带性气候明显。年平均气温 15.7°C，日照时

数 1495.6 小时—1836.2 小时，无霜期 210-270 天，年降水量 750

—1100mm，主要集中在 7、8、9三个月。温暖湿润气候有利于林

木生长，以秋冬造林为宜。 

    4、全市水资源极为丰富，其中汉江在安康境内流长达 340

公里，年均自产径流量 106.57 亿立方米，过境客水 145.7 亿立

方米，水资源总量占全省总量的 59.5%，人均占有 3700 立方米，

是全国的 1.5 倍、全省的 2.6 倍。 

    5、全市主要土壤为粗骨性黄褐土和黄棕壤，PH 值在 6.5－

7.5 之间，土层厚度 30－60cm，土壤质地中壤或中壤偏重；有机

质平均含量 1.25%，全氮含量 0.19%，碱解氮平均含量 75ppm，

速效磷平均含量 6.42ppm，速效钾平均含量 100ppm，适宜于多种

林木生长和林下种养殖生产。 

                （（（（二二二二））））社会经济条件良好社会经济条件良好社会经济条件良好社会经济条件良好    

    1、市辖九县一区，161 个镇（办），总人口 303 万，其中，

农业人口 254 万，占总人口的 83%。农村劳动力总数 160 万人，

其中从事林下种养业近 100 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 62.5%。充足

的劳动力资源，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2、全市土地总面积 3529.39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面积

2878.67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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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2 年,全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513.02 亿元。其中，第

一产业产值 80.95 亿元，第二产业产值 259.58 亿元，第三产业

产值 172.49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815 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0300 元。 

    4、全市铁路、公路、河流纵横交错，交通运输较为便利。

阳安、襄渝、西康铁路交汇于此，210、316 国道和包茂、十天、

西汉、川陕高速和汉江贯通境内，扩建后的 4C 级机场可满足波

音 737-800、空客 320 等中型飞机起降，将成为中国西部腹地沟

通南北，连结西南、中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市内初步形成了

市、县(区)、镇(办)公路纵横相连的交通运输网络。 

（（（（三三三三））））林业资源丰富林业资源丰富林业资源丰富林业资源丰富    

    1、全市林业用地 2878.67 万亩，占国土总面积 81.56%，非

林业用地 650.56 万亩，占 18.44%。有林地 2114.06 万亩，森林

覆盖率 59.9%，森林蓄积量 6026.72 万立方米，居全省前列。 

    2、植被类型多样、群落结构复杂、生物种类繁多、垂直带

谱明显，有种子植物 3300 余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利用前景

的野生植物 1000 余种，其中乔木 100 余种、灌木 300 余种、草

本 600 余种。省级以上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30 余种,挂牌保护的

古树名木 866 株。 

    3、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已发现 600 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50 余种，省级 30 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的大熊猫、金

鹮丝猴、羚牛、朱 在我市均有分布。 

                （（（（四四四四））））发展基础坚实发展基础坚实发展基础坚实发展基础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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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以来，为加快林业持续稳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林

业增效，全市大力发展林业产业，推广各类林下高效种植养殖模

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止 2012 年底，全市

累计完成林下高效种植养殖面积43.5万亩，创造产值32.6亿元，

新增利税近 10 亿元。种植养殖结构包括了林粮间作、林菜间作、

林药间作、林菌间作、林下养禽、林下养畜等模式，为推进林业

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发展必要性 

                （（（（一一一一））））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是立足安康资源禀赋是立足安康资源禀赋是立足安康资源禀赋是立足安康资源禀赋、、、、做优现代做优现代做优现代做优现代

农业的战略选择农业的战略选择农业的战略选择农业的战略选择    

    我市地处秦巴山区，林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80%以上。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川坝河谷地带土地资源有限，林

下空间蕴藏着很大发展潜力。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把潜在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实现富民强市目标的战略选择。 

