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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强调将森林作为新型绿色经济的核心 

 

据粮农组织（FAO）2012 年 6 月 18 日报道，世界森林能够在向

绿色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里约+20 会议正在讨论的一

个主题。然而，若要推动这种转变，各国政府必须制定方案和政策，

在发掘森林潜力的同时，确保对它们的可持续管理。 

在最近发表的《2012 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中，FAO 强调，更好

和更可持续地利用森林资源能够为应对里约会议讨论的诸多重大挑战

做出重要贡献，其中包括减少贫困和饥饿，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开

发供人类使用的生物制品和生物能源替代品。 

FAO 及其合作伙伴巴西纸浆和造纸协会以及国际森林和纸业协会

理事会在里约+20 会议期间主办的一项活动中介绍了这份报告。FAO

林业部助理总干事爱德华多·罗哈斯·布里亚莱斯说：“森林和农场内的

树木是全球超过 10 亿最贫困人口获得食物、能源和现金收入的直接来

源之一。同时，森林还具有捕获碳、减缓气候变化、维持水源和土壤

健康、防止荒漠化等功能。森林可持续管理的好处很多，如果政策方

案得当，该部门能够在发展更可持续和绿色经济的进程中发挥先锋作

用。” 

巴西纸浆和造纸协会执行总裁伊丽莎白·德卡瓦略说：“巴西拥有人

工林管理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从而促

进绿色经济，并加强可持续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之间的协同作用。应

当将里约+20 会议的讨论作为出发点，加强‘三重底线’的平衡。巴西

纸浆和造纸业准备大力倡导有助于推动‘三重底线’活动的生物技术

创新和森林碳封存。这意味着社会的包容性和对环境的保护。” 

国际森林和纸业协会理事会主席唐娜·哈曼说：“全球林产品行业处

于森林保护工作的前沿，通过可持续森林管理做法，我们的产业不仅

能够维持常年的木材生产，而且还可确保子孙后代享有丰富的资源。

全球林产品行业还通过为全球数百万人提供就业来促进生计和人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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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新兴的生物经济最终会提高该行业的重要性。” 

《2012 年世界森林状况》认为森林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核心

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支持生计 

FAO 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对木材企业投资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促进资产积累，并帮助振兴农村地区居民的生计。 

在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中约有3.5亿人（其中包括6 000万土著人）

依靠森林来维持日常生计和长期生存需要。“农区林业”，又称农用林

业，在某些情况下对农业收入的贡献率高达 40%，主要来自木材、果

实、油料和药材的采收。 

尽管林业有时因毁林现象而名声欠佳，但如果木材产品来源于良

好管理的森林，它们不仅可以储存碳还能够回收利用。世界各地的森

林产业不断创新出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工艺流程，以取代非再生材料，

并通过这种方式开启了通往低碳生物经济之路。根据《2012 年世界森

林状况》，促进可持续的森林产业提供了一种能够在改善农村经济的同

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法。 

报告还指出，在 2002-2010 年，某些地区森林产品出口额增长 1

倍以上。应当更加注重发展中小型森林企业，使当地社区受益。 

二、可再生能源 

FAO 报告还认为，可持续林业能够为能源生产提供可再生原料。

罗哈斯·布里亚莱斯指出：“伐林烧木可能是人类获取能源最古老的办

法。今天，木材仍然是全球超过 1/3 人口，特别是穷人的主要能源来源。”

他说：“随着寻找可再生能源的努力不断加大，我们绝不能忽视森林生

物量作为一种更清洁、更环保的替代能源所提供的重大机遇。” 

 《2012 年世界森林状况》认为，木材能源的提取可以作为一个

对气候无影响且社会公平的解决方案，但前提是木材应当来自可持续

管理的森林，采用适当的焚烧技术，并结合造林和可持续森林管理计

划。该报告指出：“增加包括木材燃料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相对于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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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的利用，或许是促进全球向低碳经济过渡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

分。木材的可持续能源生产可以为当地创造就业，有助于把用来进口

化石燃料的费用转向对国内能源资源的投资，同时促进就业和收入。” 

