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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耶鲁大学研究为什么耶鲁大学研究SHIFTSHIFT？？
为什么是为什么是SHIFTSHIFT –– 它代表社会林业的趋势它代表社会林业的趋势

为什么是三明为什么是三明 –– 它是重要的社区林业和林区它是重要的社区林业和林区

为什么是福建为什么是福建 –– 相比于其他地区（如台湾）体制相比于其他地区（如台湾）体制
上有优势上有优势

为什么是为什么是YaleYale –– 一所世界公认的社会林业方面一所世界公认的社会林业方面
的创新者和权威领导者的创新者和权威领导者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现在 –– 总结过去，研究未来总结过去，研究未来



SHIFT SHIFT 研究研究
背景背景 ––SHIFTSHIFT体制体制
方法和途径方法和途径
股份制（股份制（SHSH）和承包制（）和承包制（FTFT））
案例和假设案例和假设
研究和总结研究和总结
进一步研究的内容？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耶鲁耶鲁 & & SHIFTSHIFT
Validity Validity ———— 求实求实

Originality Originality ————创新创新





木材林

生态林

经济林



2323284,117284,117阔叶林阔叶林

4545557,734557,734马尾松马尾松

3131384,216384,216中国杉中国杉

百分比百分比
（（%%））

面积（亩面积（亩 ））树种类型树种类型

三明地区某些树三明地区某些树
种单一且整体上种单一且整体上
缺乏多样性使其缺乏多样性使其
林业的生态健康林业的生态健康
的发展面临日益的发展面临日益
严峻的挑战。严峻的挑战。



为了更好保护相对稀缺为了更好保护相对稀缺
的树种，林业部门将的树种，林业部门将
11，，636636，，145145亩集体亩集体
林 划 分 为 三 大 类 。林 划 分 为 三 大 类 。

6692,72692,726经济林经济林

1919317,293317,293生态林生态林

75751,226,1261,226,126木材林木材林

百分比百分比
（（%%））

面积（亩）面积（亩）类型类型





背景背景
人民公社解体后人民公社解体后

19801980--19831983

林业产权林业产权

林业股份制（林业股份制（SHSH））

林业管理林业管理

林业承包制（林业承包制（FTFT）的安排）的安排

二者的结合二者的结合((II) ) 

SH ~I~FT   =   SHIFTSH ~I~FT   =   SHIFT



背景背景
何为何为SHIFTSHIFT体制？体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三明地区首先就类似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三明地区首先就类似私
有化的集体林产权试验（有化的集体林产权试验（SHSH）和类似资本主义的）和类似资本主义的
林业承包安排（林业承包安排（FTFT）的结合进行尝试）的结合进行尝试



背景背景

SHIFTSHIFT的发展进程的发展进程

创新创新 1980 1980 -- 19921992

适应适应 1993 1993 -- 20012001

改革改革 20022002--



背景背景
重要变量：重要变量：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 –– 所有权所有权

生产力生产力 –– 经营权经营权

公平度公平度 –– 村民权村民权



耶鲁对耶鲁对SHIFTSHIFT的研究的研究

方法和途径方法和途径



方法方法 ––选取样本村选取样本村

基于政府的推荐和随机抽样，选取基于政府的推荐和随机抽样，选取66个样本个样本
村村 （既有实施（既有实施 林业股份承包制的，也有未林业股份承包制的，也有未
实施实施



