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专

项（以下简称“本专项”）管理，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规范建设

程序和行为，确保建设质量，充分发挥投资效益，根据《政府投

资条例》（国务院第 712 号令）、《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

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45 号令）、《中央预算内直

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7 号令）、《中央预

算内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5〕525 号）、《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发改投资〔2019〕220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中

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安排方式及项目管理的通知》（发改投资规

〔2020〕518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重点，遵循科学、民主、

公开、公正、高效的原则，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

第三条 本专项安排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可以采取直接

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方式安排项目。

第四条 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应用于计划新开工或续建项

目，原则上不得用于已完工项目。

第二章 支持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本专项支持的项目范围包括以下方面：

（一）申请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项目，包括《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双重”规划》）及其专项建设规

划明确的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

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

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重点区域符合支持方向

的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范围除外）。

（二）其他建设项目，包括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

印发的其他相关规划内的重点区域符合支持方向的生态保护和修

复项目。

第六条 项目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建设内容及投资标

准，应符合国家有关行业标准或规范。项目投资在具体项目审

批、概算核定、资金申请报告和年度投资计划审批时明确。

第七条 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按项目下

达。根据不同气候区项目性质和特点、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原

则、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实施差别化的中央预算

内投资政策，统筹加大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具体

支持方向和标准如下：

（一）天然林保护与营造林。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标准为：

人工造乔木林，东、中、西、东北地区分别为 700 元/亩、800 元/

亩、900 元/亩、900 元/亩；人工造灌木林，东、中、西、东北地



区分别为 300 元/亩、350 元/亩、400 元/亩、400 元/亩；退化林修

复，东、中、西、东北地区分别为 550 元/亩、600 元/亩、650 元/

亩、650 元/亩；封山（沙）育林 100 元/亩、飞播造林 160 元/亩。

（二）退化草原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标准为：人工草

地、人工种草，东、中、西、东北地区分别为 300 元/亩、300 元/

亩、350 元/亩、350 元/亩；围栏封育 18 元/米、飞播种草 50 元/

亩、草原改良 90元/亩。

（三）湿地保护修复，主要支持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

地、湿地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湿地保护基础设施、退

化湿地修复、科研监测等建设内容。对符合支持条件的建设内

容，中央单位和西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比例为 100%，其他地方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比例为

80%。

（四）荒漠化治理及小型水保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支

持标准为：工程固沙，东、中、西、东北地区分别为 450 元/亩、

500 元/亩、550 元/亩、550 元/亩；京津风沙源区、岩溶石漠化区

等重点区域内水源工程、节水灌溉、谷坊等小型水利水保设施 5

万元/处。

第八条 各地应根据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切

实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合理安排地方专项债券，积极争取开发性

贷款、政策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着力打

造生态富民产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创新多元化投入和建



管模式，拓宽投融资渠道，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第三章 前期工作管理

第九条 根据《“双重”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国家有关行业

标准或规范，以生态治理区域为单元，突出不同生态系统修复特

点，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整体组织开展项目前期工

作。严格执行相关规划和技术规范规程，明确建设内容、建设规

模、建设地点、投资概算及来源、完成时限，并达到规定的工作

深度和质量。

第十条 中央单位项目，由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商国家发

展改革委明确项目法人。地方项目，各地根据审批权限分别由省

级、市级或县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商发展改革部门确定项目法

人，落实前期工作经费，组织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第十一条 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方式投资的项目，实

行审批制，包括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列入《“双重”规划》、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印发的其他

相关规划的项目视同已经批复项目建议书。

第十二条 中央单位项目，申请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3000 万

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

告，项目初步设计经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投资概算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初步设计由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其余项目按隶属关系由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后抄送国家发

展改革委。地方项目，按地方审批权限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对企业投资项目仅采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方式

支持的，仍为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核准或备案制。根据核准项目

目录和核准、备案机关及权限规定，由相关核准、备案机关履行

项目核准、备案手续。

第十四条 初步设计提出的投资概算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估算总投资 10%的，项目法人应当向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部门报告，审批部门可以要求项目法人重新报送可行性研究报

告。

第十五条 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

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组织有关单位加强项目储备，合理确定

年度建设任务并测算资金需求，及时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重大

建设项目库和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入库项目应根据项目前期工作

推进情况，及时更新填报、逐步补充完善项目信息，并进行动态

调整。

第四章 投资计划申报

第十六条 中央单位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由国家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本专项当年投资计划编制要求报送国家发

