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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集体林权流转和交易法律制度研究
李

丹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在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已建立明晰的林业产权制度的基础上 ，为使林农的处置权和收益
权得到更好实现，通过市场手段推动森林资源资产的有序流转和优化配置已经势在必行 。 我国许多重
摘

点林区陆续开展了建立林权交易中心的试点工作 ，目的就是为优化林业生产要素配置和促进林业社会
化服务提供市场平台。但现阶段我国林权交易中心的运作在机构定位和设置 ，交易主体、标的和程序，
交易的配套服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境 。
关键词：集体林权改革； 林权流转； 林权交易
中图分类号：D923．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3275（2012）01 － 0186 － 07

＊

森林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维持所有生物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
件，是实现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关键纽带 ，对保障陆地生态系统功能、维护地球生态平衡、缓解全球气候
变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明确
宣布： “为着人类的生存，赋予森林以首要地位”。进入 21 世纪以来，森林资源在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
谐社会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比以往显得尤为重要 。
一、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发展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经历了数次重大变迁 。学术界对 1949 年以来我国森
［1］
林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划分大致可以归类为四阶段说 、五阶段说、六阶段说和八阶段说 ，但总体
而言，几种学说基本都认为我国的林改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三定 ”改革和林权制度
改革这几个重要阶段。但本文集中关注集体林权改革的深化时期，也就是 2003 年以后的集体林权改
革，因此将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划分为以下两大阶段 。
（ 一） 2003 年之前的旧时期林改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土地改革的社会大背景之下 ，林地作为农村主要土地利用形式也参照国家
土地改革方案进行了改革，把林地分配给农民，形成土地个人产权所有制。林农对个人所有的山林拥有
支配权，极大地激发了林农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但这种山林流转的许可政策只维持了三年就因山林所
［2］
有权的改变而宣告终结 。1953 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把农民私人所有的山林变为私人和集
体共同所有，农民开始丧失山林的处分权。1956 年底基本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
有制的转变。1958 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合作社的山林全部划归为公社所有。1962 年《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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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定了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划定少量自留山，将少
［3］
量的林地和林木使用权下放给农户 。
198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集体林区实施稳定
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政策，广大农民分到了自留山，承包了责任
山。实行家庭经营以后，一些地区出现了股份合作制、联营、“四荒 ”拍卖等多种形式，集体林产权动荡
不安。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为林权制度调整奠定了制度基础 ，林业股份合作制和荒山使用权拍卖进入
试点时期。
1998 年的特大洪灾使全国上下认识到了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国务院做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
林、恢复植被、保护生态”的决策。同时，随着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的修订和 2000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的出台，产权形式出现多样化，呈现出了产权市场化导向。可以说 1998 年
到 2003 年是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时期 。
（ 二） 2003 年之后的新时期林改
之所以将 2003 年作为新旧时期林改的分水岭，主要是因为从 2003 年开始，林业产权制度步入深化
改革时期，此阶段国家对林业发展和林权制度的重视程度和改革力度都超越了以往 。尤其是在 2003 年
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之后，各地陆续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 。 这一时期有以下三个里程碑
式的重要文件：
2003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总体要求，要将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纳入到整个农村工作中 ，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税费改革、机
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相结合 ，进一步落实林农的收益权，放手发展非公有制林业。