19911991年研究里的样本村年研究里的样本村

否否否否上仰上仰

否否是是李坊李坊

是是是是青窑青窑

是是是是崇厚崇厚

是是是是黄庄黄庄

是是是是龙溪龙溪

SHIFTSHIFT
体制体制

三明三明乡村乡村



20012001年研究的样本村年研究的样本村**

新增新增否否否否考塘考塘

新增新增是是是是松口松口

原有原有是是是是青窑青窑

原有原有是是是是崇厚崇厚

原有原有是是是是黄庄黄庄

原有原有是是是是龙溪龙溪

原有原有//新新
有有

体制体制三明三明乡村乡村

此次研究用两个新的乡村代替了原有的两个，这两个新样本村更
能反映SHIFT 近创新。



方法方法————数据数据

社会及公平度状态社会及公平度状态农民的收入差距农民的收入差距IncomeIncome
RangeRange

财政状态财政状态村民平均收入村民平均收入IncomeIncome

商业原木的生产力商业原木的生产力林木采伐的容量林木采伐的容量TimberTimber
HarvestHarvest

再生的有效性再生的有效性可再植地的大小可再植地的大小RFARFA

林地效力林地效力宜林荒地宜林荒地AFBLAFBL

森林生物量的净变化森林生物量的净变化森林生物量净增森林生物量净增SIFBSIFB

指标指标变量变量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多样化的来源多样化的来源 –– 当地林业站，乡村，市林当地林业站，乡村，市林
业局，村委会，实地调查，村民访问。业局，村委会，实地调查，村民访问。

可靠的数据可靠的数据——数据和调查由连续性，可靠数据和调查由连续性，可靠
性及有效性。性及有效性。



方法方法

随即抽取随即抽取66个乡村，从每个村抽样个乡村，从每个村抽样1212个，个，
共共7272个林农户。个林农户。

数据收集，问卷调查，访谈安排数据收集，问卷调查，访谈安排

持不同观点且背景各异的被访者，可验证持不同观点且背景各异的被访者，可验证
信息，评估及对比。信息，评估及对比。



问卷调查问卷调查 & & 调查安排调查安排

问卷调查：问卷调查：
为受访者设计的表格为受访者设计的表格

调查安排：调查安排：
为访问者提供的系统信息为访问者提供的系统信息



耶鲁对耶鲁对SHIFTSHIFT的研究的研究

林业股份制（林业股份制（SHSH））&       &       
林业承包制（林业承包制（FTFT））





三明地区现行的三明地区现行的88种林业承包制种林业承包制
已有的已有的

OFT:OFT:林木联产承包制林木联产承包制
DFT:DFT:抵押林业承包制抵押林业承包制
FLT:FLT:林地租用林业承包制林地租用林业承包制
MHT:MHT:多户村民林业承包制多户村民林业承包制
HFT:HFT:单户村民林业承包制单户村民林业承包制
FMT:FMT:林地管护承包制林地管护承包制

后增的后增的
HRF:HRF:林户自留山林户自留山

新加的新加的
OST:OST:多家所有的林业承包制多家所有的林业承包制



私用的林户自留私用的林户自留
山山

151550+50+管护管护土地使用权，长期土地使用权，长期
拥有用材林以及非拥有用材林以及非
用材林用材林

林户自留山林户自留山
((HRF)HRF)

造林造林222525--3030土地使用费，共土地使用费，共
同采伐，管护同采伐，管护

土地使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承包
期间所种树木的所期间所种树木的所
有权有权

林地租用林林地租用林
业承包制业承包制
((FLT)FLT)

生态林，近熟生态林，近熟
林，质量差，需林，质量差，需
求量低的杂木求量低的杂木

303088--1212管护管护契约规定管护森契约规定管护森
林，有限的权利，林，有限的权利，
可采集薪炭材可采集薪炭材

林业管护承林业管护承
包制包制
((MFT)MFT)

宜林荒山或未成宜林荒山或未成
熟林熟林

222525--3030分享收益，管护分享收益，管护土地使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承包
期间所种树木的所期间所种树木的所
有权有权

林木联产承林木联产承
包包 制制((OFT)OFT)

森林类别森林类别2001 2001 
年年
百分比百分比

土地使土地使
用权期用权期
限限((年年))

承租人义务承租人义务承租人权利承租人权利类别类别



PrePre--mature mature 
forestsforests

1177--1010Revenue and Revenue and 
obligation sharing obligation sharing 

with cowith co--tenants and tenants and 
village village 

Land use, and Land use, and 
share of timber share of timber 

revenuesrevenues

Ownership Ownership 
Splitting Splitting 
Tenure (OST)Tenure (OST)

Economic Economic 
forests: tea, fruit forests: tea, fruit 

trees and trees and 
bamboobamboo

25252525--3030Revenue sharing, Revenue sharing,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protection

Land use, Land use, 
ownership of ownership of 
existing treesexisting trees

Household Household 
Forest Forest 
Tenure (HFT)Tenure (HFT)

Reforestation of Reforestation of 
plantationsplantations

20202525--3030Revenue sharing, Revenue sharing,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protection