（（（（二二二二））））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是实施生态立市战略是实施生态立市战略是实施生态立市战略是实施生态立市战略、、、、促进循环促进循环促进循环促进循环

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的重大举措    

    我市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肩负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的双重使命，必须自觉把区域经济发展融入国家和全省宏观战略

决策之中，通过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经

济、生态、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推动区域特色经济快速发展。 

（（（（三三三三））））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是科学开发林下资源是科学开发林下资源是科学开发林下资源是科学开发林下资源、、、、促进农民促进农民促进农民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    

    农村经济发展不足、群众增收困难一直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 6 — 

的难点问题。按照省政府确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500元的贫困标

准，全市尚有100.5万贫困人口。增收致富，希望在山，潜力在

林，一座山林就是一个“绿色工厂”。通过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能够有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四四四四））））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是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是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是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是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加快加快加快加快

建设美好安康的有力保障建设美好安康的有力保障建设美好安康的有力保障建设美好安康的有力保障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巩固和扩大生态优势，加快构建现代

林业产业体系，能够为“做大新型工业、做强生态旅游、做优现

代农业”提供强力支撑。同时，将有力促进产业发展方式、生产

组织形式的快速转变和新型产权制度、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完

善，对于提高经济组织化程度、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创新社会管理

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林下经济的崛起必将进一步夯实建设美

好安康的经济基础。 

                三、规划依据    

                （（（（一一一一））））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强市”战

略，以发展林下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

主线，以科技进步和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现代林业示范园区建设

为抓手，推动林业产业“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

展，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逐步形成产业集群，融种

养、加工、营销为一体，构建完备的林业产业体系，推动全市林

下经济快速发展。 

                （（（（二二二二））））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政策依据    



 — 7 —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

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0〕1 号）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

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3〕1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2〕42 号） 

    4、《安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安政

发〔2011〕） 

    5、《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山林经济的意见》（安政

发〔2012〕7号） 

    6、《安康市山林经济发展规划》（安办发〔2012〕67 号） 

    7、《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的实施意

见》（安政办发〔2012〕151 号） 

                （（（（三三三三））））规划原则规划原则规划原则规划原则    

    按照“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高科技支撑、高水平经营”

的要求，全面落实国家林业产业政策，借鉴省内外发展林下经济

的经验，着力构建具有安康特色的发展模式。 

    1、生态优先、良性互动。以保障生态安全为基点，以增加

农民收入为落脚点，积极发展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良

性互动的林下产业。 

    2、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利用当地自然和经济条件，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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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在充分利用林地、林木资源的前

提下，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努力提高林

下产业经济效益。 

    4、龙头引领，辐射带动。推广业主林业，推进企业化经营，

组建林业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通过龙头引领，辐射带动，做

大做强林下经济。 

    5、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以市场为导向，选择特色优势项

目，做强做优林下产业，努力提供高效优质林下产品，最大限度

满足市场需求。 

    6、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按照“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

思路，突出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加强示范，带动全面发展。 

    7、扶优扶强，示范引领。对建设标准高、科技含量高、推

动有力、示范效果好、带动作用强、产业效益显著的园区和企业，

从项目上予以重点扶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四四四四））））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建设内容    

    充分利用现有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种植、养殖业，通过

推进先进模式，集约生产经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1、林菌间作模式。充分利用林下空气湿度大、氧气充足、

光照强度低、昼夜温差小的小气候环境，在郁闭林下积极发展食

用菌生产。 

2、林下养禽模式。利用林下充足空间，放养或圈养(以放

养为主)各类家禽或野禽，生产无公害禽类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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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下养畜模式。在林下放养或圈养山羊、蛇、野猪、梅

