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0/$1

!"#$%&' "( )*+,-&%. / ! 0 1%-2+$3-45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情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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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了解退耕还林工程 $% . 来的实施情况! 根据西北地区退耕还林县和调查人员的分布! 对西北 # 省 (-'
个退耕还林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并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结果发现$ 参照退耕前! 退耕后生态环境& 农
户生态意识和生计都有显著改善! 退耕还林政策执行顺利! 受到农民的一致赞成! 补助问题是农户普遍关注的问
题% 此外! 分析了当前存在退耕补助兑现水平低! 公示度和验收力度不够! 树种比例要求不现实! 政策宣传力度
不强! 退耕地收成不高! 管理粗放! 科技含量低等问题! 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图 $ 表 $ 参 $%
关键词! 林业经济学' 西北地区' 退耕还林' 农户调查' 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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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土资源部统计! 目前全国 !"! 以上的坡耕地达 # $%&'( 万 )*!! 其中 (%+ 以上集中于西部地区!
而全国 $,' 的水土流失发生在西部! 因此! 西部地区是实施退耕还林的重点地区 "$"!#$ 西北地区大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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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给当地农村社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国务院近期对完善退耕还林工作下
达通知" 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解决退耕农户生活困难和长远生计问题%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启动之
际" 在新的退耕还林工程规划正在筹划之时" 为给下一步退耕政策提供坚实的决策信息" 国家林业重点
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退耕还林工程项目组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 组成联合项目组" 于 %&'& 年寒假组
织人员开展退耕还林农户问卷调查% 调查的范围涉及内蒙古&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和新疆 ( 省& 自
治区的 )$ 县 *$ 村和 "'+ 农户% 共向村民发放问卷 ",& 份" 回收有效问卷 -*) 份" 回收率 *-.*&/ % 调
查问卷共有 0* 道题" 其中单选题 0' 道" 多选题 - 道" 问答题 ' 道% 内容涉及退耕还林农户家庭基本情
况& 参加退耕还林情况& 退耕政策执行& 退耕成效& 退耕成果巩固& 趋势与建议六大方面% 本研究采取
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 #( ! -$" 针对其中退耕还林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和参加退耕还林情况进行分析%

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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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基本信息
西北地区涉及少数民族较多" 本调查共有 - 个民族! 汉族& 回族& 蒙古族& 藏族& 哈萨克族& 维吾

尔族& 苗族" 其中汉族占大多数" 达 "".'+/ % 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 0(.0 岁" 教育程度参差不齐" 普遍
较低" 以初中文化居多" 占 0".(1/ " 小学& 高中& 未上学的分别占 %(.+'/ " '0.'%/ " ".(1/ " 而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 % 户均人口 0.1* 人" 外出务工人数以 '2% 人居 多" 占总户数 的 #".%,/ "
不稳定及低收入成为当地退耕农户外出就业的主要特点%

!"#

农户经济状况
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 社会总产值不及全国的 0/ #"$% 被调查农户家庭收入来源最

主要是务农" 占 #"."#/ " 其次是务工" 为 1#.*%/ " 工业& 副业和农家乐仅占到 #.%%/ " 农户开创第三
产业比例不高% 农户家庭收入中" 林业收入平均比例占 ,(.%(/ " 达到较高水平" 表明农户不论是通过
自主营林获益" 还是通过政府补贴受益" 林业收入在农户的经济组成中都有重要贡献% 家庭生活水平方
面" 农户自认为在村里属中等水平的多达 -&.&*/" 好与差的仅各占 ,%.&-/ 和 ,-."0/ ' 农户属低保户的
仅 ,0.%,/ " 非低保户 占 "#.-*/ % 这反映出 西北地区农 村经济发 展相对平稳 " 大多数农民 感 觉 生 活 较
好" 有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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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前后农户基本情况对比
退耕前后农户耕地& 林地面积及林业收入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退耕前后农户基本情况平均水平

对比如表 ,%
表!

