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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第 73 个签署国 

 

据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事务局网站 2012 年 1 月 10 日报道，

1 月 9 日，索马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

享（ABS）的名古屋议定书，成为第 73 个签署国。根据生效条款规

定，议定书将在第 50 个国家递交批准书 90 天后生效。生效后，将给

遗传资源的提供者和利用者双方带来法律上的确定性和透明度，实现

一个促进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利用的框架，促进公平和公正分享

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议定书将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要素可持

续利用的一个新的激励机制，也有助于人类福祉，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球环境基金（GEF）利用日本政府资助的 1 250 万美元，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建立了名古屋议定书实施基金（NPIF），旨在为议定书的

早日生效和有效实施提供资助。而且，通过 100 万美元的中等规模项

目开展一系列的培训活动及能力建设活动，以此支援该议定书的批准

和早日生效。该项目由 CBD 事务局负责实施。 

GEF 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批准了第 1 个项目，受援国为巴拿马，

项目内容为发现有效治疗癌症的某些化合物、促进发现有效化合物和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技术转让、国家公园和国民利益共享以及建

立国内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期限 3 年，经费 442.2 万美

元。                                               （李  星）                                                  

 

日本关于森林保险制度的讨论和研究方向 

 

据日本林野厅网站 2012 年 2 月 20 日报道，2010 年 10 月，日本

行政改革会议提出取消森林保险特别会计。根据这一提议，林野厅于

2011 年 2 月成立了“森林保险制度研讨会”，讨论保险公司参与森林

保险及其对策和如何维持国家的再保险功能。自研讨会成立以来已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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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4 次会议，并听取了保险公司和专家学者等的意见。2012 年 1 月

24 日，日本内阁制定了“特别会计改革基本方针”，决定 2014 年度

中期取消森林保险特别会计。为此，林野厅要求尽快研究将森林保险

移交给国家以外的实施主体，2012 年度中期得出结论，2013 年度中

期进行制度改革。以下是历次研讨会的讨论要点和研究基本方向。 

一、净保费的计算 

1．净保费的计算方法 

论点：森林国营保险的净保费是以过去 30 年的平均事故率为基

础计算的，但是对于气象灾害也和森林国营保险一样根据核定过去的

损失数据等计算净保费，保险公司认为：①对于频率和规模迅速扩大

的气象灾害以及发生间隔极长且损失巨大的火山喷发灾害，不能只根

据过去 30~40 年的数据计算净保费。②根据过去实际情况进行统计的

方法，在数据掌握和基本修订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对超过观察期

又再次发生灾害的评估不完善等，所以说森林国营保险的净保费计算

方法不适于气象灾害。 

研究基本方向：成为移交对象的保险公司需要通过未来损失预测

计算净保费，因此有必要进行自然灾害风险分析。 

2．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和未来损失预测 

论点：关于未来损失预测，保险公司认为：①为计算森林保险净

保费的收费标准，在确保掌握气象灾害和火山灾害不同树种、林龄及

地区发生的险情状态和损失状况等长期数据的基础上，分析气象灾害

和火山灾害与树种、林龄及地区等之间的关系，同时有必要进行未来

损失预测和最大损失额估算。②因为没有承担森林保险所必要的可信

度高的风险分析方法，所以要规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及其分类、制定能

否承担保险的判断标准和未来损失额的定量化均有困难。③目前，日

本没有关于森林假想损失额计算模型，新研发有很大困难。 

关于森林自然灾害风险分析，专家学者意见如下：①日本地形复

杂，即使能够建立某种程度的狭小区域预测模型，要扩大到全国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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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辨率不变需要庞大的劳力，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困难。另外，

