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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政办发〔2020〕103号

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景洪市2020年

森林督查暨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

更新等六项工作方案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农场、度假区、园区管委会，

市委和市级国家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中央、省、州驻景各

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景洪市 2020 年森林督查暨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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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等六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落实。

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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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市 2020 年森林督查暨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年度更新等六项

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 2020 年森林督查暨森林

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20〕33

号）和《云南省统筹开展 2020 年森林督查、森林资源监测暨森

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等六项工作的工作方案》《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0 年森林督查暨森林资源管

理“一张图”年度更新等六项工作方案及相关操作细则的通知》

（云林资源〔2020〕6 号）、《西双版纳州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转

发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0 年森林督查暨森林

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等六项工作方案及相关操作细则文

件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为确保景洪市 2020 年森林核查、森林

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和国家级公益林监测、森林资源监

测、湿地资源监测、省级公益林监测六项工作（以下简称“六项”

工作）顺利完成，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全面、及时掌握全市森林、湿地资源保护管理和动态变化情

况，建立覆盖全市、分级负责、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常态化森

林资源监测监管机制，督促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

通过遥感卫星影像对比分析结合档案资料验证、现地核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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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等方法，加大对涉林案件的发现、查处和整改力度，坚决遏

制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同时结合现地核实验证，及时掌握森

林资源的动态变化，按年度产出森林、湿地资源监测结果，满足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县域经济发展分类考核、乡村振兴战略考评

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报告需要。逐步

实现全市森林资源“一张图”管理、“一个体系”监测、“一套

数据”评价，为全市、全州、全省及全国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提供基础支撑。

二、工作思路

“六项”工作按“统筹开展，分别出数”的原则，实现共用

一套遥感数据，一次判读区划，一次验证核实，一次现地复核。

“六项”工作以通过审核的云南省 2019 年森林、湿地资源监测

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成果为基础，通过遥感卫星影像对比

判读、档案更新、现地核实及林木生长模型、消耗模型推算等各

种技术手段更新至 2020 年底，并分别按要求产出相关成果，逐

步实现全市森林资源“一张图”管理、“一个体系”监测、“一

套数据”评价，提升森林、湿地资源保护管理水平，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三、主要任务

（一）2020 年森林核查工作的主要任务

重点核查地方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资源责任落实情况，发现存



— 5 —

在的破坏森林资源问题，并依法查处整改。

1.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建设和执行情况。

2.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全面排查各种毁林开垦、采石采

矿、工程建设等各类违法使用林地问题、滥砍盗伐问题，以及森

林资源保护管理中的其他问题。

3. 对破坏森林资源问题进行查处整改、执纪问责。

4. 对上一年度查处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

5. 建立森林核查专题数据库，建立破坏森林资源违法问题查

处、整改销号制度，健全重大案件报告和通报制度，加大对破坏

森林资源违法问题的查处和整改力度。

（二）2020 年森林资源监测的主要任务

在 2019 年监测的基础上，开展森林资源年度监测，获取区

域内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

其他林木蓄积等年度森林资源主要指标，分析动态变化的原因，

建立森林资源监测数据库，并上报省林业和草原局。

（三）2020 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主要任务

以 2019 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现状数据库为基础，通

过变化情况记载、年度更新调查、数据库更新及更新成果汇交手

段，形成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现状数据库和变化数

据库，编制县级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成果报告和统

计表，并上报省林业和草原局。

（四）2020 年国家级、省级公益林监测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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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级、省级公益林最新成果与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

年度更新、森林资源监测成果整合，掌握国家级、省级公益林动

态变化，为国家级、省级公益林的监测监管提供支撑。

（五）2020 年湿地监测主要任务

在 2019 年监测的基础上，开展湿地资源年度监测，获取监

测区内湿地类型、面积、湿地保护率、自然湿地保护率等主要指

标，分析动态变化原因、建立湿地资源监测数据库，并报省林业

和草原局。

四、工作机构和职责

（一）领导小组成员

成立景洪市“六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市“六项”工

作的领导，统筹部署“六项”工作，研究解决“六项”工作中的

重大事项。

组 长：李文武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王开成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罗从元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冯卫东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成 员：杨 芹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陆荣刚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