2008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将农村土地家庭承
包责任制延伸至林业领域，在我国南方集体林区掀起新一轮的集体林权改革 。 该意见指出要用 5 年左
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形成集体林业良
性发展机制。由此，以“明晰产权”为主体改革、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 ”为配套改革
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实施 。集体林权改革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全面推进集
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的同时，还要全面启动林改配套改革。
2009 年 6 月，中央林业工作会议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中央召开的首次林业工作会议。 温
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央林业工作会议上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要着力强化林业支持
保护体系，切实优化林业改革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的同时，还必须
不断强化兴林富民政策，完善林业管理体制，创新林业运行机制。一要建立健全林业支持保护制度，加
强林业投入保障、生态效益补偿、林业补贴、税费扶持。二要建立健全林业金融支撑制度 ，加大林业信贷
投放，开发林业信贷产品，拓宽林业融资渠道，完善财政贴息政策，健全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建立政策性
森林保险制度。三要建立健全林木采伐管理制度 ，简化采伐审批程序，推行采伐限额公示制度，实行林
木采伐分类管理。四要建立健全集体林权流转制度 ，规范林地承包经营权、林木所有权流转，推进林业
适度规模经营，优化林业要素配置。五要建立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快构建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
相结合、专业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从上述重要文件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新时期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
是： 2003 年至 2008 年期间实施分林到户，明确林权； 第二个步骤是： 在 2008 年以后建立健全林权流转
和市场机制，盘活林权。
（ 三） 新时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及困境
新时期集体林权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 。到 2009 年年底，全国 27 个省 （ 区、市） 已确权面积 14． 7 亿
亩，占 59． 8% ，其中： 家庭承包经营的 9． 88 亿亩，占 67． 2% ； 集体经营 3． 31 亿亩，占 22． 5% ； 其他形式经
营 1． 51 亿 亩，占 10． 3% ，包 括 大 户 承 包 0． 45 亿 亩。 全 面 推 开 的 19 个 省，已 确 权 14． 26 亿 亩，占
62. 96% ，继福建、江西、辽宁、浙江、云南之后，河北、湖北、安徽、重庆也已基本完成明晰产权的改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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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这 9 省已确权面积为 9． 35 亿亩，占到 93． 78% 。全国已发放林权证 4464 万本，发证面积 10． 5 亿亩，
［4］
占已改林地总面积的 71． 4% 。
从解放农村林业生产力和森林资源产权配置的角度 ，集体林权改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 （ 1） 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从生产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入手 ，将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林地的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经营
的方式落实到农户，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林地资源的盘活 、林地潜力的挖掘、林业生产力的解放，也对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进行了重大创新和改革 。（ 2） 调动了农民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态建设。
（ 3） 促进了林农增收。（ 4） 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
但是，新时期集体林权改革同样存在困境。 关于这点，学界讨论得最多的方面主要包括： （ 1） 林地
权属关系模糊，权能不明。具体表现为： 产权明晰度差； 林木处分权、收益权的残缺，林地收益分配制度
不合理； 林地所有者与经营者间的责权利关系不清； 所有者与代理者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扭曲 ，等等。
（ 2） 林权流转制度不健全。其表现为： 集体林权的市场化运行受阻； 交易成本高、交易标准不统一、交易
层次较低、交易方式单一化、交易服务不规范、交易监管跟不上等问题； 出资人绕开交易中心，低价圈地，
使林农利益受损。（ 3） 林权改革配套制度跟不上。
二、集体林权流转和交易的制度安排
森林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我国集体林权改革中的确权到户为
生产要素、自然资源的优化流通组合创造了重要且良好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建立起合理的市场
制度，提供林业资源流转的平台。
促进林权流转和加快建设林权交易市场在新时期集体林权改革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 首先，我
国当前的林业产出率不高，林区发展落后，林农收入低，“三林”问题突出。“林业弱、林区困、林农穷 ”的
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新瓶颈。 同时，占我国国土面积 69% 的广大山区及占我国
