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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展望报告：世界仍在朝着不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根据欧洲林业研究所欧洲森林门户网站（www.efi.int）2012 年 6

月 7 日的报道，尽管有超过 500 个得到国际认可的全球目标来支持环

境的可持续经营和人类福利的改善，但是联合国环境开发署最近的评

估结果显示：世界仍继续朝着不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全球环境展望第 5 版（GEO-5）在里约+20 峰会之前正式推出，

该报告评估了 90 个最重要的环境目标，发现仅如下 4 个目标取得了显

著进展：减少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的生产和使用；去除燃料中的铅；改

善饮用水供应；增加关于减少采矿环境污染方面的研究。针对森林问

题，该报告称毁林现象有所改善，但毁林率仍然较高。毁林主要集中

在热带地区，而温带地区森林面积呈现增长的趋势。     （胡延杰） 

 

里约+20 峰会成果承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价值 

  
2012 年 7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里约+20

峰会成果承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价值，这对全球、区域及国家

政策具有重要含义。 
里约+20 峰会聚集了 190 多个国家的代表，他们认为，当前的全

球危机表明过去的发展理念正在误导我们，并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我

们是如何考虑发展、福利以及财富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过去 40 年来，

世界已经意识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压力。这些

忧虑已经在峰会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中得到体现。该文件指

出:“我们认识到，地球及其生态系统是我们的家园，地球母亲是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表述，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背

景下承认自然的权利。我们深信，为了在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需求之间实现公正平衡，有必要促进与自然的和谐。”“ 我们

要求以通盘整合的方式对待可持续发展，引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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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这些陈述表明，世界的领导

人深信在平衡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过程中必须维持自然的权利。 
许多非政府组织对成果文件的表述缺乏具体承诺、时间表和进程

等而大失所望。然而，世界各国政府公开明确承认自然资本是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的核心要素，健康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福利的基础，这的确

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了心态和理念上的根本变革，因为环境问题最终

从一个边际性问题转变为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成分。这也为将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综合到政策与管理决策之中并最终向可持

续发展路径转轨开启了机会之窗，并将促进创建一个综合考虑自然资

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金融和制造资本等各种形式资本的基于

包容性财富的绿色经济。 
尽管对“绿色经济”的概念以及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如

何利用这一概念充满了争议，但是成果文件承认自然的权利，并相信

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工具之一，可提供各种决策选择但不应该成为一套僵化的规则，并

强调这种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应该有助于消除贫穷和持续的经济增长、

增进社会包容、改善人类福祉、为所有人创造就业和体面工作的机会，

同时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 
里约+20 成果对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政

策有着重要含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要求在供给和

需求之间做好平衡。人口的增长、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预期，加上生

态系统退化，都将加剧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如果“需求”被“基于自

然资源公平利用的要求”所代替，如果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生产力、

更新能力和基于安全供给极限的恢复能力等都蕴含着“供给”的概念，

如果保护并合理地管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如果驱动需求的

社会预期和行为发生根本性变革，那么实现供需平衡的可能性将大为

提高。同时，穷人的愿望应得到尊重和支持，特别是穷人为基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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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用稀缺资源使得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情况下尤其如

此。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通过投资和保护而拥有相对健康的生态系统

的国家对资源的过度需求导致了其他国家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的进一

步退化。像气候变化、作物生产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森林转化为棕

榈油以及牲畜放牧等的影响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意味着，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保护必须在多空间和多经济尺度上平衡博弈，通过支持性

政策措施纠正当前博弈中的不平衡从而实现行为的改变。 
里约+20 峰会承认自然资本的价值将有助于引导投资和政策发展

来实现上述的可能性。具体措施包括：①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加强生

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治理与制度建设，包括加强公共部门、私人部门、

公民社会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协作；②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所提供

的短期收益之外的长期服务赋予价值；③将环境价值整合到经济模型

中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 GDP 经济指标给予新的思考；④加强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设计和实施基于高质量信息的变

革。                                               （吴水荣） 

 

中国台湾小规模民营林经营现状、问题与对策 

 
据中国台湾《林业研究专讯》2011 年第 2 期报道：台湾民营林的

种类按森林所有权划分为私有林、公有林、原住民保留地森林、台湾

政府林出租地造林、台湾政府林解除地及荒野地租地造林，以及不断

增加的农地造林，合计约为 56 万 hm2（占台湾森林面积 27%)，由 25
万个林主经营。 

一、民营林业的现状与问题 
1．经营面积较小 
台湾民营林面积一般较小，林地面积小的不利因素包括成本增加、

收益减少、风险增加。因此，在理论上有所谓“私有林存活规模”(viable 
scale of private forest) 之说，即认为民营林面积至少要超过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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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足够的收益去维持营林。但是，此想法目前在台湾难以实现，