花鹿等家畜或驯养野生动物，生产无公害畜类绿色产品。 

4、林药间作模式。在幼林抚育期，林下间种中药植物，促

进林药共生发展。 

5、林粮间作模式。幼林郁闭前，林下间种高效经济作物，

通过以耕代抚，提高土壤肥力，加强幼林管理。 

6、林菜间作模式。幼林期根据林间光照强度及各种作物生

长特性，积极发展微菜、蕨菜、山竹笋、山野菜等林下蔬菜生产。 

                四、目标任务    

                （（（（一一一一））））基本思路基本思路基本思路基本思路    

    1、随着林业发展，林地逐年增加，可用于造林的土地面积

逐年减少，至 2015 年，全市林地面积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水平，

且大部分为中幼龄林期，适合发展林下种植和林下养殖业，是我

市林下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 

    2、建立永久性产业基地、示范园区和示范点，以示范园区

为中心，示范点为节点，重点扶持示范园区建设，带动全市林下

经济全面发展。 

    3、经过 5 年努力，林下经济初具规模，并建成一批示范带

动作用强、经济效益好的林下经济产业基地和示范园区，在全市

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二二二））））建设期限建设期限建设期限建设期限 

    2012-2015 年。构建安康林下经济体系框架，着力推进林业

产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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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总体目标    

    到 2015 年，全市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 100 亿元，其中林下

种养业产值 60 亿元，农产品加工产值 40 亿元，实现农民人均纯

收入 2000 元；建设规模以上林下产品加工企业 50 户，其中培育

产值过亿元企业 8 户；建成以魔芋、中药材、野生动物驯养、畜

禽、食用菌、山野菜等六大产业基地，建设 50 个林下经济示范

园区。通过突出特色、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政策引导、政府扶

持、市场拉动、科技支撑、园区引领、基地示范等系列推进措施，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林下生产、加工利用和营销体系，全市林下经

济基本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四四四四））））产业布局产业布局产业布局产业布局    

    根据《安康市山林经济发展规划》和《安康市大力发展林下

经济的实施意见》，结合本市自然资源禀赋和林下经济发展要求，

突出重点，分区布局，彰显特色，规模推进。规划期内在全市新

建魔芋、林下药材、野生动物驯养、畜禽、食用菌、山野菜等六

大产业基地 750 个；建成高标准示范园区 50 个，以此带动林下

经济向纵深发展，进而形成安康市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体系。 

                五、建设规划 

                （（（（一一一一））））建设任务建设任务建设任务建设任务    

    安康市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划总任务是：2012 年到 2015 年

发展林下魔芋 20 万亩、种植林下药材 60 万亩、野生动物驯养年

出栏达到 100 万只、林下养鸡年出栏 1000 万羽、山地养羊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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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出栏 100 万只、食用菌年生产规模达到 2亿袋、山野菜年生产

规模达 5 万吨。 

                （（（（二二二二））））基地规划基地规划基地规划基地规划    

    规划全市发展林下经济六大产业，建设 750 个产业基地。其

中新建魔芋基地 80 个，面积 20 万亩；新建林下药材基地 100 个，

面积 60 万亩；新建野生动物驯养基地 120 个，年养殖出栏 100

万只；新建林下养鸡产业基地 132 个，年养殖出栏 500 万羽；新

建山地养羊产业基地 138 个，年出栏 27.6 万只；新建食用菌产

业基地 80 个，年生产规模 2亿袋；新建山野菜产业基地 100 个，

年生产山野菜 5万吨。 

    按照规划科学、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分步实施的原则，稳

妥推进实施各年度林下经济产业基地建设计划。（详见附表五） 

                （（（（三三三三））））园区规划园区规划园区规划园区规划    

    按照“一县抓一业”和突出重点县、基地镇、产业园的要求，

到2015年建成林下经济示范园区50个，基本形成具有区域特色、

优势明显、技术领先、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以分拣包装、

深精加工、仓贮和市场营销为突破，实现林下经济产业综合产值

13.043 亿元。 

（（（（四四四四））））加工体系建设加工体系建设加工体系建设加工体系建设    

    积极培育一批上联市场、下联基地、具有较大规模的龙头企

业，年加工各类林下产品 139 万吨。其中新建规模以上富硒魔芋、

林下药材、肉制品、食用菌、山野菜加工企业 50 家。 

（（（（五五五五））））营销体系建设营销体系建设营销体系建设营销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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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合交易市场。依托山林经济农产品综合交易中心和农

