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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省林业厅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林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和发展战略、中长

期规划并监督实施；监督管理全省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组织

开展森林、湿地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调查、动态监测和

评估，并统一发布相关信息；承担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

工作；协助开展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

（二）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省造林绿化工作。组

织、指导和监督全民义务植树、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效益补偿

工作，依法推动退耕还林工作，组织、指导各类公益林和商

品林的培育、封山育林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

失工作，指导城市林业建设；承担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

工作。

（三）承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组织编

制森林采伐限额并监督执行，监督检查林木凭证采伐、运输，

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组织实施林权登记、发证工作，

拟订林地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并监督实施，承担林地征用、占

用的审核工作。

（四）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省湿地保护工作。组

织拟订全省性、区域性湿地保护规划，组织实施建立湿地保

护小区、湿地公园等保护管理工作，负责红树林资源以及滩



涂划入生态公益林规划区和划为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的

监督管理。

（五）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省陆生野生动植物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拟订及调整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

物名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承担濒危陆生野生动植

物及其产品进出口和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

产品出口的审核工作；监督管理林业生物种质资源、植物新

品种保护，按分工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关工作。

（六）负责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在国家自

然保护区区划、规划以及全省自然保护区规划的指导下，承

担森林、陆生野生动植物和有关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以及森

林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七）承担推进林业改革和维护农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

的工作。拟订集体林权制度、国有林场等重大林业改革意见

并指导监督实施，指导、监督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和林权流转，

指导协调林权纠纷调处工作。

（八）组织、协调、指导全省林业产业发展。拟订林业

产业发展政策、规划和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指导、协调林

业企业原材料基地建设、山区林业综合开发和森林生态旅游

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

（九）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省森林资源安全工作。

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森林防扑火、林业行政执法和林业



重大违法案件查处等工作，指导、管理森林公安工作，指导

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检疫工作。

（十）组织、指导建立和实施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生态

补偿制度。参与编制部门预算并组织实施，提出林业财政性

资金安排意见，参与编制政策性森林保险、森林专项贷款计

划，监督管理省级林业国有资产和林业基金，指导林业基础

设施建设、森林资源资产流转，监督指导林区公路建设和维

护管理。

（十一）组织、指导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科学研究、宣

传教育和交流与合作，指导国有林场和林业基层工作机构的

建设和管理。

（十二）承办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林业局交办的其他事

项。

二、机构设置

（一）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包括：厅本级预算，以

及纳入编制范围的下属单位预算。包括：省森林公安局、厅

所属 14 个事业单位、省林业工会委员会以及 58 个林业系统

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下属单位具体包括：广

东省南岭保护区管理局、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广东省基

金管理中心、广东省林业政务服务中心、广东省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检疫管理办公室、广东省林木种苗管理总站、广东省

林业科技推广总站、广东省森林资源管理总站、广东省航空



护林站（省林火卫星监测中心）、广东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

公室、广东省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管理局、广东省森林公安

局、广东省西江林业局、广东龙门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广东粤北华南虎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新丰云

髻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台山上川岛猕猴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东

阳春百涌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佛冈观音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广东南澳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惠东古田省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广东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东

珠海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云开山省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罗浮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

东河源新港省级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江门古兜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广东封开黑石顶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

大埔丰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五华七目嶂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海丰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

曲江罗坑鳄蜥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乐昌杨东山十二

度水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龙川枫树坝省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广东连平黄牛石保护区管理处、广东陆河南万红

锥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广东仁化高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东源康

禾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乳源大峡谷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广东郁南同乐大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梅

县阴那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潮安凤凰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广东连山笔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

东省林业工会委员会、广东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广东阳春

鹅凰嶂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怀集大稠顶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广东连南板洞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惠

东莲花山白盆珠省级自然保护区、广东蕉岭长潭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和

平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乐昌大瑶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广东西江烂柯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

东始兴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兴宁铁山渡田河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连州田心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广东河源大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南雄小流

坑—青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平远龙文-黄田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从化陈禾洞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广东曲江沙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恩平七星坑

保护区管理处、广东清新白湾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

翁源青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东茂名林洲顶省级保

护区管理处、广东揭东桑埔山—双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二）本部门内设机构、人员构成情况：本部门设 11