总人口 56% 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山区人口，正显示了我国林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巨大潜力。 其次，林
权流转是林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通过市场机制，对林地合理流转，从而达到对林地的相
对集中经营，是现代林业发展对林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 ，也是中国林业由传统林业向现代化林业转变
的重要标志。再次，把林业资源转化成林业资本，使林业产权在交易流转过程中进入不断优化和发展的
良性轨道，是我国林业产权改革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环节 。
（ 一） 有关法律政策规定
关于林权流转和林权交易市场的法律政策规定 ，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国家法律规定
主要有： （ 1） 《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 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2） 《森林法 》规定： 用
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所有权及其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也可以作价入股或作为合资、合作的条
件。（ 3）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 、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
转。（ 4） 《退耕还林条例》规定： 退耕还林土地和荒山荒地造林后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继承 、转让。
2． 国家政策文件规定
主要有： （ 1）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指出： 要依法保护各类产
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 在明确权属的基础上，国家鼓励森林、林木和林
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各种社会主体都可以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
（ 3） 2009 年 10 月，国家林业局《关于切实加强集体林权流转工作的意见 》是目前在国家层面关于集体林
权流转规定最为集中的文件，该意见从五个方面规范集体林权流转行为 ： 一是稳定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关
系； 二是建立规范有序的集体林权流转机制 ； 三是加强集体林权流转的引导； 四是切实维护集体林权流
转秩序； 五是禁止强迫或妨碍农民流转林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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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法规和规章规定
2004 年安徽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
安徽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
2004 年安徽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社会办林业的通知 》、
2007
加快林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
年安徽省林业厅《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以及若干县市的林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 ，如 2004
2009 年《黟县林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等。
年《黄山区林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
2008 年发布《关于全面推进
湖南省委、省政府 2007 年发布《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林改配套政策方面，湖南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木竹税费征收
管理意见》、《湖南省森林资源流转办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管理和登记实施细则》、《森林资源
资产抵押贷款管理办法》。
（ 二） 主要的制度内容
1． 关于林权流转
（ 1） 林权流转主体。
在我国当前的林权流转中，参与流转的社会主体是完全开放的，包括农户、城镇居民、科技人员、私
营企业主、外国投资者、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及其干部职工 ，涉及自然人（ 包括外国人 ） 、法人 （ 包括外
国公司） 和其他社会组织。全社会参与林业、参与国土绿化的局面逐步形成。 其中出让方一般以村集
［5］
体和组集体为主，受让方以农民为主，其次是非农个人，如企业法人、城镇居民、个体承包户等 。 目前
存在争议的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干部职工参与林权流转的法律地位 。实践中，有的国家机关利用
自有资金参与了林权流转，其利益怎样保护？
（ 2） 林权流转标的。
《森林法》第 15 条规定“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
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决定 》第 14 条规定“加快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
合理流转，在明确权属的基础上，国家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各种社会主体都可通过
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 ”。 规定森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而森林、林木使用权是否可以流转并不明确 。再者，物权性质的权利可以流转，合同权利性质的权利是
否可以流转也不清楚，如通过租赁取得的使用林地的权利可否参与流转 ，因为租赁不需要办林权变更登
［6］
记，也不可能取得林权证 。
（ 3） 林权流转方式。
对于林权流转的方式，在上述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都有规定 ，但是各文件的规定不是完全一
致，具体如下表所示：
法律政策