FAO 也提醒，这样做需要密切关注当前对木材能源的依赖情况、

树木采伐和种植中可持续森林管理规范的使用以及生物质转换为热能

和热电联产所采用的有效技术。 

三、通过碳捕获减缓气候变化 

《2012 年世界森林状况》指出，通过减少森林砍伐和大规模恢复

已丧失的森林，可显著减少大气中的碳，降低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影

响。同时，这些项目还将促进农村生计，并增加木材和竹子以及生物

能源的利用，为可持续建筑业提供更多可再生原材料。森林景观恢复

全球伙伴关系确定有近 20 亿 hm2的土地适合开展林地恢复。此外，植

树造林还为防治荒漠化和土壤退化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帮助。 

若要将森林作为新的绿色经济的核心，首先要制定能够鼓励企业

家致力于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和计划。这包括消除不正当的奖

励措施，以避免森林砍伐和退化、森林用途的改变以及与木材和竹子

竞争的不可再生原料（钢铁、水泥、塑料或化石能源）的使用。 

为碳封存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创造适当的收入来源，也能够鼓励

林地持有人和管理者致力于森林的保护和恢复，并为当地企业家提供

多种机会。                                          （周吉仲） 

 

粮农组织重视林业和林产工业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网站 2012 年 5 月 25 日消息：FAO 纸与木制品咨询委员会

（ACPWP）第 53 次会议于 5 月 24 日在印度新德里闭幕。该委员会对

FAO 的新战略目标表示欢迎。在新战略目标中，林业和林产工业将发

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林业和林产工业与农村社区密切相关，具有为农

村社区提供生计和消除全球贫困的战略地位。森林和林产工业可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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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方式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提供解决包括缓解气候变化和能

源安全等紧迫问题的创新方案。 

鉴于林业和林产工业在 FAO 跨领域战略目标中的核心地位，

ACPWP 建议 FAO 继续提供适当的资源来保障林业和林产工业能发挥

这种重要作用。ACPWP 提出 3 项建议：（1）建议 FAO 采用能更好地

反映出区域平衡和工作范围的顾问委员会结构；（2）建议 FAO 对林业

中的水利用的相关影响和效益进行分析；（3）建议 FAO 与产业界共同

研究向新兴生物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技术和教育战略。     （周吉仲） 

 

印尼关于森林前途的讨论 

 

《雅加达邮报》网（www.thejakartapost.com）2012 年 5 月 28

日报道：印尼正在进行关于森林前途的重要讨论。1 年前，苏西洛总统

签署法令暂停发放天然林和泥炭地新的采伐许可证，此举是走向更好

和更透明的森林管理的重要步骤。与此同时，印尼政府还制定了加速

和扩大印尼经济发展的主体计划（MP3EI）。但是，由于对该计划的环

境影响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导致在保护和发展问题上形成了观点截然

对立的两大派别。 

《保护通讯》（Conservation Letters）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在良好

的森林管理措施下，热带林能够在采伐木材和增加就业的同时保持大

部分的动植物和碳储量。文章指出，环保人士、政府和当地社区可以

与采伐公司一起实行完善的采伐计划，这样既可以为当地社区提供经

济效益和发展机会，同时又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当前，印尼的森林

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这项研究结果为环保组织、政府、公司和

当地社区指出了一条“折中之道”。印尼已颁发采伐许可证的森林有   

2 000 万 hm2，所以这条道路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最近的一项研究对 100 篇相关文章进行了审读，结果发现经过择

伐的热带林仍然保持着85%~100%的生物多样性以及70%以上的碳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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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项研究并非对保护原始林地的重要性提出质疑，而是指出采伐