刘 琨 市森林公安局局长

岩 约 市司法局副局长

岩 轰 市财政局副局长



— 7 —

标 四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岩罕冯 市农垦局副局长

邹海生 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谢文兰 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金 忠 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

查 伟 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由邹海生

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由李春云（市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资源管理

股副股长、李优（市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资源管理股副股长）、谭

伸明（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朱军福（市林业和草原局

政策法规执法股股长）、山伟（市林业和草原局行政审批股副股

长）、王博武（景洪市澜沧江保护管理所所长）、陈卓（景洪市

天然林保护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李亚平（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管

护局办公室负责人）、尹光婧（市森林公安局民警）组成，办公

室负责“六项”工作日常工作，协调解决突发问题，提交工作成

果资料，及时向领导小组和州“六项”工作办报告重大事项。

市“六项”工作办下设督导组、案件查处组和宣传组。

督导组：负责“六项”工作中重大问题的沟通、协调、解决，

组长由邹海生同志兼任，成员由市森林公安局、市林业和草原局

森林资源管理股、市天然林保护工程办公室、市林业和草原局政

策法规执法股等相关人员组成。

案件查处组：负责统筹整合全市执法力量，全力抓好“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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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疑似违法图斑行政案件查处的指导，并保证疑似违法图斑

中涉及的刑事案件移送到位，组长由金忠同志兼任，成员由市森

林公安局、市林业和草原局政策法规执法股相关人员组成。

宣传组：负责“六项”工作的宣传报道工作，组长由杨芹同

志兼任，成员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相关人员组成。

各乡镇、街道办参照市级成立“六项”工作机构。明确工作

联络员，具体负责情况调度和上报工作。各乡镇、街道和市级各

成员单位联络员名单于 2020年 8月 7日前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李优，联系电话：0691—2124173。

（二）工作职责

市“六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部署“六项”工作，制

定全市“六项”工作实施方案。督促、指导各乡镇政府依案开展

“六项”工作；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六项”工作；对工作

不力的乡镇或部门进行通报。

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全市森林核查等“六项”工作，

组织草拟市级实施方案。履行移交相关疑似图斑数据抽查、协调、

督导等职责，并提交相关成果报告。督促上年度森林督查查处整

改情况，监督对森林资源管理中存在问题依法查处并进行整改；

及时解决疑难或重大问题。对自查结果不能如实反映破坏森林资

源问题的单位进行抽查。严把自查、自纠及整改关。按照“一月

一报”制度，将工作进展情况在规定时限内报州监测办。

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全市工作启动开展及技术培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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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发全市过往森林、湿地资源调查成果资料；提供国家级、省

级公益林界线，对省、州、县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总数把关。处

理和移交相关疑似图斑数据，分级建立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数据

库；督促、协调州林业调查规划院开展内、外业核实、现地核查；

分解、落实各乡预期控制数；对州林业调查规划院提交的现地核

查成果进行审核；建立市级监测数据库，编制市级监测成果。负

责督促指导全市林草执法机关全力做好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查办

工作，移交森林核查挂牌查办破坏森林资源案件。配合国家和省、

州检查组做好相关工作。

市森林公安局：对上年度森林核查案件查处情况开展“回头

看”，负责 2020 年森林核查违法图斑刑事案件、部分林业行政

案件的查处工作。

市司法局：负责相关法律法规咨询服务。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提供国土“三调”成果资料及数据。根

据省操作细则，与市林业和草原局配合对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

和国土“三调”数据进行初步比对和分析研判，为今后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修编和多规合一工作打好基础。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的相关资料

和数据，配合开展涉及图斑的土地确权工作。

市农垦局：督促各农场管委会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好各个农场

图斑的现地核实工作，提供现地核实过程中需提交的相关资料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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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林业服务中心、街道办林业工作组：制定辖区内 2020