流转方式

《森林法》

承包、转让、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等。

《农村土地承包法》

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招标、拍卖、公开协商、作价入股等。

《物权法》

承包、转包、互换、转让、招标、拍卖、公开协商、入股、抵押等。

《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

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继承、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等。

从表中的对比可以看出，《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 》对林权流转方式的规定较多样化，《森林法 》
中对租赁和抵押均未作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出租而没规定抵押，《物权法 》规定了抵押而没
有规定出租。从林业承包人的角度来看，出租和抵押正是最能实现变现和融资的两种流转方式 ，法律对
［7］
二者规定不明，大大限制了林权的流转范围和效率 。
（ 4） 林权流转程序。
关于林权流转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各个地方的规定不尽一致，总体而言，一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是申请，即林农持林权证，提供需要进行林权流转的相关资料，向当地乡镇林业站或县级以上 （ 包
括县级） 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二是受理、核实，对已经受理的登记申请，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
地进行公告。在公告期内，有关利害关系人如对登记申请提出异议 ，登记申请受理机关应当对其所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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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进行调查核实。如有关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主张合法有效 ，属于林权权属争议的，应暂停登记申请
的受理并移交权属争议调处机关处理后 ，依据处理结果，再重新受理； 属于申请人侵权的，应停止受理，
并通知申请人。第三是交易，经审核后办理相关手续，集体林要经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后并签订林权流转
协议进行林权交易，直至交易完成。农户、个人之间流转是否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由当事人协商确定 。
（ 5） 林权流转限制要求。
根据《森林法》的相关规定，对林权流转有着以下几方面的限制 ： 一是范围限制，即并不是所有的林
权都可以有偿流转，如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法律规定只允许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不得进行
以用材为目的的采伐。二是用途限制，即林权流转后不得改变林地的用途 ，要防止森林资源因转让而流
失。三是经营限制，即转让双方都必须遵守森林、林木采伐和更新造林的规定，有关的采伐限制不因权
属变动而变化，防止在流转过程中森林资源受到破坏 。
2． 关于林权流转配套制度的内容
（ 1） 林权登记管理。
明确的森林资源权属是林权得以有效流转和交易的前提 。林权证是权利人取得林地使用权和林权
［8］
流转权的法律凭证，是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依据 。林权流转中的出让方必须事先登记取得林
权证，且林权不得存在收益分配、经营主体、经营范围等争议。如果林权证的发放问题不能落实到位 ，将
会严重阻碍林权的顺畅流转。
（ 2） 林权资产评估。
林权流转交易离不开对标的物市场价值的合理评估 ，而目前林农还不能够客观评价出自己持有林
木的价值，加上合法的森林资产评估机构少，“贱卖”的情形屡见不鲜，所以加强林业资产评估及其机构
［9］

建设很重要

。林权资产评估机构的组建应当强调其资质的合法性 、地位的独立性、评估的准确性、监

管的严格性。2007 年，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出台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 》，对森林资
源资产的评估范围、评估机构和人员、核准与备案及监督管理作了规定 。但是该规定主要是针对国有森
林资源资产加以规定，目前，还需要对非国有的森林资源资产建立统一的森林资产评估管理规范 。
（ 3） 林权投资和金融体系。
林权确权到户后，随着林权流转的大幅度展开，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林权交易肯定能带来更高的效
益，这就会引发资金相对短缺的林农或社会投资者的融资需求 。2009 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
部、银监会、保监会、国家林业局颁布了《关于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该意见根据林业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后期收益稳的特点，通过加大对林业发展的有效信贷
投入、引导多元化资金投资林业、积极探索建立森林保险、加强信息共享机制和内控机制建设 、营造有利
的金融政策环境等举措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工作 。
三、林权流转和交易市场的建立概况和运作困境
427 个
据国家林业局的统计，截至 2010 年初我国有 19 个省 （ 区、市 ） 成立了 426 个林权交易机构，
［10］
。 在全国林权流转初步展开，合作
资产评估机构。已流转集体林地 4360 万亩，占已确权林地的 3%
经济崭露头角之时，还应当抓紧搭建林权交易平台。现存的林权交易平台有林权交易中心 、林农专业合
作社、产权交易中心等，但主要应当力争组建林业产权交易场所 ，通过整合重点林业县 （ 市 ） 林业产权交
易中心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按照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交易凭证、统一交易系统、统一资金结算、统一信
息发布、统一监管要求，组建区域性林业产权交易场所，推动森林资源资产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 ，完善林
业市场化资源配置。
林业产权交易中心应是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设立 ，由发起单位发起，部分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
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制企业。 交易中心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积累发展，所有者 （ 出资
者） 与经营者相分离的运作方式，是交易中心以全部资产承担债务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法人 。2009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林业产权交易所在北京正式成立 ，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性林权及森林资源市场
190