个内设机构，分别是办公室（与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合署）、

政策法规处、计划财务处、营林处（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林政处、林业改革发展处、产业处、森林防火办公室（省森

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林权争议调处处（省人民政府山林

权属争议调处办公室）、科技与交流合作处以及人事处（与

离退休人员服务处合署）。人员构成情况如下：厅机关行政

编制 109 名（含事业单位改革转入公务员 30 名），后勤服

务人员数 7 名，离退休人员共 127 人。直属行政单位及所属

事业单位（含省林业工会委员会、省西江林业局机关）编制

共有 1717 名：其中政法专项编制 261 名，森林公安后勤服

务人员 6 名；核拨事业编制 1450 名（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 44 名），离退休人员共 4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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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49664.96 万元，比上年增加

3880.71 万元，增长 8.48%，主要原因：1.非驻穗单位在职

人员基本支出增加属地参保养老保险缴费经费；2.广东生态

工程职业学院归口经建处的项目支出纳入了运转性项目支

出预算编制；3.广东省森林公安局新增“森林公安警衔津贴”

及“森林公安加班补贴和值勤岗位津贴”经费。

支出预算 49664.96 万元，比上年增加 3880.71 万元，

增长 8.48%，主要原因：1.在职人员经费按照财政统一要求

增加；2.归口经建处的项目支出今年纳入运转性预算编制；

3.广东省森林公安局基本支出增加。

二、“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8 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587.83 万元，比

上年减少 7.90 万元，下降 1.33%，主要原因是我厅按照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厉行

节约，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54.15

万元，与上年保持不变；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15.11 万

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0），比上年减少 7.90 万元，

下降 1.87%，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后，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减少；公务接待费 118.57 万元，与上年保持不变。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2455.45 万元，比上



年增加 221.46 万元，增长 9.42%，主要原因是根据工作任务

安排，有关费用支出增加。其中：办公费 236.14 万元，印

刷费 34.98 万元，邮电费 86.15 万元，差旅费 299.93 万元，

会议费 30.28 万元，福利费 27.61 万元，日常维修费 116.18

万元，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 10 万元，办公用房水电

费 233.37 万元，办公用房取暖费 0 万元，办公用房物业管

理费 26.71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25.89 万元等。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安排 1877.28 万元，其中：货物

类采购预算 901.48 万元，工程类采购预算 150 万元，服务

类采购预算 825.8 万元等。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部门占有使用国有资产总体

情况为：资产总值为 38296.17 万元，分布构成情况为：房

屋建筑物 30444.35 万元，机动车 6139.57 万元，大型设备

1712.25 万元，单价在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等。主要实

物资产数据情况为：房屋建筑物。资产变动情况为：2018 年

申请购买警车 7 辆。

六、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17 年重点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目标

覆盖率 100%，绩效评价结果等级为“良”。本部门无 500 万

元以上重点项目。

根据财政部门统一部署，本部门开展了 2016 年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在自评基础上省财政厅组织开展了第

三方重点评价，评价结果等级为良。省财政厅对重点评价报

告进行了公开。2016 年部门整体绩效明显：全省森林面积

1087.9 万公顷（16318.5 万亩），森林覆盖率 58.98%，比上

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 5.73 亿立方米，比上年

增加 0.12 亿立方米；林木消耗量 1114.54 万立方米；林业

用地面积 1092 万公顷（16380 万亩）。完成造林 443 万亩（含

封山育林），其中，森林碳汇工程 100.5 万亩（含封山育林）。

完善提升生态景观林带 1718 公里，新建森林公园 236 个，

绿化美化村庄 2609 个（其中省级示范点 226 个）。参加各

种形式义务植树 2962 万人次，合计植树 9356 万株，营造“青

年林”、“巾帼林”等一系列的主题林 500 多片。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

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二）部门预算：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

款关系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 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

计划， 涵盖部门各项收支，实行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三）非税收入：指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由各

级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

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

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

金、 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

本收益、 彩票公益金收入、特许经营收入、以政府名义接

受的捐赠收入、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等。涉及林业的非税收

入主要是森林植被恢复费。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

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