年森林核查暨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等六项工作

实施方案，认真完成 2020 年目标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自查自评，

整合乡镇执法力量，迅速依法查办涉林行政案件，配合案件查处

组，及时移交涉林刑事案件。针对森林核查和森林资源管理“一

张图”年度更新及目标责任制两项工作自查自评过程中发现的各

类问题，立行立改，制定整改方案并限期落实，对上年度森林核

查查处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建立森林资源档案动态管理机

制。

西双版纳州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负责组织完成国家级、州

级保护区外疑似变化图斑（含森林核查、森林和湿地疑似增减变

化图斑）的内业核实、现地自查（森林、湿地增量图斑均应现地

调查核实），以及数据更新。为市工作领导小组提供可靠的调查

数据。

（三）任务分解

1. 市级

①数据准备。根据省林业和草原局“六项”工作移交的疑似

变化图斑，按乡镇行政辖区分解移交州林业调查规划院开展森林

督查等“六项”工作的内外业核实工作。

②质量把关及业务指导。在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技术指导人员

的指导下，对自查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数据审核和质量把关。并

与省级技术指导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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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案件查处。对现地验证核实中发现的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及

时组织执法队伍依法查处。

④问题整改。针对森林督查等工作自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

题，监督乡镇依法依规进行整改。

2. 州林业调查规划院

①根据移交的疑似变化图斑数据，及时组织技术人员开展现

地校核工作，现地校核坚持“谁核查、谁负责”的原则，填写“森

林督查变化图斑验证表”和 “森林督查现地检查卡片”。

②数据更新。按《操作细则》要求，更新林地“一张图”林

地变化情况及中森林小班蓄积量等数据更新工作和 2020 年湿地

及国家级、省级公益林监测数据更新工作。

3. 乡镇人民政府

①配合州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开展地校核工作，及时掌握辖

区图斑变化情况。

②针对反馈的疑似违法图斑及时查处整改，涉及林业刑事案

件，主动对接案件查处组，及时移交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确

保案件移送到位。

③严格按照整改方案和整改时间节点要求，分类处置，对整

改任务逐项销号，及时上报市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五、进度安排

（一）工作准备（6 月至 7 月上旬）

1. 制定市森林核查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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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项”工作实施方案，召开工作启动会。组织辖区内乡镇林

业服务中心相关业务培训。（责任单位：市林业和草原局）

2. 森林资源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及处理。对间隔期内造成地

类面积及蓄积量变化地块的档案进行收集、整理、矢量化处理，

对行政区域数据及权属界线进行核对。（责任单位：市林业和草

原局）

（二）现地核查（7 月上旬至 7 月底）

1. 疑似森林、林地、湿地面积增减变化图斑调查核实。对下

发的森林、林地和湿地变化图斑，在规定的时间内组织技术人员

进行档案核实，对存在疑问的图斑进行现地核实（其中对所有森

林、湿地新增地块必须全部到现地核实，并按要求提供佐证材

料），对上年度森林核查发现问题的查处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

对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自查。（责

任单位：州林业调查规划院、市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 森林蓄积变化图斑调查核实。按照《操作细则》规定，对

非正常变化、新增乔木林图斑进行现地补充调查，结合森林蓄积

量控制数更新到森林小班数据库中，同时获取辖区内其他林木蓄

积量（疏林地、散生木和四旁树蓄积量），森林蓄积汇总数不得

超过省级掌握的州（市）控制数。（责任单位：州林业调查规划

院）

3. 湿地变化斑块调查核实。按照下发的 2020 年省级判读数

据库中湿地面积减少的图斑，在规定的时间内组织人员逐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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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填写核实调查记录表。对于各地调查新增湿地斑块，须全部

现地调查获取图斑界线，填写核实调查记录表。对于新增的湿地

保护小区、水源保护区等及完成一般湿地认定的斑块，须收集设

立的批复文件和边界范围矢量数据。（责任单位：市林业和草原

局、州林业调查规划院）

4. 森林核查自查结果上报。根据自查工作情况，于 7 月 31

日前将自查数据库和自查报告等报州“六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责任单位：市林业和草原局）

（三）编制成果（8 月初至 8 月 20 日）

市“六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制市级督查报告及矢

量数据库，成果于 8 月 20 日前上报州“六项”工作领导小组审

核。（责任单位：市林业和草原局、州林业调查规划院）

（四）下发通报（2021 年 1 月底）

在森林督查工作中弄虚作假，发现重大破坏森林资源案件将

通报全市。（责任单位：市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五）落实整改（2021 年 6 月 5 日前）