Land use, Land use, 
ownership of ownership of 
trees planted trees planted 
during tenureduring tenure

MultiMulti--
household household 
Forest Forest 
Tenure Tenure 
(MHT)(MHT)

PrePre--mature mature 
forestsforests

552525--3030DownpaymentDownpayment, , 
harvest sharing, harvest sharing,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protection

Land use, Land use, 
ownership of ownership of 
existing treesexisting trees

Deposit Deposit 
Forest Forest 
Tenure (DFT)Tenure (DFT)

林分林分从从20012001
年到现年到现

在在

承包期承包期
限限

（年限）（年限）

承包者义务承包者义务承包者权利承包者权利类型类型



耶鲁对耶鲁对SHIFTSHIFT的研究的研究

案例研究及可验证假设案例研究及可验证假设



三明林地面积（亩）的年变化率。观察数据根据实三明林地面积（亩）的年变化率。观察数据根据实
地调查获取，官方数据由三明林业局提供。地调查获取，官方数据由三明林业局提供。



耶鲁对耶鲁对SHIFTSHIFT的研究的研究

研究研究&&总结总结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

森林覆盖率接近上限森林覆盖率接近上限

几乎已消灭宜林荒山几乎已消灭宜林荒山

自自19901990年来森林生物量减少年来森林生物量减少
4% 4% 

森林多样性下降，采取新措施森林多样性下降，采取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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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生产力

采伐和生物量的减少造成森林采伐和生物量的减少造成森林
生产力的下降：生产力的下降：
非林产品带来的林业收入的增非林产品带来的林业收入的增
加引起总生产力的提高：加引起总生产力的提高：
承包者和其他村名的平均收入承包者和其他村名的平均收入
都得到提高：都得到提高：



根雕

造纸

做竹席



公平度公平度
苛捐杂税和土地使用权的单一化造成公苛捐杂税和土地使用权的单一化造成公
平度（以林业收入的分配为代表）在过平度（以林业收入的分配为代表）在过
去的十年下降。去的十年下降。

村名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村名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

自自 19971997年来，停止向股民分配现金股利。年来，停止向股民分配现金股利。



村民满意度村民满意度

承包者和非承包者的收入差距承包者和非承包者的收入差距
显著拉大。显著拉大。

1990 1990 年和年和20002000年的对比研究表年的对比研究表
明村民普遍认为收入分配不明村民普遍认为收入分配不
均，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和森均，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和森
林生产力弱减。林生产力弱减。



三明村民对三明村民对SHIFTSHIFT和其他体制的偏爱和其他体制的偏爱(1991)(1991)



三明村民对三明村民对SHIFTSHIFT和其他体制的偏爱和其他体制的偏爱 ((20012001))

4834832832831031039797私有私有

4244241981989898128128互助组织互助组织

399399135135133133131131初级公有初级公有

396396123123122122151151高度公有高度公有

27727756567272149149人民公社人民公社

469469193193174174102102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

615615174174218218223223SHIFTSHIFT--19911991

530530125125189189216216SHIFTSHIFT--20012001

体制体制--合计合计公平公平
度度

生产力生产力可持续性可持续性



••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
••当地农户收入的显著提高当地农户收入的显著提高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拉大
••外来承包者居多数外来承包者居多数
••家庭私有管理森林增加家庭私有管理森林增加
••非林产品的多样化导致林业收入的整体增非林产品的多样化导致林业收入的整体增
加加
••管理费用增加管理费用增加
••分红减少，林业收益转向公共福利分红减少，林业收益转向公共福利

••地区地区 贫困，主要依赖初级产品，渴求变化发展贫困，主要依赖初级产品，渴求变化发展
••山区地形阻碍交通和其他经济活动山区地形阻碍交通和其他经济活动
•• 已熟识其他企业活动已熟识其他企业活动
•• SH SH 刺激了植树造林和现有森林的保护刺激了植树造林和现有森林的保护
•• 允许木材价格变动允许木材价格变动
••公开市场开始公开市场开始 Open market started to Open market started to 
formform经济环境经济环境