过的森林仍然具有环境保护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采伐过的森林不

应当被看作是可以交给开发商改作种植园的退化林地，而应当被视为

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林地。 

一些环保人士认为与采伐者共事是一种出卖灵魂和原则的事情，

但越来越多的务实的环保人士看到，与有志于以最佳方式进行采伐的

人结盟，可以带来自然保护的新机遇。良好管理下的森林采伐不仅能

保持高度的生物多样性，而且森林采伐所产生的经济收益有利于避免

林地转为其他用途。 

提高森林管理水平应当以完善林区居民的林权状况为杠杆，其中

包括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让社区拥有森林管理权和支持公司与当地

社区签订合作协议等。保证森林社区的传统土地使用权，让这些森林

社区从商业性采伐中得到利益是良好森林管理的一个基本内容。各种

研究已证明，由社区管理森林是保护森林的最有效的长期的战略措施。 

减少森林采伐的影响和公平地解决采伐特许权获得者与当地社区

之间的所有权纠纷，是 FSC 认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FSC

认证标准还有待于在印尼广泛地加以推广。尽管采取了推行木材合法

性及认证体系（SVLK）等积极措施，但印尼只有不到 1%的热带林被

认证为管理良好的森林。由于印尼采伐许可制度涉及的林地面积占到

世界现存热带林的 1/4，所以对印尼良好森林管理的认证是保护热带林

的重要手段之一。                                   （周吉仲） 

 

俄罗斯将降低原木出口关税 

 

美国《全球木材和木制品市场动态》2012 年第 6 期报道：2008

年俄罗斯将原木出口关税提高到 25%，近 5 年来其原木出口量大幅下

降，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也随之急剧减少，但目前俄罗斯仍然是世

界最大的针叶原木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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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俄罗斯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按照

要求其必须降低林产品的进出口关税。根据俄罗斯与 WTO 的协商结

果，俄罗斯将降低松木原木的出口关税至 15%，降低云杉原木的出口

关税至 13%。除了降低关税之外，协商结果还包括制定针叶原木的出

口限额，在限额之内将实行新的税率；但在限额之外则维持目前 25%

的税率。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所提议的限额远远高于 2011 年各国与俄罗斯

的原木贸易量，因此该限额对欧洲与俄罗斯的原木贸易几乎没有任何

影响。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该限额被建议为 1 300 万 m3。虽然中国

是俄罗斯针叶原木的主要进口国，但 2011 年中国进口的俄罗斯原木仍

远远低于该限额。 

专家预测，尽管俄罗斯将原木出口关税降低了 10%~12%，但鉴于

俄国内政治不确定性、腐败盛行、国内原木成本上升以及基础设施落

后等问题导致的商业大环境持续恶化，今后木材进口国不可能大幅度

增加来自俄罗斯的原木进口量。同时，许多林业公司也对在俄开展投

资和贸易充满担忧，纷纷拓展其他地区的木材供应源。例如，中国作

为俄罗斯针叶原木的最大进口国，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从俄罗斯进口锯

材而不是原木。                                     （胡延杰） 

 

2012年第1季度全球林产工业概述 

 

据美国《全球木材和木制品市场动态》2012 年第 6 期报道，2012

年第 1 季度全球林产工业情况如下： 

一、全球木材市场 

2012 年第 1 季度全球针叶原木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全球原木价格

指数下降到每立方米 85.90 美元，与 2011 年第 4 季度相比下降 2.7%；

与 2011 年第 2 季度高峰相比下降了 8.6%。 

欧洲市场对木材需求的低迷及中国原木进口量的持续下降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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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1 季度原木价格下滑的 2 个主要原因。 

