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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以下问题回答

“是”， 

则自然保护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为“CSP”）可能非常适

合您的运营。 

 
 我拥有或出租并且管理用于农

业或林业生产的土地，例如农

田、牧场、草地或草原。 

 我已经在我运营作业中开展自

然保护工作。 

 我想扩大现有的自然保护工作

范围，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环境

管理。 

 我打算或计划在至少五年的时

间里持有这块土地。 

 我的土地符合易侵蚀土地和湿

地保护测定的规定（如不确

定，请咨询当地的美国农业部

服务中心）。 

 我有美国国税局签发的社会安

全号码或雇主身份号码。 

 我的调整后总收入低于 90 万美

元 ($900,000)（不适用于印第安

部落）。 

 作为一家实体或联合运营的成

员，我有权为企业做出管理决

策。 

 

什么是 CSP？ 

自然保护管理计划 (CSP) 提供技术

和财政援助，帮助农业和森林生产

者将自然保护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

水平。 

该计划旨在为那些同意通过采取额

外自然保护活动并保持基线自然保

护水平来提高自然保护水平的农业

和森林生产者提供补偿。CSP 适用

于那些对自然保护和环境管理充满

热情的生产者。 

有什么好处？ 

CSP 可以提供许多好处，包括提高

作物生产力、减少投入、改善野生

动物栖息地以及提高对极端天气的

适应能力。CSP 还鼓励采用新技术

和管理技巧。 

例如，CSP 可以帮助您： 

• 及时计划覆盖作物的种植和管

理； 

• 制定放牧计划，以改善您的草

料基地； 

• 实施免耕，以减少侵蚀或以有

利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方式管

理森林地区。 

如果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改善土地

状况，那很有可能 CSP 可以帮助您

找到一些实现目标的新方法。 

 

 

 

 

 

自然资源保护局 

自然保护管理计划 

适合于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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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 如何运作？ 

通过应用新的自然保护实践、增强

措施和捆绑计划，CSP 为生产者提

供扩展现有自然保护工作的机会。

这些新的活动将有助于增强自然资

源和改善运营。 

例如，如果您一直在种植覆盖作

物，您可以尝试对多物种的覆盖作

物进行改良或种植深根覆盖作物以

打破土壤板结。 

如果您决定申请 CSP，当地自然资

源保护局（以下简称为

“NRCS”）的自然保护规划人员

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以评估

您当前的管理系统和您土地上的自

然资源。然后，您将与 NRCS 的保

护规划人员合作，根据您的运营管

理目标选择新的 CSP 保护活动。 

一旦您选择了最适合的自然保护实

践或活动，并且如果您的申请被选

中获得资助，CSP 将提供年度付

款，用于在您的土地上实施这些实

践以及对现有的保护工作进行运营

和维护。 

想要更进一步吗？CSP 还提供捆绑

计划，您可以从中选择一套增强功

能，并获得更高的付款率。 

CSP 合同期有多长？ 

五年。并且，如果您成功完成第一

个合同期限，并且您的续约申请排

名足够高的话，则有可能再续约五

年（CSP 续约是一个竞争过程）。 

CSP 资格 

土地资格 

问：哪些土地有资格获得 CSP？ 

答：符合条件的土地包括私有农

地、印第安人的农业土地、非工业

私有林地、农田、相关农业用地，

以及受申请人控制并且土地是申请

人运营之一部分的公共土地。没有

最小面积要求。CSP 将您的整个运

营纳入该计划，而不仅仅是一块特

定的田地或地带。所有土地都必须

符合美国农业部关于易侵蚀土地和

湿地保护的规定，才有资格获得 

CSP。 

问：我是农业新手？ 我是否有资格

获得 CSP？ 

答：不可以。土地必须是一直用于

生产农业或林业产品。在建立农业

经营并成功生产农作物、食物或纤

维之前，那些刚被整理或正在准备

用于未来农业生产的土地不符合 

CSP 的条件。在清理任何土地之

前，请务必咨询当地的美国农业部

服务中心，以确保您不会违反易侵

蚀土地保护或湿地保护要求。未能

让 NRCS 做出正确决定可能会影响

您参与美国农业部计划的能力。 

生产者资格 

问：谁有资格申请 CSP？ 

答：申请人可能包括个人、法人实

体、联合企业或拥有或出租并目前

管理用于农业或林业生产之土地的

印第安部落。申请人必须拥有美国

国税局颁发的社会安全号码或雇主

身份号码，并且必须在整个五年的

CSP 合同期限内保持对土地的控制

权。申请人的调整后总收入必须低

于 90 万美元 ($900,000)。调整后的

总收入要求不适用于印第安部落。 

 