各乡镇根据森林核查通报情况及时进行查处整改，并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前将查处整改情况报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林业和草原

局负责于 2021 年 6 月 5 日前将全市查处整改情况报州林草局。

（责任单位：市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六、工作成果

（一）2020 年森林核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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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包括：核查报告、数据库、通报文件及其他成果资料等。

1. 成果报告

市级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督查工作开展情况、森林资源

管理基本情况、主要核查结果、对核查结果的分析评价、开展森

林核查的做法和成效、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

存在问题，以及对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建议等，上年度森林

核查发现问题的移交、查处和整改情况。

2. 建立数据库

按照“全国森林督查数据库属性结构表”的统一格式，建立

市级森林核查数据库，分级汇总和统计。

3. 通报文件

对森林核查工作中组织不力、弄虚作假、隐瞒不报以及发现

的重大破坏森林资源问题进行全市通报。

4. 其它要求

（1）市级报告、数据库由市林业和草原局于 8 月 5 日前报

州“六项”工作领导小组。

（2）各乡镇林服中心每月 14日以纸质和电子文档形式将本

乡（镇）开展森林核查工作进展情况报市六项工作领导小组。

（二）2020 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

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成果按市级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年度更新成果提交报告及统计表。按照信息管理系统

的统一格式建立市级森林资源现状数据库、年度变化数据库（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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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图斑）。行政区划界线有变化的，提交行政界线矢量数据库。

（三）国家级、省级公益林监测

按国家和省相关要求提交成果。

（四）2020 年森林资源监测

以乡镇为监测单位，生成全市成果。包括文字成果和数据库，

文字成果有：监测报告和统计表（年度森林资源统计表、森林面

积蓄积现状统计表、森林资源监测指标变化统计表、 森林面积

转移变化统计表、林木资源期末（期初）存量及变动表、森林资

源期末（期初）质量及变动表、森林地类变化原因面积统计表等），

数据库有：现状数据库、变化数据库。

森林资源年度监测成果，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可向社

会公开发布，监测指标可用于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政

府目标责任制考核、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编制森林资源资产

负债表等。

（五）2020 年湿地监测

以乡镇为监测单位，生成全市成果。包括文字成果和数据库，

文字成果包括：监测报告和统计表（湿地资源统计表、保护地及

其他保护形式名录表、湿地资源年度变化面积统计表、湿地资源

变化原因统计表、湿地资源面积转移变化统计表）。数据库包括：

监测矢量数据库、属性数据库。

七、工作要求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市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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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高度重视“六项”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领导

机构，履行本辖区“六项”工作的主体责任，制定森林督查、森

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等“六项”工作实施方案。落实

工作组织单位、技术指导和成果汇总，统筹安排公安机关、林草

部门执法力量，确保案件及时查处，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六

项”工作。及时组织开展“回头看”，督促辖区内对破坏森林资

源案件查处整改，建立森林资源档案动态管理。

（二）加强沟通协调。各乡镇有关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调度、

沟通“六项”工作进展情况，每月 14 日前向市“六项”工作领

导小组报告工作进度。

（三）强化工作管理。全市各乡镇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六

项”工作，认真开展自查，未经审批不得擅自调整林地范围、国

家级省级公益林范围和等级、林地保护等级等数据，严把工作质

量，按时上报成果。上报成果必须以正式文件报送，涉及保密的

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四）明确工作责任。核查人员必须到现地进行实地检查，

所有现地核查图斑，核查人员应留存现地图像资料，做好书面记

录并签字认可。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各乡镇林业服务中心应立即

依法进行查处整改销号，涉及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的依照有关规

定追究责任。

（五）严明工作纪律。核查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做到廉洁自律。严格按照工作方案和操作细则规定开展“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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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不按要求上报结果，不认真开展现地核验，特别是组织

不力、弄虚作假、隐瞒不报、擅自调整林地范围和保护等级、国

家级省级公益林范围和保护等级等管理问题的单位和工作人员，

一经发现严肃追责。

（六）积极筹集经费。从 2018 年起，国家林草局将森林核

查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作为每年的常态化工

作，从今年起将每年森林核查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

新工作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或从我市收取的森林植被恢复费

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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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市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

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月 4日印发

（共印 1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