••19981998年村委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变化年村委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变化
••管理管理FTFT的原则发生变化（对林产品的公的原则发生变化（对林产品的公
开竞标开竞标 ；承包制度的延伸；责任重分；；承包制度的延伸；责任重分；
承包合约的单一化；承包合约的单一化；HTHT的恢复和私有化）的恢复和私有化）
•• 政府实施政府实施SHIFTSHIFT并刺激市场化行为的产并刺激市场化行为的产
生生

••区域人口的多样化区域人口的多样化
••中央政府的长期利益中央政府的长期利益
•• ““私有化私有化””的尝试的尝试
••经济组织和法律时机经济组织和法律时机
••传统的林业做法，范围小，耗能，资金少传统的林业做法，范围小，耗能，资金少
•• 领导有力地采纳领导有力地采纳SHIFT SHIFT 
••创新的可操作性促使它在三明的实施。创新的可操作性促使它在三明的实施。

社会机构社会机构//
组织变化组织变化

调整阶段：调整阶段：
19921992--20032003

创新阶段：创新阶段：
19831983--19911991

环境因素环境因素



••不存在大量的宜林荒地，山明的森林覆不存在大量的宜林荒地，山明的森林覆
盖率已接近极限盖率已接近极限
•• 实施实施SHIFTSHIFT后生物量稳增后生物量稳增
••某些树种单一带来病虫害危机、市场浮某些树种单一带来病虫害危机、市场浮
动，并缩减了非林产品的可能范围动，并缩减了非林产品的可能范围
•• 有力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仍在有力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仍在

••土壤和气候适合森林生长土壤和气候适合森林生长
••大量的荒山适合植被大量的荒山适合植被(475,000 (475,000 亩亩))
••需要控制家禽的过度放牧需要控制家禽的过度放牧
••不受控制的采薪要得到控制不受控制的采薪要得到控制
••如果树林要成活，需要对植树有一系列的如果树林要成活，需要对植树有一系列的
控制和刺激条例控制和刺激条例生物因素生物因素

••村民仍认为村民仍认为SHIFT SHIFT 是较好的林业体制，是较好的林业体制，
尽管偏好度下降尽管偏好度下降ll
•• 认为认为shiftshift是从公有到私有的变化是从公有到私有的变化
••认为认为shiftshift是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的变是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的变
化化
••传统的地区利益明显表现在基于自然的传统的地区利益明显表现在基于自然的
非林产品带来的更大的经济利益，比如旅非林产品带来的更大的经济利益，比如旅
游业将是未来的一经济活动游业将是未来的一经济活动

•• 文化多样化，爱冒险的传统文化多样化，爱冒险的传统
•• 高比例的移民反映寻求机会的历史高比例的移民反映寻求机会的历史
••资源有效带来的压力鼓励高度的进取态度资源有效带来的压力鼓励高度的进取态度
••如果林业要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途径，需如果林业要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途径，需
要对公有资源的管理进行改革要对公有资源的管理进行改革

文化环境文化环境

调整阶段：调整阶段：
19921992--20032003

创新阶段：创新阶段：
19831983--19911991

环境因素环境因素



挑战挑战
产权产权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

管理效力管理效力
生产力生产力

收益分配收益分配
公平度公平度



YaleYale的的 SHIFT SHIFT 研究研究

如何继续研究？如何继续研究？



从从SHIFTSHIFT到到shiftshift

作为一种类似私有化地管理林业的农村发作为一种类似私有化地管理林业的农村发
展项目的创新项目，展项目的创新项目，SHIFT SHIFT 已经经历过创已经经历过创
新阶段和调整阶段。新阶段和调整阶段。

shift shift 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长期过程，关键在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长期过程，关键在
于它的灵活性和适应随时变化的生态、经于它的灵活性和适应随时变化的生态、经
济、政治和技术条件。济、政治和技术条件。



从从shift shift 到到 shiftingshifting

我们从我们从SHIFTSHIFT 创新和创新和shift shift 适应中我们适应中我们
学到了些什么？学到了些什么？

如何更好地研究如何更好地研究shiftshift 到到 shiftingshifting，并，并
提升到新的研究阶段？提升到新的研究阶段？



对比研究对比研究

区域范围里区域范围里 与其他南方林区对比与其他南方林区对比

国内国内 和北方及台湾林业的对比和北方及台湾林业的对比

全球范围里全球范围里 和其他国家对比和其他国家对比



PartnershipPartnership



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