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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
部，因红河从西北向
东南贯穿州境而得名，
也因此以红河和北回
归线基准线，长期以
来形成了南北两部。

红河州基本情况 The basic situation of Honghe Prefecture





苏铁园 Ancient and strange 



苏铁Cycas revoluta Thunb.
长叶苏铁Cycas balansae
元江苏铁Cycas parvulus
南盘江苏铁Cycas guizhouensis
篦齿苏铁Cycas pectinata Griff.
红河苏铁Cycas hongheensis
滇南苏铁Cycas diannanensis
绿春苏铁Cycas tanqingii
叉叶苏铁Cycas micholitzii
多歧苏铁Cycas multipinnata
长柄叉叶苏铁Cycas longipetiolula

苏铁园收集植物名录

苏铁园建设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ycad Garden









红花木莲Manglietia insignis(wall.)BL.

毛果木莲Manglietia ventii Tiep

亮叶木莲Manglietia lucida B.L.Chen et S.C.Yang

云南含笑Michelia yunnanensis Franch.ex Finet et Gagnep.

多花含笑Michelia floribunda Finet et Gagnep.

素黄含笑Michelia flaviflora Law et Y.F.

木兰园植物收集名录

木兰园建设 Construction of Mulan Garden

华盖木Manglietiastrum sinicum Law

长蕊木兰Alcimandra cathcartii

云南拟单性木兰Parakmeria yunnanensis Hu

山玉兰Magnolia delavayi Franch

鹅掌楸Liriodendron chinense Sargent.







建立了种质资源收集保存
圃50亩，并收集保存了不
同地区的华盖木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

华盖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野外回归 Germplasm Resources Collection Bank of Canopylum

建成苗木繁育基地4亩，繁
殖苗木10000株，并研发实
生苗扦插苗繁育技术

苗繁基地建设
建立野外回归种群恢复基
地300亩，同时分别重建种
群3-4个，以对恢复种群进
行监测研究

重建种群监测和示范

2021 2022 2023



毛果木莲近地保护试验示范 
 Manglietia ventii Tiep 







Cultivation of precious timber forests

珍贵用材林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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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84
个柚木种
质资源国内31

个种

河口县南溪
镇马场村

总面积
13.33公顷

附属区
3.33公

顷

核心区
10.00公

顷

国家柚木种质资源库建设 Construction of Teak Germplasm Resource Bank

项目概况

热带湿
润气候







目前云南柚木人工林保存
面积1.1万hm2，其中红河
州0.5万hm2，成效显著

柚木（ Tectona  grandis  
L.f）为马鞭草科柚木属

世界著名的速生珍贵用材树
种,用材价值昂贵，用途广泛

筛选适应性强、生产力高、材质
较佳的种源，是发展柚木人工林
亟待解决的问题

柚木种质资源库建设 Construction of Teak Germplasm Resource Bank

主要保存对象 适地、适树、适种源，因地制宜地加
以集约栽培能使柚木经济效益最大化



1

国 家 审 定 良
种 “ 热 林
7029”柚木
无 性 系 及 其
配 套 栽 培 技
术

推广的技术

2

建设地点规模

项 目 选 址 云
南 省 金 平 县
猛 桥 乡 ， 营
建 柚 木 良 种
无 性 系 示 范
林200亩

3

技术经济指标

培育良种无性
系2万株，营
建示范林200
亩，树高年平
均 生 长 量
1.5～2.0m，
保存率＞85%

柚木良种推广 Promotion of Teak Superior Varieties

4

预期效益

14年生时间
伐 ， 静 态 投
资 回 收 期 为
12.89年，动
态 投 资 回 收
期为13.04年







规程内容

场地环境、良种使用、苗木培育、高效培育

引用

按GB/T20000.3，规范性引用文件

高效培育

土壤管理、水肥管理、柚木无性系与立地

匹配、密度控制与无节材培育、营养诊断

与精准施肥、目标树与可持续经营、病虫

害防治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在 2 0 年 经 营 期 内 ， 可 获 得 纯 收 入