李

丹： 我国集体林权流转和交易法律制度研究

交易平台，由国家林业局联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 ，采用国有控股公司制的组织形式 。该交易所由林业
要素交易中心、林权交易托管登记中心、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大宗林业商品综合交易中心等部门组
成，提供全国范围林木林地交易托管及信息查询 、林权证抵押融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大宗林业商品交
易等服务，并对外公开发布林权流转交易、林权证抵押融资、林木交易市场行情等相关信息。
林权交易中心在林权交易中的重要性 ，首先表现为它在林权交易和流转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一
是规范了林权流转程序和权属管理 ，减少了林权纠纷的发生。在林权交易中心成立以后，林权流转有了
统一的地方规则，要求权属不清或者存在争议的林地不能流转 ，要求流转完成后办理相关变更或备案手
续，这就大大减少了林地流转后发生争议的可能性 。其二是集体共有林地的流转得到规范 ，遏制 “暗箱
操作”。过去，村集体林地的流转不需要经过评估，也不需要进行公开招标拍卖，现在村集体林地必须
在林权交易中心流转，必须经过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并通过招标形式公开竞卖，这就保证了流转的公开、
透明和公正。其三是及时发布供求信息，激活森林资源市场。林权交易中心通过网络和其他信息平台 ，
让更多的社会主体了解交易信息 ，吸引更多的社会主体进入林业产业 ，促进了整个林业的持续发展。其
四是提升了森林资源的价值和交易价格 ，林农享受升值的惠益。林地使用权和大宗木材通过林权交易
中心公开竞卖，提高了林地和木材的价格，增加了林农和林场的收益。
但是，笔者通过参与集体林权改革项目的调研活动发现 ，现阶段我国林权交易中心的运作还存在以
下几方面的困境： （ 1） 从机构定位来看，部分林权交易中心实行行政服务中心和林业局的双重领导，管
理体制不甚清晰，并且行政行为与市场行为合体，易造成行政过分干预市场。（ 2） 从机构设置方面来
看，林权交易中心的设置局限于林业系统内部 ，与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缺乏联动。（ 3） 从交易主体来
看，存在单个农户因林地面积小，有的林地分散不连片，加上单户的林木产量有限，难以进入交易中心交
易的情形。（ 4） 从交易标的来看，标的种类多限于林地林木的流转，欠缺多样性； 且部分地区限制了共
有的集体林地使用权的处置方式，缺乏一定的合法性。（ 5） 从交易程序来看，都是各地区自行设定，目
前还缺失国家或省级的统一具体的规范 。（ 6） 从交易的配套服务来看，在林业资产评估方面，国家尚无
林业评估专业人员和机构的资质认证体系 ； 在林权抵押贷款方面，存在林权证产权属性弱、手续多、周期
短、利息高、额度低等问题。
四、完善我国林权流转和交易市场的制度建议
在我国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已建立明晰的林业产权制度的基础上 ，为使林农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得到更好实现，通过市场手段推动森林资源资产的有序流转和优化配置已经势在必行 。 本文对完善我
国林权交易中心的建设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
1． 关于法律方面
第一，在较高层次上完善相关立法，进一步规范流转的原则、范围、方式、程序、监督、管理。第二，地
方林权流转办法应进一步明确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管理方式和服务
内容。第三，将林权交易中评估、拍卖、收费等资质和行为与相关的法律衔接 。
2． 关于政策方面
第一，建立完善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制度 ，编制科学的评估细则，规范和完善评估技术、评估方法。
第二，解决目前有关资质规定与实际工作要求相脱节问题 。第三，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和队伍建
设，满足工作需要。
3． 关于机构方面
第一，现阶段将交易中心定位为服务机构 ，待林权交易市场较为成熟后，转为市场中介机构。第二，
对交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实行定编定岗 。第三，加强林业部门与交易相关的国土资源 、产权交易等部
门机构的协调合作。
4． 关于财政方面
第一，政府对林业部门进行财政制度改革 ，以此促进林权交易税费的降低。 第二，国家制定合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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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林权交易收费标准。第三，争取财政支持，先开展政策性的贷款和保险业务以带动林业市场的兴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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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egal Issues of Transfer System of Forestry Tenure
Li Dan
（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ry tenure，which takes clarification of property right as the main
reform and takes the deregulation of management right，implementation of disposal right and safeguard of earning right as the coordinated reform，is going on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However，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ry tenure in the new period．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ain contents of law and policy about the transfer of forestry tenure and the market for forestry tenure transaction，then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forestry property trade 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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