二、全球纸浆材价格 

2012 年第 1 季度全球纸浆材价格全面下滑，其中阔叶纸浆材价格

下降最为明显，平均每干吨为 109.67 美元，比 2011 年第 3 季度的最

高点下降 7%。欧洲和日本的纸浆材价格下降幅度最大，降至 2011 年

第 1 季度以来的最低点。相比之下，针叶纸浆材价格仅下降 0.4%，为

每干吨 104.88 美元。大洋洲、智利和南美的针叶纸浆材价格均呈上升

趋势，而加拿大西部和日本的针叶纸浆材价格呈下降趋势。 

三、全球木浆市场 

与去年同期相比，2012 年第 1 季度木浆产量平均下降 1.9%，其

中西欧和北美下降 3%，而拉丁美洲是唯一的纸浆产量增加的地区。 

四、全球锯材市场 

虽然经济衰退导致 2008、2009 年全球锯材需求大幅下降，但过去

2 年来全球针叶锯材的贸易量增加 25%。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基本建设

促使锯材需求量增加，这 2 个地区 2010 年的锯材进口量与 2007 年相

比平均增加了 36%。但 2011 年埃及动乱、利比亚内战和阿尔及利亚骚

乱影响了这种上升趋势，使这 2 个地区的锯材需求趋势出现不确定性。 

美国和加拿大的锯材价格在 2012 年第 1 季度上升最快，达到 2011

年初以来的最高点。日本的锯材价格（包括国产和进口锯材）持续下

降，已降到 2010 年初以来的最低点。 

与去年同期相比，2012 年第 1 季度中国进口锯材的价格平均上涨

了 3%，其中从加拿大进口的锯材涨幅最大。 

五、全球生物量市场 

北美对欧洲的木质颗粒燃料出口量在 2011 年第 4 季度创历史新

高，专家预测到 2012 年第 4 季度，出口量将达到 60 万 t。 

德国、奥地利和瑞典的木质颗粒燃料价格缓慢上升，而中欧对木

质颗粒燃料的需求呈下降趋势。                       （胡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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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造林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市场观察网（MarketWatch）2012 年 5 月 2 日报道：由于乌干达

政府和国际捐助者在乌干达积极推动植树造林，越来越多的乌干达人

现在已经看到了林木种植业的发展前景。乌干达国家林业局官员贡

扎·阿拉里说：“投资者们对林木种植业非常感兴趣。我们正在尽我们之

所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兴趣。我们告诉他们这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

保险。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收入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还可以为他们的

孩子支付学费。” 

种植树木有利可图的原因是乌干达对木材和木制品需求的增长。

根据德国合作机构（GIZ）的调查，在乌干达 3 300 万人口中，有 95%

靠薪炭材或木炭来做饭。乌干达蓬勃兴起的建筑业也促使木材成为一

种价值日益增加的商品。 

但是，木材供应无法一直增加下去。由欧盟资助、总部设在乌干

达首都坎帕拉的锯材原木生产补助计划机构（SPGS）说，乌干达实际

上已经没有成熟的人工林了，木材行业急需投资。如果没有足够的人

工种植的树木，大多数乌干达人就会到天然林中去采伐木材。在过去

的 20 年中，乌干达的天然林已经消失了大约 40%，乌干达国家环境管

理局警告说，如果天然林采伐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到 2050 年乌干

达就没有天然林了。 

SPGS 的内莉·贝迪约认为，种植树木有可能对乌干达经济产生持

续的影响。人工林业不仅可以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而且会吸引很多

的木材加工企业到乌干达投资。乌干达会建立起很多木材加工厂，随

着时间的推移，也许还会建起造纸厂。乌干达甚至有可能停止从其他

国家进口木材。目前，乌干达所需要的木材有一部分是从邻国刚果（金）

进口的。据乌干达《独立报》报道，2011 年乌干达进口了约 550 万美

元的木材。 



SPGS 以发放补贴的方式来推动树木种植业的发展，其提供的补

贴额约占种植成本的一半左右。对申请领取补贴者的要求是必须至少

拥有 25 hm2的土地。贝迪约估计，目前这样的种植者可能有几百人。

2004-2013 年，SPGS 资助下种植的林木将达到 4 万 hm2，其中 2009

年以来种植的占 3/4。植树可以使投资者和当地社区从中受益。例如，

SPGS 可以为土地不多的贫困村民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和种苗。这些

贫困的村民可以组织起来，形成至少由 20 人组成的协会。生产的木材

可供社区用作燃料、栅栏和构建房屋。学到的技术可以帮助他们到大

规模种植者那里找到工作。即使社区居民不亲自植树，也还有其他一

些获益方式，因为周边的种植园可以雇用他们从事林木抚育、林地清

理以及森林防火工作，还可以让他们在森林保留区内养蜂。 

但是有人说，发展树木种植业实际上会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有

人提出通常所种的桉树、松树和柚木等速生树种并不一定都对环境有

利。环保组织尼罗河盆地论坛（Nile Basin Discourse）的一位成员说：

“人们对桉树谈论得很多。有些桉树品种其实是很糟糕的，会对自然

环境造成很大破坏，不应当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种植。如果我们在尼罗

河旁种植这种树木，尼罗河的水也许就流不到埃及了。”但阿拉里认为，

如果种植得当，即使是备受指责的桉树也可以对环境产生好的作用。

“桉树生长很快，所以与天然林相比，人们能够更早地得到木材。另

外，桉树也有助于自然保护，这是人们没有看到的。” 