退耕前后农户基本情况平均水平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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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后农户耕地面积减少超过原有 ,3%" 而粮食产量减少不到 '3%" 说明耕地粮食单产水平得到了提
高% 林地& 牧草地& 园地面积分别增加了 4.+" %.+ 和 +.# 倍左右" 林业收入也增长为之前的 '+.+ 倍% 耕
地面积的减少" 腾出了更多空余的劳动力" 农民外出务工人数随之增多" 现金收入比以前增加了 %31%
由此可见"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 促使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 农户的年人均纯收入呈现上涨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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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结果
退耕地基本情况
国家退耕还林工程项目从 '*** 年开始试点实施后 #*$" 退耕户急剧增多" 在 %+++ 年和 %++% 年出现 %

个峰值(图 ')% %++% 年之后" 退耕的农户逐渐减少" 表明应退耕的土地已逐渐退耕完成%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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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农户的退耕地中" 陡坡地占 &&'($) " 沙化
地 $*'&*) " 这 ! 种土地为主要退耕类型# 退耕前" +%)

#*%

农户退耕土地类型满足国家规定的退耕地要求" 即坡度

户数

以上这 ! 类退耕地的粮食单产水平都是中低水平" 表明

#%%

大于 !* ! 的陡坡地和土壤肥力低下的沙化地#
农户初次退耕地上种的主要有用材林$ 经济林$ 兼
用林$ 灌木林和草类" 其中以经济林和用材林最 多" 共
占 *$'!%) " 主要因为这两个林种的经济效益较高" 每年

*%
%
#++, !%%%

都会给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灌木与草类的比例 合

图$

计也达到 (,'+&) " 主要因为西北地区气候干旱" 自然条

453678 $

件差" 而灌木和草类易存活" 生态效果好# 兼用林 只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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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份农户退耕情况
9:6;80:<=; 37/5>5>3 ?:7 3788>
;5@6/@5:> 5> =5??878>@ A8/7;

到 !,'**)" 表明对退耕地的混合种植和开发利用不够#

!"!

参加退耕还林情况
根据几年来村里的退耕情况" 农户认为生态效果最好的是经济林$ 灌木林和草类" 共占到总数的

&*',!) # 退耕前" 农户从事林业生产活动有 $+',!) " 主要从事经济林种植" 以及非木质林产品采集和
销售" 两者各有 *-'*()和 !!'&%)# 其余 ,%'$,)的农户不从事林业生产活动# 退耕后" 农户在退耕地里
间种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的占 $-'$.) " 余下 ,!',&) 的农户则不间种粮食和作物" 主要因为多数农户认
为间种对树木生长有不利影响#
目前" 农户家中尚有荒山荒地造林任务占 !-'(*) " 尚有封山育林任务的占 !.'*!) # 这表明该地区
荒山荒地造林$ 封山育林任务大部完成" 但仍需继续进行#

!"#

政策了解情况
农 户 对 退 耕 还 林 政 策 的 了 解 程 度 不 一 " 了 解 的 有 (+'.*) " *#'(!) 的 只 是 大 概 了 解 " 不 了 解 还 有

+'!() # 虽然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已过去 #% /" 但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了解仍然不足" 一半以上只是大概
了解" 乃至不了解# 这对工程的实施和农民维护自身权利十分不利#

!"$

退耕补助情况
国家对退耕还林连续 , / 实行补助政策! 退 # 01! 陡坡耕地" 一次性补助苗木费 -*% 元" 同时给农

民补助粮食" 北方地区为 # *%% 23%01"!%/"$" 另外还有生活补助 ("" 元%01"!%/"$&$"'# 退耕补助占农户家庭收入
的比例平均为 $,'&-) " 有 &-'.!) 的农户认为退耕补助对他们的收入很重要" !-'*() 的认为一般" 仅有

*'"&) 的认为不重要# 这说明政府的退耕补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受益" 并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 不过" 因为所占份额并非很大" 退耕补助对农户生活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
农户的退耕补助有 -$'*,) 为足额领取" $*'(,) 没有足额领取" 其余 $('".) 不清楚是否足额领取#
对于没有足额领取的原因" 有 (,'&") 的农户尚不清楚" 说明农户自身对维护其正当权利的意识和能力
还很低" 当地政府工作也可能没有做到位" 没有向农民足额发放补助或不能及时向农户发放补助并解释
清楚# 此外 " 村里对退耕 补助情况 进行公示的 占到 *,'(-) " 有 .$'&() 不公 示" 如果补助 款 项 公 开 公
平" 更透明化" 会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也会起到对政府官员工作的监督作用#

!"%

退耕地管护情况
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是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两大限制性因素&$$'# 由于缺水" 该地

区林木的存活较难" 管护工作尤为艰难# 农户知道应对退耕还林地负有管护$ 补植补造责任的占到

+('-*) " 不知道的仅有 &'!*) ( 认为退耕地补植补造任务重的有 !!'+!) " 有 --'",) 认为不重" 说明分
配的管护$ 补植补造责任基本合理# 对于认为任务重的" 今后视情况应做适当调整# 认为补植补造的效
果好的有 .-'*() " 一般的有 .&',,) " 不好的有 *'&") # 到目前为止" 退耕地林木仅有 (('-&) 存活率在