展改革委。地方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由省级发展改革

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本专项当年投资计划编制要求联

合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省级部门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应符合当地财

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确保不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



根据所申报项目的具体情况明确拟采取的资金安排方式（直接投

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

第十八条 拟申报的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相关要求。

（二）已列入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并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库。

（三）已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审批（核

准、备案）和相关前期手续，项目建设自筹资金已落实。

（四）拟新建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后即可按期开工

建设。

（五）项目建设内容未获得过其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六）项目单位未被依法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七）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 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包括项目的规划依据、前

期工作批复情况、年度投资需求、建设内容、绩效目标等。申报

部门要对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报告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第五章 投资计划下达与执行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中央单位项目年度投资建议计

划进行审核和综合平衡后，将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给国家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规划任

务、上一年度项目实施情况、以往年度建设绩效，对地方上报的



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年度投资计划进行审核和综合平衡

后，将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给省级发展改革、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

第二十一条 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收到中央单位项目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已明确到具体项目

的投资计划，于 20 个工作日内将打捆或切块项目投资计划分解落

实到具体项目，并将转发下达文件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省级发展改革、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收到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已明确到具体项目的投资计划，于

20 个工作日内将打捆或切块项目投资计划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

将转发下达文件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并及时在重大建设项目库中报备。

分解后的项目要逐一落实项目法人单位及项目责任人、日常

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

第二十二条 项目法人收到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后要尽快开

工建设。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

合同管理制，依据批准的初步设计组织施工，对项目的建设质量

及进度、资金管理和生产安全负责。

第二十三条 对公众反映的有关情况，各级发展改革、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开展核查，确有问题的，督促项目法人等单

位及时进行整改。

第二十四条 项目建成后，项目法人应当及时向项目审批部



门或项目核准、备案部门申请竣工验收。项目审批部门或项目核

准、备案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工作。

第二十五条 项目验收后，必须及时办理移交手续，明确产

权，落实运行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制定管护制度，确保长期效

益。

第二十六条 各地应加强建后管护机制建设，积极探索灵

活、有效的管护机制，推行专业队伍管护、承包管护、林农（牧

民）自管等多种管护模式，落实管护措施，确保项目建设成果得

到巩固，长期发挥效益。

第二十七条 对自然灾害等不可抵抗因素造成的损毁，按照

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自然灾害受损核定的有关规定执行，符合规

定的可重新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省级发展改革、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

实施、建设管理、计划执行进度、资金拨付与使用等重点关键环

节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项目法人规范建设管理，确保项目建设

质量和投资效益。

第二十九条 自分解投资计划的次月起，国家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和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组织

项目法人开展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统计工作。

（一）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为中央单位项目的日常监管直

接责任单位，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为地方项目的日常监管直接



责任单位，履行监管主体责任。

（二）项目法人于每月 5 日前，通过重大建设项目库准确填

报投资计划分解下达、项目开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形象进

度、竣工验收等信息。

（三）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分别

负责审核中央单位项目、地方项目重大建设项目库数据，于每月

10 日前完成数据核对工作，并及时更新重大建设项目库数据。

（四）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于每月月底前，对重点区域生

态保护和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及时

将发现的问题反馈项目所在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其做出

整改，及时更新数据。

第三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通过

在线监测、抽查等方式对项目建设情况开展工作检查，并将检查

结果作为后续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的重要参考。

（一）对于确实不能在投资计划下达一年内开工建设导致中

央预算内投资不能按计划实施的，要按照管理权限办理投资计划

调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对存在投资计划逾期未分解、未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

目库及时准确完整填报项目信息、未按时开工、投资计划执行缓

慢、资金沉淀超过一年等问题的省（区、市），将根据情况调减

该省（区、市）下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

（三）对于多次调度均存在问题、迟迟不整改等情节严重的



省（区、市），暂缓受理该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中央预算内

投资专项申请。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省级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

本办法，制定省级管理办法，细化实化项目前期工作、投资申

报、计划下达（调整）、项目实施、竣工验收、监督检查、信息

报送等方面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森

林草原资源培育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重点区域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发改农经

规〔2019〕2028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