一位木材投资商说，在投资时，他同时还把目光放在碳贸易市场

上。现在乌干达还不允许个人植树者从事碳信贷，但是情况也许很快

就会改变。那么就会开辟另一条收入渠道。他还说，现在开始投资木

材的人越多越好，因为人口在不断增加，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我们现

在的木材生长量不足以维持我们的需要。在树木种植后的 10 年或 20

年内，人们就会从中得到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回报。   （周吉仲） 



孟加拉的毁林状况和应对措施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网站（cifor.org）2012 年 6 月 4 日报道：科学

家警告说，孟加拉国的森林资源已经损失了 90%，如果不马上加强环

境政策的落实，该国的森林很快将不复存在。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的专家拉赫曼（Syed Ajijur Rahman）

指出：“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孟加拉国就将不再有森林。现在想

逆转这种情况已经太迟和太困难了。近年来，毁林已经达到惊人的速

度。现在孟加拉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未得到贯彻落实。

孟加拉需要更好地强化政策的实施。” 

孟加拉国的森林覆盖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根据 2009 年粮农组织的

一份报告，孟加拉的森林覆盖率为 6.7%。但是软弱的环境法规以及人

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导致每年损失 2 000 hm2森林。据估计，孟加拉国受

影响最小的森林是内陆地区的以娑罗双树为主要树种的落叶林，但是

也有 50%以上已经枯竭。 

孟加拉国孙德尔本斯（Sundarbans）的红树林是世界上最大的一

片红树林。这片森林也在以不断加快的速度遭到破坏，使其生态服务

功能受到影响。孙德尔本斯同时也是包括孟加拉虎在内的很多本地动

植物种的栖息地。 

孟加拉国地处恒河三角洲附近，因而是世界上最容易发生洪灾的

国家。有 80%的国土是洪泛平原，有 70%的国土低于海平面 10m 以下。

1998 年的洪水被认为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水，有 2/3 的土

地被淹。毁林和森林退化使孟加拉国下游地区频繁地发生严重的洪灾，

并影响到了农作物的生长。 

孟加拉政府应当通过跨部门合作的方式落实林业政策，并且建立

一个由农业、林业和信息部门组成的跨部门机构来推动这项工作。这

项工作应当把农用林业政策作为重点。减少毁林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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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农用林业。它可以在环境和发展这 2 个目标上实现双赢。 

拉赫曼说，研究表明诸如农用林业这样的系统比仅仅每年生产粮

食或牧草的系统更有成效，因为农用林业系统可以从树木销售和碳贸

易中获得收益。他还指出，为了在孟加拉国开展农用林业，首先应当

在银行法规和所有权制度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另外，农民能力建设

工作也要开展起来。拉赫曼建议林业部为家庭农用林业等不同的农用

林业类型制定各种各样的培训计划。家庭农用林业就是一种很好的方

式，人们可以在住宅周围种植各种植物，如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等。

另一种类型是农田农用林业，也就是在因为农业开发而破坏了树木的

土地重新种植树木。 

信息部门的任务是提供较新和更准确数据。目前官方的统计数据

严重失实，掩盖了孟加拉国毁林的严重性，妨碍了对现实情况做出适

当的反应和采取补救措施。另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是非常重

要的。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在提高人们的认识和推进农用林业或其他

替代性农作方式方面是很有成效的。                     （周吉仲） 

 

不要低估欧盟木材法案的效力 

 

木材贸易在线（www.ttjonline.com）2012 年 6 月 25 日消息，在

欧洲木材贸易联盟（TTF）的年会上，该联盟告诫其成员不要轻视欧盟

木材法案的威力和效力，应当密切关注该法案的实施动态，严格遵守

相关要求，否则将会危害本行业的声誉。                 （胡延杰）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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