因没有积累森林受灾数据，要验证模型的可信度目前也有困难。②对

于风灾、雪灾以外的森林国营保险投保对象气象灾害（水灾、冻害、

干旱及潮水灾害），目前还处于灾害发生机理的研究阶段，远未达到预

测的能力。 

研究基本方向：保险公司需要积累自然灾害受灾数据，以做到对

森林自然灾害进行可信度高的风险分析。科学技术和保险公司可信度

高的风险分析需要相互比对，同时还要研究应该如何积累自然灾害受

灾数据等。 

二、再保险制度 

论点：“如何维持国家再保险功能的研究”是日本行政改革会议要

点之一。关于再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保险公司认为：①每年发生的气

象灾害和火山灾害损失状况有所不同，偶尔也有发生大规模灾害的可

能性，因此在制度的稳定性上需要再保险制度。②民间再保险市场有

可能发生“没有充分的资金进行再保险”和“再保险费高涨”等情况，

从稳定再保险措施的角度看，需要国家的再保险。③为预防重大自然

灾害，需要国家对超过一定数额的损失给予补偿的再保险制度。 

研究基本方向：对于森林保险的再保险制度，需要包括国家在内

的相关方等进行深入研究。 

三、森林保险业务的实施体制 

论点：在森林国营保险中，国家将保费的保管、收取和交纳国库

等事务委托给了森林组合。对于建立受理以自然灾害为对象的森林保

险实施体制，保险公司认为：①调查被保险对象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必

要的，而且为确定森林受灾发生日、确认受灾原因、损失认定及计算

损失额等，需要配备专业技术人员。②为了与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

识的森林组合合作，将代理店的业务委托给森林组合很有必要。③建

立损失认定体制时，取得森林组合的支持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④保

险公司委托森林组合进行损失认定，可能有碍于损失调查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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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际操作有困难。 

研究基本方向：关于保险公司和森林组合合作的有效方法等，需

要开阔思路进一步研究。 

四、森林保险的市场规模 

论点：关于森林保险市场规模问题，保险公司认为：①虽然估计

市场规模不小，未来还会扩大，但实际上市场规模有缩小的趋势。②

为了保险制度的稳定运行，市场规模越大越好，比如保费 100 亿日元

的市场规模最好。③现在的市场规模还不能说大，但如果根据政府的

地球变暖对策和森林林业再生计划等使森林价值得到提高，市场规模

就有可能扩大。 

研究基本方向：随着森林林业再生计划的不断推进，只要加强森

林资源的可持续和循环利用，森林保险的作用就会提高。在这种情况

下研究想要达到的市场规模，同时还要研究提高参保率的良策，以谋

求保险公司制度的稳定运行。 

五、森林保险事业持续、稳定地运行 

论点：2010 年 10 月的日本行政改革会议提出森林国营保险移交

给国家以外的主体，农林水产省认为前提条件是“保险事业能够持续、

稳定地运行”和“不能再增加森林所有者（被保险者）的负担”。对此，

保险公司认为：①民间保险公司为了确保适当的利润，有时侯会按照

保险合同的损害率等提高保费水平或谢绝参保。此外，将来也有可能

改变该保险商品的承保方针或者停售。②作为股份公司需要尽到向股

东分红的责任，对商品的重新估价、保险费率的上下调整等，需要根

据情况进行研究。③如果事先没有约定好将来是否可以“变更保险商

品内容”、“重新估价销售保费”甚至“停止商品销售”等，在农林水

产省提出的 2 个前提条件下，很难参与销售森林保险。 

研究基本方向：关于农林水产省提出的 2 个前提条件，根据国家

再保险制度等措施，可以考虑一定程度的担保，所以净保费计算方法、

提高森林保险参保率和再保险制度等都需要研究。关于“不能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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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所有者（被保险者）的负担”这一前提条件，需要从 2 方面进行