管理门槛资格 

问：什么是管理门槛？ 

答：管理门槛是 NRCS 用来确定 

CSP 申请人目前是否达到或超过有

关某一特定自然资源问题之适当保

护标准的术语。在其运营中所包含

的每一项土地用途中，CSP 申请人

目前必须满足至少两个优先自然资

源问题的管理门槛。他们还必须同

意，在合同结束时至少在一项土地

用途上达到或超过至少一项额外资

源问题的管理门槛。如果您不确定

自己的门槛，请不要担心，因为 

NRCS 规划师会为您提供帮助。 

实践增强和捆绑计划 

问：什么是自然保护实践？ 

答：自然保护措施可以改善土壤、

水、植物、空气、野生动物栖息地

和相关自然资源。每一项自然保护

实践都必须根据各州制定的 NRCS 

实践标准来执行。 

问：什么是增强？ 

答： 增强是用于处理资源问题和提

高自然保护绩效的自然保护活动。 

问：什么是捆绑计划？ 

答：捆绑计划针对具体的土地使

用，包括至少三项增强功能。将三

项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实施可以提

高保护绩效，并以综合和具有成本

效益的方式解决多种资源问题。 

每个捆绑计划都有三个或更多必需

的增强功能。对于某些捆绑计划，

申请人可以从解决特定资源问题的

选择列表中选择其它增强功能。 

CSP 对我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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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在其土地上实施增强措施或

捆绑计划的生产者可以访问当地的 

NRCS 自然保护规划人员，以了解

更多关于这些计划的信息。 

CSP 付款 

问：CSP 提供哪些类型的付款？ 

答：CSP 提供三种类型的付款。 

1. 年度合同付款基于两个部

分： 

• 根据合同中包含的土地用

途，为维持现有自然保护

水平而支付的费用; 

• 为实施其它保护措施和活

动支付的付款。 

2. 对愿意实施资源节约型轮

作、改善现有资源节约型轮

作或实施高级放牧管理的生

产者的补充付款; 

3. 大多数合同的最低合同付

款。 

问：何时付款？ 

答：NRCS 在每个财政年度的 10 月 

1 日之后尽快为上一财政年度安装

和维护并在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的合

同活动付款。 

问：我是否需要为这一付款缴纳所

得税？ 

答：是的。NRCS 向您支付的所有

款项都会向国税局报告，并应在适

用纳税年度的纳税申报表中作为收

入上报。您将收到一份 1099 表，用

于在您的纳税申报表上报告 CSP 付

款。 

CSP 的申请与评估 

问：我如何申请 CSP？ 

答：联系当地的 NRCS 外地办事

处，让他们知道您对 CSP 感兴趣。 

自然保护规划师将与您一起来确定

您的管理门槛资格。 

如果您是刚开始与美国农业部合

作，您需要在农场服务局 (FSA) 建

立您的农场记录。建立农场记录需

要几种表格和文件，因此应尽快与

农场服务局办事处预约。 

除农场记录文件外，您还需要向 

NRCS 提交： 

1. 《NRCS CPA-1200 自然保护计

划申请表》; 

2. 一份显示运营作业所包括的所

有土地用途和英亩数的地图; 

3. 一份可以确认任何已知的不合

格土地和相关种植面积的地图

或其它文件。 

问：如何评估 CSP 申请？ 

答：一旦 NRCS 完成对您的运营的

评估并且您选择了您想要实施的保

护实践或活动，NRCS 将对您的申

请进行排名，以确定您当前和未来

的管理系统将如何解决国家、州和

地方自然资源的优先事项。 

NRCS 会将您的申请与同一排名池

中其它类似合格申请进行排名，得

分最高的申请将首先收到合同报

价。 

CSP 草原保护倡议 

CSP 提供新的“草原保护倡议” 

(GCI)，通过为期五年的草原保护合

同，帮助符合条件的生产者保护牧

场，保护和改善土壤、水和野生动

物资源，并实现相关的自然保护价

值。资格仅限于在 2009 年至 2017 

年期间在其农场服务局种植面积报

告中保持牧草记录的生产者。 

CSP 对我合适吗？ 

帮助农民，保护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