203746.9/Hm2。并增强广大柚木种植单

位、公司及种植户的科技意识，改变长期

以来柚木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最终实现柚

木的高效益栽培和可持续经营。

滇东南柚木高效培育 Construction of Teak Germplasm Resource Bank

主要保存对象分析

1

2

3

4



Construction of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Base for Cam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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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mellia oleifera in Honghe Prefecture





   

Demonstration base construction work content



Demonstration base construction work content



把控各生产环节

指定各层级标准

协调各领域协作

Demonstration base construction work content



油茶示范区标准化体系的构成



Demonstration base construction goals



Achieved results

1、通过示范基地建设，推广了油茶良种及丰产栽培技术，增强了广大油茶种植户的科技
意识，使许多油茶科技成果，能够真正为林农所熟知 ，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油茶传统的
粗放经营方式，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种植油茶的积极性。 



2、建立起了以专业合作社、公司为主导的标准化示范核心种植区1.2万亩，确定标
准化示范区6.0万亩，为全州25.53万亩的油茶栽培管理提供了标准化示范；





3、通过加强标准化宣传和培训工作，制作发放了宣传手册，林农的标准化意识显著提高，科技
意识明显增强，油茶种植效益明显提升



4、形成了产前、产中、产后的标准体系建设，为制定和实施标准体系各项标准奠定了基础。



5、项目实施与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结合，通过项目实施提高油茶种植户的技术水平，增
加收入，助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6、推广“科技部门+油茶专业合作社+标准化”模式，充分发挥了科技部门、行业（产业）
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标准化示范中的带头作用和辐射效应。



7、形成了具
有可操作性的
技术手册1册 ；

8、制定地
方规范3个 ；

10、获红河州科技进
步三等奖二项、云南省
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

9、开展油茶丰产栽培
技术培训5期，培训林
农4200人次，发放技
术手册25000份 ；

11、获国家发明
专利２项、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５项 ；



12、发表论文５篇 ；

13、油茶科技示范基地自建立以来，被云南省林业和草原
局命名为“森林云南”建设省级示范基地 。

Achieved 
results



通过多年的油茶良种选育，已认定油茶良种10个，审定2个，可在适宜区推广
种植。同时在油茶良种选育、高效栽培、提质增效等方面成效显著，获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5项，发明专利授权2项，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示范区建设先后在建水和金平电视台、红河
电视台宣传报道7次、省台报道2次、中央台
报道1次，在州内

Publicity report



争取到了一些科技项目 Applied for som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1、中央财政资金林业科技推广项目《金平县油茶提质增效技
术示范与推广》〔2020TQYN〕03号，项目实施年度为2020
年-2022年，项目资金投入100万元； 
2、第十批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国家油茶标准化示范
区建设”，项目资金投入60万元； 
3、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红河州建水
县2016年1万亩油茶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费1435万元）; 



争取到了一些科技项目 Applied for som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4、中央财政资金林业科技推广项目《云南省建水县油茶标准化
示范区建设》〔2012TQYN〕03号，项目实施年度为2012年-
2014年，资金投入100万元； 
5、云南省财政资金林业科技推广项目《油茶冬季芽苗砧嫁接技
术推广示范》，项目实施年度为2010年，资金投入20万元； 
6、云南省财政资金林业科技推广项目《红河州5个窄叶西南红
山茶优良无性系推广示范》〔2013TSYN〕08号，项目实施年度
为2013年，资金投入20万元; 



争取到了一些科技项目 Applied for som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7、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红河州5个油茶新品种推广示范》，
项目实施年度为2013年，资金投入20万元；
8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2011年农业综合开发4000油茶名优
经济林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实施年度为2011年，资金投
入120万元 ；
9、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窄叶西南红山茶油用良种高效繁育 》
2014XA098 ，项目资金30万元；



The picking scion garden of  Camellia oleifera Abel.



The picking scion garden of Camellia pitardii Coh. St. 



Pollination test of Camellia oleifera



Variety Garden of Camellia pitardii Coh. St. 



l 成为全州油茶丰产栽培的培训基地



 示范区的建设共接待各级领导、
林业干职工及油茶种植户，来
参观、学习、培训的人员达
4000余人次，特别是去年月
10月作为我省中低产林改造典
型，

，在全社会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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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观看
Thanks of you w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