研究，一是森林国营保险也可以定期重新估价保费，但宗旨是移交给

保险公司后保费不能大幅提高；二是作为保险公司，需要在通过预测

未来损失等计算出保费水平的基础上，再确保适当的利益。 

六、今后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于森林自然灾害适用保险的难度和森林保险

的作用等的研究十分重要。 

1．应用“大数法则”有难度 

保险公司一般应用“大数法则”计算净保费率，即收集大量的数

据，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合理、稳定的保险费率。在森林

国营保险中，从作为补充对象增加了风灾等气象灾害的 1961 年起至

今的 50 年里，每年对风灾的保险最多的年份高达 9 000 件，最少只

有 3 件，差距非常大。但是，过去 50 年里风灾总次数与建筑物着火

约 5 万次相比是非常小的。 

像这样有关森林自然灾害的风险，即使收集数据进行统计也难以

预测，可以说应用“大数法则”有一定的难度。 

2．巨额损失 

强台风登陆有时会涉及大范围地区，也给森林造成巨大损失。例

如 1991 年有 3 次台风相继登陆或逼近，以九州为中心的 30 个都道府

县的森林受灾，民有林的损失额高达 1 300 亿日元。 

在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今天，预计夏季的降水量及暴雨天数、强

台风登陆次数等都将会增加。因此，有关森林自然灾害的风险今后有

可能进一步加大，自然灾害将对森林造成巨额损失。 

3．对森林活立木的专业判断 

树木是生物，所以受灾后有时候即使没有枯死但也不能再恢复，

成为“不属于生理上的活立木”，也有时候虽然发生倒伏但通过常用的

林业手段进行养护，立木“有可能恢复”。前者“不属于生理上的活立

木”列为损失补充对象，而后者“有可能恢复”的立木则被排除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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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补充对象之外。因此，必须根据专业知识对森林进行损失认定。 

4．森林保险的作用 

根据 2009 年 12 月制定的森林林业再生计划，2011 年作为“森

林林业再生元年”，4 月修订了森林法，7 月修改了森林林业基本计划，

在重新审视以往政策之后开始了新的征程。随着不断努力，今后森林

的价值将会得到提高。此外，日本遭遇了“3.11”大地震及其后的集

中暴雨和台风灾害，如果地球变暖加剧，今后还有可能发生不曾有过

的异常气候导致的森林灾害。 

森林是日本宝贵的可再生资源，通过发挥森林具有的国土保全、

水源涵养、防止地球气候变暖等多种机能可以实现国泰民安，森林作

为木材等林产品的供给源与地区经济密不可分。林业在森林发挥多种

机能和为山村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发挥了极大作用。 

森林保险作为持续开展林业生产活动的安全保障，是森林所有者

预防灾害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后，随着森林林业再生计划的进展，森

林保险的重要作用将会更加突显。                     （李  星） 

 

 不丹林业领域主要研究课题 

 

日本《海外森林与林业》2011 年 9 月介绍了不丹在林业领域中的

主要研究课题，内容如下。 

不丹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内陆国，其东、北、西 3 面

与中国接壤，南部与印度交界。北部高山区气候寒冷，中部河谷气候

较温和，南部丘陵平原属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原始和特有的生物相极

为丰富。不丹属于农业国，约 70%的国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据 2007

年统计，全国有 23.2%的国民处于贫困层，2008-2013 年第 10 个经

济发展 5 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贯彻“国民幸福总值”（GNH）

理念，到 2013 年使贫困率降至 15%。减少贫困的措施之一就是促进

森林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商业利用，对森林利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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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国土面积 3.839 4 万 km2，森林覆盖率为 72%，其中 26%为

自然保护区。人们不仅从森林中获取木材，还获取薪柴、饲料、草药

及菌类等非木材林产品，此外森林也作为放牧地利用。在保护水利发

电站所需的水源地和位于深山腹地的农地方面，森林担负着重要的作

用。目前，对不丹来说，如何谋求提高生活水平振兴产业以及森林保

护与可持续利用双赢是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林业研究机构 

不丹的林业行政由农业部森林公园局负责，局下面设有社会林业、

森林资源管理、森林保护和警备、野生生物保护、自然疗养和生态旅

游、流域管理及地区 7 个科室。此外，国家公园、Yusipang 森林研究

发展中心、Ugen Wangchuck 环境保护协会及各县行政机构内的林业

科也由森林公园局管理。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作为独立机构设在农业部。 

关于农林畜牧业领域的研究，由农业部可再生天然资源研究评议

会管辖的 4 个可再生天然资源研究中心（RNRRDC）及其 2 个下属机

构负责。4 个中心分别位于 Yusipang、Bajo、Jakar 和 Wengkhar，

并分别负责林业、农作物、畜产和园艺项目的研究及技术普及工作。

在林业研究计划中，由 Yusipang 中心制定全国的优先研究课题和负

责计划协调。为便于开展研究工作，4 个中心进行了联网。 

林业研究人员隶属于森林公园局下属的 Yusipang 森林研究发展

中心，并被派往 4 个中心工作。2009 年 4 个中心的林业研究人员只

有 13 名，研究助手 23 名，因此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 

可再生天然资源研究评议会全面负责科研战略、规划和预算等工

作，设有政策研究和规划、技术审查和监督、科技情报管理和宣传、

研究调整和资源调配 4 个室。在不丹第 10 个 5 年计划中，4 个中心

的科研预算为农作物和园艺领域稍多，林业和畜产领域相同。 

二、林业法规及政策 

不丹政府于 1969 年制定了首部森林法，并明确规定全国所有的

森林归国家所有。1974 年正式批准了国家森林政策，提出维持占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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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60%的森林，这一政策写入了 2008 年公布的新宪法中。1995