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将林下经济产品形成批量，融批发、零售、

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按供需、有计划、成批量地推进林下产

品直接进入交易市场。 

2、营销队伍建设。通过专业化培训，培育一批以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专业购销大户、连锁配送为主的林下产品营销队伍，

上联市场，下联农户，拓展流通空间，做大做强林下经济。 

3、名优品牌建设。集中打造以“富硒魔芋”、“秦巴医药”、

“畜禽食品”、“珍稀菌类”、“山珍野菜”等一批林下名优品

牌，积极开展林下产品质量和产地认证，提高我市林下商品的知

名度。 

    通过基地建设扩规模，园区示范树样板，辐射带动面上发展，

力争到 2015 年全市林下经济实现产值 100 亿元。 

                六、投资与效益概算    

                （（（（一一一一））））投资估算依据投资估算依据投资估算依据投资估算依据    

    1、《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中国计划

出版社； 

    2、《林业工程概预算编制方法》，国家林业局颁发； 

    3、营林工程费用的确定，以园区范围内实地调查为基础，参

考近年来国内同类项目编制经济指标，按平均费用标准计算； 

    4、林产品价格按照实际调查数据计算; 

    5、其它原材料按现行的市场价格计算。 

（（（（二二二二））））投资估算结果投资估算结果投资估算结果投资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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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市林下经济发展规划》总投资为 44 亿元。其中魔芋产

业7亿元、林下药材产业9亿元、野生动物驯养产业1亿元、林下

养鸡产业3亿元、山地养羊产业8亿元、食用菌产业4亿元、山野

菜产业 2 亿元、规模加工企业 10 亿元。在总投资中，直接生产费

用28.6 亿元，占总投资的65%；其他费用 15.4 亿元，占总投资的

35%。 

    在总投资中，林下产业基地建设总投资 25.208 亿元。其中魔

芋产业基地7亿元、林下药材基地 7.5 亿元、野生动物驯养基地1

亿元、林下养鸡基地1.5亿元、山地养羊基地2.208 亿元、食用菌

产业基地4亿元、山野菜产业基地2亿元。 

    示范园区总投资6.2865亿元。其中魔芋产业示范园0.35亿元、

林下药材产业示范园 2.3325 亿元、野生动物驯养产业示范园 

0.515 亿元、林下养鸡产业示范园 0.069 亿元、山地养羊示范园

0.08 亿元、食用菌产业示范园 2.86 亿元、山野菜产业示范园 

0.08亿元。 

                （（（（三三三三））））资金来源资金来源资金来源资金来源    

    安康市林下经济建设投资主要来自于国家项目扶持、财政投

入和项目业主自筹。其中，中、省项目投资 8.8 亿元，占总投资

的 20%；地方配套投资 2.2 亿元，占 5%；业主投资 33 亿元，占

75%。 

                （（（（四四四四））））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效益分析    

到2015年，全市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 100亿元。通过林下种植、

养殖、采集、加工与利用，达到以林养林，以长促短，长短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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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恢复森林植被，更好地发挥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的作用，

而且还可推动生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同时，通过林下经济建设，

人工造林、林分改造、抚育管护需投工约 5200 万个工日，可解

决 2 万余人就业，还可带动交通运输、加工物流、餐饮服务业的

发展，创造间接的就业机会，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产生良好

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七、 保障措施    

    （（（（一一一一））））加大林下经济扶持加大林下经济扶持加大林下经济扶持加大林下经济扶持 

认真落实中、省支农惠农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

政支农预算，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市、县区建立扶

持林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其中市、县区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额