+")以上" 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退耕林木的存活比例在 $") 以下的有 !'.*) " 主要因素在于自然条件
差" 占 ,"'"")" 也有无人管护等原因#
有相关部门或人员到农户退耕地进行过检查验收的占到 ,*'&.) " 无检查验收的占 *'.*) " 不清楚
的占 ,'+$)" 表明政府对退耕地的关心度和重视度比较高" 但尚存在无验收的情况# 农户对自家退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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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管理!劈杂" 除草" 松土等#的占到 $#%&'($ 未管过的仅有 )*)+,% 退耕地主要是由大人负责管护$
占到 -)%)+( $ 其次是 集体和老人 $ 各占 .)*/-, 和 /0*/', % 村里 退耕地无 人管理的平 均 约 有 //*"+, $
这一部分需要进一步明确责任$ 做到每块退耕地有人管护%

1

存在的问题
退耕还林是一项政策性强" 农业技术含量较高的生态工程$ 正确理解国家退耕政策$ 充分认识当地

自然环境条件$ 保护退耕农户切身利益$ 因地制宜$ 才能把这一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好% 尽管西北地区的
退耕还林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但是并不能否定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 一些区域的退耕补助兑现水平
低$ 公示度不够% 有 .&*2",的农户没有足额领取退耕补助$ '/*+1, 的村对退耕补助情况不公示% 二是$
验收力度不够% 有 #*'#, 的农户退耕地无检查验收$ 致使部分农民完成了 退耕$ 却得不 到相应退耕 补
助$ 或退耕质量差$ 无人管护% 三是$ 对退耕还林树种比例的要求不太符合实地情况% 要求退耕地生态
林与经济林的比例为 " ! 3$ 但农户普遍反映生态效果最好的是经济林" 灌木林" 草类$ 共占到总数的

+&*"!,$ 因此他们希望增加经济林面积% 四是$ 政策宣传力度不强% 部分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政策认识
不足$ 只有 2$*)&, 的了解退耕还林政策% 有的农户甚至以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重点是得到更多的补
贴% 五是$ 退耕地收成不高$ 管理粗放$ 科技含量低% 西北地区退耕地多属于苗木存活条件较差的土
地$ 林地有 -!*&&,的林木存活率在 -0,以上$ 存活率 .0,以下的占到了 !*)&, % 村里平均有 ..*"+, 的
退耕地无人管护$ 有管护的退耕地中只有 .)*.-, 由集体负责$ 整体管理十分粗放% 大部分地区退耕农
户还没有熟练掌握和应用科学施肥" 节水灌溉" 病虫鼠害防治" 育苗造林和抚育管理等林业实用技术$
科技水平很低% 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科技成果$ 科学管理$ 才能有效提高苗木的存活率和退耕地质量%

)

政策性建议
规范和改善农户的钱粮补助政策$ 提高补助公示度% 退耕补贴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政策和方法执

行$ 按时足额发放% 村委应加强公示度$ 做到公开" 公平" 公正$ 接受群众广泛监督$ 退耕面积" 钱粮
数额" 户名填写清楚$ 让农民一目了然$ 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加强退耕还林检查验收工作力度% 退耕还林的关键在于质量$ 质量是实现退耕还林还草战略目标的
基本保障$ 同时退耕地只有得到了验收农民才能足量得到补助$ 因此$ 在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中必须加强
检查验收力度%
在退耕还林过程中注意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不必严格按照 " ! ! 的树种比例% 目前在
各地的退耕还林过程中$ 广大农民愿意种植经济林$ 是一种主动的经济选择行为% 因此$ 政府应调整政
策$ 视各地情况制定生态林与经济林比例$ 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加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宣传力度% 要积极创造条件$ 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 标语" 宣传栏等形式开
展退耕还林工程的宣传工作$ 让农民及时了解国家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中的方针" 政策和法规%
加强对退耕后林地的科学管理$ 积极为退耕还林提供技术支持$ 提高退耕地收成% 当前已经形成的
退耕还林成果绝大多数还处于未成林阶段$ 工程区大多自然条件差$ 许多地区常年干旱$ 抚育管理尤为
关键% 要定期派专家或技术人员深入到林间地头$ 指导农民更好地造林抚育$ 提供技术指导$ 并尽可能
得实行集约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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