年不丹政府通过了森林和自然保护法（ Forest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Act，1995），替代 1969 年的森林法。新法承认在民主

化和地方分权化的大趋势下当地居民利用森林资源的传统和文化权

利，同时谋求国有林管理的社会化和民有林的法律建设等，森林管理

向当地居民参与和民间利用的方式转变。1999 年修改的森林政策接受

了这一转变，在木材市场中引进招投标制度，采取了基于国内市场原

理促进木材流通的政策，力争搞活市场。2010 年不丹政府制定了新的

森林政策，新政策优先考虑生产林的可持续管理、自然保护、流域管

理、社会林业（包括土著林业和民间林业）及木材产业，正在从以前

重视保护向谋求森林可持续利用与保护相平衡的政策转变。 

三、林业领域研究课题 

目前，RNRRDC 从事的森林研究课题是根据“森林研究计划与

战略 2009”进行的。“森林研究计划与战略 2009”是第 10 个 5 年计

划开始时由可再生天然资源研究评议会制定的。不丹将减少贫困这个

国家目标作为制定战略的大方针，将重点放在通过开发非木材林产品

资源、加强社会林业措施、发展土著林业等搞活地区经济。 

主要森林研究课题如下：①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对农作物的危害；

②针叶林管理：森林动态、林内过度放牧的影响及过度采伐林的天然

更新；③阔叶林管理：冷温带森林动态、林业系统评估及林内过度放

牧的影响；④林产品：针阔叶树的采伐及采伐废材的利用；⑤非木材

林产品：当药的生态与管理、竹藤繁殖、冬虫夏草生态、松蘑收获对

资源量和经济的影响等；⑥再造林及企业造林：荒废地造林的树种选

择和造林技术、尼泊尔赤扬产地评价和种子生产、有用树种的育种程

序及苗木保护；⑦社会林业：农用林试验、水源地的社会经济与振兴；

⑧森林保护：喜马拉雅五叶松立枯病害。 

在 RNRRDC 的研究中，重点是流域管理、自然保护和能力建设，

其中流域管理又是重中之重。对于国家 40%的岁入是依靠水利发电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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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获得的不丹来说，确保稳定的水源区是重要课题。在流域管理中各

地的研究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林内过度放牧妨碍森林更新和土壤

侵蚀、人口增加导致森林资源退化以及水土流失和灌溉等是共同的问

题。现在，不丹政府已认识到开发和森林生态系统破碎化等导致了生

物多样性消失、野生动物危害、生态系统服务低下降及森林火灾等各种

问题的发生，气候变化可能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        （李  星） 

 

欧盟寻求对农地和森林更加严厉的二氧化碳控制 

 

路透社网站 2012 年 2 月 24 日报道：根据一项法律草案，从 2013

年起，欧盟林业和农业部门必须对任何土地使用情况的变化进行监测

和报告，这将作为欧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气候变化的一项措施。

目前，该提议尚未设置一个明确目标对土地利用变化加以限制。 

环保人士认为，这将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是该提议没

有依赖现有的欧盟排放交易计划来应对因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温室气

体排放问题。欧盟和国际气候变化会议的多年会谈，一直在努力讨论

关于如何保护林地的细节。 

为履行联合国进程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实现到 2020 年削减

二氧化碳排放量 20%的目标，欧盟需要努力防止森林消失。欧盟解决

工业和电力碳排放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欧盟排放交易计划，他们

也曾考虑是否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纳入该计划。 

该草案建议各成员国制订造林、再造林、森林砍伐、森林管理、

耕地管理和牧场管理与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量相关的报表，各成

员国还被要求提交行动计划，以限制或减少排放。欧盟可以给出建议

以完善各成员国的计划，各成员国应适当考虑欧盟的研究结果。 

从事欧盟政策尤其是林业政策研究的非政府组织 FERN，对欧盟

这样“独立”的做法表示欢迎。FERN 的碳交易和气候变化活动家 Jutta 

Kill 说，这种独立做法要比与欧盟碳排放交易相关的做法好多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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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碳排放交易是针对化石燃料的，其报表需求绝对无法适用于土地利