资金，主要用于林下产品加工、储运流通企业贷款贴息、基础设

施配套和农资、种苗、科技扶持等；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发

展林下经济，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整合农业发展项目，加大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 

（（（（二二二二））））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深化林权制度改革    

继续深化林权制度配套改革，推动林下资源向生产要素转

化。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鼓励引导农户以转包、出租、

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林地、土地经营权，吸引资本、技术等要

素向林下经济集聚；加快推进林权交易中心建设，规范林权交易

场所，搭建林权流转平台；落实林权抵押贷款政策，扩大财信担

保、小额信贷扶持范围和扶持额度，拓宽林业投融资渠道，满足

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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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加快现代园区建设加快现代园区建设加快现代园区建设加快现代园区建设    

按照规划先行、产业配套、龙头引领、政策支持、服务跟进

的要求，落实扶持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和培育龙头企

业、专业大户、家庭林场、合作经济组织等市场主体，推进规模

经营，实施绿色标准，加快功能聚合，建设林下经济园区。县区、

镇（办）政府要围绕园区建设，突出抓好土地流转，为林下经济

园区建设创造有利条件。抓好市、县区、镇（办）三级林下经济

示范体系建设，加大示范园区培育力度，积极争创省级示范园区。

建立市级林下经济示范园区评定扶持制度，力促全市林下经济快

速发展。 

（（（（四四四四））））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加快制定全市农产品品牌发展规划，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

按照“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品牌化营销、全方位推介”的

要求，在“富硒有机”地域形象品牌下，主打“秦巴医药”、“安

康山珍”特色品牌；对有条件创树名优品牌的企业，在项目捆绑、

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方面给予扶持；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市

级认定的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和名牌产品的企业，市

政府按照既定奖励办法给予表彰奖励；积极支持农产品商标注

册，鼓励申报原产地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五五五五））））强化科技支撑强化科技支撑强化科技支撑强化科技支撑    

    加强科技研发体系建设，在加强市、县区农林科研机构建设

的基础上，着力组建林下经济产业研发中心，重点县区设立林下

经济科技研发示范站，着力研发名特优新林产品加工和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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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不断提高林产品附加值。加强林下产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培养科技领军人才，集中解决林下

种养、采集、加工与贮运保鲜等重大技术难题。建立以龙头企业

为主体、科研院校为依托、中介服务为纽带、科技投入为支撑、

政策法规为保障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林下产业发展的科技贡献

率。 

（（（（六六六六））））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强化措施，建立市、县区、镇办

三级政府领导包抓机制。市级各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加强对林下经

济发展的指导、协调和支持服务，主管部门要制定专项规划和分

年度实施方案，全力以赴抓落实。加强政策舆论宣传，激发全民

创业热情，切实建立“市场驱动、行政推动、政策促动、宣传发

动、示范带动”的产业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共促林下经济

发展的合力。市政府把林下经济发展纳入市对县区政府和市政府

工作部门年度重点工作考核内容，予以考核奖惩。 

 

附：1. 安康市森林资源统计表 

    2. 安康市林下经济现状表 

    3. 安康市 2011-2015 年林下经济发展规划表 

    4. 安康市 2011-2015 年林下经济产业基地建设规划表 

    5．安康市 2011-2015 年林下经济产业示范园区建设一

览表 

    6. 安康市 2011-2015 年林下经济示范园区建设规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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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康市 2011-2015 年林下经济示范园区分年度建设

规划表 

8. 安康市 2011-2015 年规模以上林下产品加工企业发

展规划表 

9. 安康市 2011-2015 年规模以上企业林下产品加工产

值估算表 

10．安康市 2011-2015 年林下经济发展规划投资概算表 

11.安康市2011-2015年林下养殖产业示范园规划示意图 

12.安康市2011-2015年林下种植产业示范园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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