用和森林。 

作为“单行路”的化石燃料，只产生二氧化碳，而土地和森林是既

排放碳也吸收碳的“双行路”，因此他们也需要不同的规则。 （马文君） 

 

加拿大新型商业纳米晶体纤维素厂开业 

 

加拿大林产品协会（FPAC）网站 2012 年 1 月 26 日报道，世界

上第一个纳米晶体纤维素工厂在加拿大开业，这表明林产业已实现快

速转型，其在新兴生物经济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加拿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的研究已促成纳米晶体纤维素工厂

Cellu Force 正式开工。该厂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生产的纳米晶体纤维

素可用于油漆、涂料，胶卷、栅栏、纺织品和复合材料等产品。 

FPAC 首席执行官 Avrim Lazar 说：“这种发展强化了一种新型商

业模式，即通过创新型生物能源、生物化学制品和生物材料的开发利

用来促进木材、纸浆和纸产品的产业经济。”“从收获的每一棵树上获

取更多的价值，对加拿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都有重大影响。”  

FPAC 与林产品创新研究院共同开展了名为“加拿大林产业新面

貌：新兴生物革命”的研究。项目就如何最佳定位下一代林产业进行

了详尽的研究。其结论是，加拿大林产工业在充分利用新生物经济方

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可充分挖掘可再生木纤维生物制品这一拥有

2 000 亿美元的潜在全球市场。 

Lazar 说：“生物经济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加拿大现在与未来的林

产业和社区将依赖于它。”“政府一直鼓励林产业中那些令人激动的新

发明和改良发明，以使我国的林产业能更好地与其他国家竞争。其他

国家也在积极寻求林产工业在生物经济领域的发展机会。” 

FPAC 还建立了“生物通道合作网络”，汇集了来自化工、能源、

汽车、航空航天等各个行业的合作伙伴，探索即将到来的生物时代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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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建立将推进林产品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创新型林产品的研发。 

Lazar说：“我们正在利用这一网络平台邀请其他部门与FPAC成

员开展合作，依靠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充分挖掘生物经济的潜

力，而现在正是挖掘新兴林产品潜力的大好时机。”      （马文君） 

 

2011年俄罗斯非法采伐木材达 120万立方米 

 

据俄罗斯森林论坛网站 2012 年 3 月 19 日报道，俄联邦林业署法

律部主任 I.V.Sovetnikov 今天在联邦议会下院（国家杜马）举行的圆

桌会议上说：根据国家森林检查员掌握的情况，2011 年俄罗斯国内发

生了 21.3 万起非法采伐事件，采伐木材总量达 120 万 m3，造成 113

亿卢布的损失。此外，根据森林检查员掌握的另一组数据，2011 年卫

星远程监测显示，违反森林法的非法采伐总面积达 8 600 hm2，采伐

木材 188.23 万 m3。然而，许多类型的非法采伐，特别是小规模几万

立方米的采伐，靠遥感是几乎监测不到的，所以俄罗斯非法采伐的木

材实际是多少不得而知。 

另据俄罗斯投资新闻网站 3 月 13 日报道，俄联邦林业署的通报

指出，占全部非法采伐量 42%的西伯利亚联邦区仍是主要高风险区。

在伊尔库茨克州发生的非法采伐量最多，达 32.5 万 m3。此外，在斯

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诺夫哥罗德州、沃洛格达州、彼尔姆边疆区和滨

海边疆区非法采伐的木材数量也相当大。俄联邦林业署副署长叶夫根

尼·特鲁诺夫宣称，非法采伐的林木 48%发生在承租林地。此外，通

过远程监测发现，甚至是在优先投资项目框架内转租的林地内，也存

在非法采伐情况。为此，特鲁诺夫建议增加承租方对承租林地非法采

伐的责任。                                         （李  星） 

【本期责任编辑  李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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