因为对林主来说，扩大林地规模是不划算的，台湾地狭人稠，多数地

区林地价格相当高，通过购买土地扩大规模从事林业生产，并非有利

之举；还因为台湾大部分林地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在目前不再放租放

领政策下，很难扩大林地规模。虽然通过购买其他私有林地或合并可

以扩大规模，但是私有林面积原本就小，分布零散，想扩大经营规模

是不容易的。 
2．多采用短伐期集约经营 
民营林的经营主体通常是自然人，寿命有限，要营林永续确实不

易。不过，私人经营事业具有效率和机动性一般比国营好、交通基础

设施较好、可及性高及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较快等优点，而且民营林大

部分经营规模小，所以在有利的经济社会背景下通常以集约方式来经

营，竹林经营是民营林常见的典型短伐期栽植树种。相反，在不利条

件下，民营林容易荒废甚至被放弃经营。因此，通常情况下，劳力充

足的林户会过度利用林地以种植果树或作物，而在劳力不足或林主年

龄大的林户一般会保留林木或放任不去经营。 
3．农林业互补关系密切 
民营林大多为林地附近的农民所拥有，经营面积很小，伐期短，

通常只是农民的副业，但具有家庭储蓄与财产的功能。因此，农林业

的关系是密切的，可以在劳力调配、原料供给及收入稳定上形成互补。

但近年来，由于不依靠农林业维持生计的第二代继承森林，加上交通

便利，休闲度假的需求增加，出现了民营林逐渐被不居住在当地的城

区居民所拥有的趋势。 
4．缺乏技术与市场信息 
台湾小林主无论在营林知识与技术、造林树种选择、劳动力运用、

木材价格信息以及产品销售渠道上均依赖当地林产品市场和传统习

惯。目前台湾民营林生产的林产品数量不多，很少外销。在林产品运

销中特别需要中间商（原木商或承包商）来进行伐木与集运作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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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民营林的产销市场狭窄，信息不足造成交易成本高，经营僵化而不

易创新。 
5．林主经营动机或目标不同导致林地利用多元化 
台湾民营林主约 25 万人。由于受到市场、林主的社会背景和经济

水平、林地特性（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及林地所有权）以及政策的影

响，林主的营林动机和目的有所不同，林地利用出现多元化，造成了

多种树种的复合经营。从木材生产角度看，这并不符合大量原料供应

的要求。 
6．林地转为其它用途情形严重 
营林的长期性与风险，再加上其报酬随着社会投资机会增加而相

对变少，营林所能产生的相对经济效益愈来愈小，经营林业只能使用

成本低的生产因素（如高龄剩余劳力、低利率贷款、受法令限制不能

做其他用途的宜林地、被污染或无竞争力的农地）。由于林地具有多种

潜在利用机会，在政策补贴力度不足的情况下，民营林地很容易转为

其它用途。据估计，在 56 万 hm2的民营林中，仅 29 万 hm2是有林地。 
二、民营林经营的三大困境 
鉴于上述民营林在经营上有许多不利因素，1990 年行政院拟定的

台湾森林经营管理方案第 3 条明确规定：公私有林的经营应积极开展

作有计划的造林和经营辅导，对私人造林给予补助，以激发民间造林

的兴趣。虽然有许多造林补贴计划陆续的推行，但仍然常有林主问：“政

府鼓励民间造林，但成材后市场在哪里？” 
1. 便宜的进口材 
当前，台湾市场上很多林产品并非台湾所生产，而是由境外进口

的。根据林业统计资料，1999-2008 年，台湾地区木材进口量每年约

600 万 m3，2008 年为 674.9 万 m3；出口量每年为 81.2 万 m3。过去

民营林造林能够获利的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生产成本中的劳动成本很

低。然而，随着 30 年来总体经济条件（汇率、国民收入、工资及投资

机会等）的改变，民营林生产的木材与进口材相比渐渐失去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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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林经营意愿显著下降。从台湾的木材利用情况来看，虽然人工林

的允许采伐量为每年 20 万 m3，但实际采伐量仅为 5 万 m3左右，不及

台湾木材消费量的 1%，而 99%以上的木材依赖进口，其中许多是来自

热带发展中国家。 
2. 环境与森林资源保护 
台湾环境与森林资源保护观念自 1980 年兴起，1990 年开始全面

禁伐天然林。在森林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导向下，增加木材

生产并不容易，皆伐面积超过 2 hm2 的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使稍

具规模的民营林也失去了生产优势。 
3. 森林社区冲突 
随着资源保育观念的深化与更加民主化的赋权参与，以社区为基

础的森林经营模式逐渐成为森林经营尝试发展的方向，但自然资源的

赋权管理也会使未来民营林经营的冲突与协商需要增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民营林面对经济、环境、社会方面的三大困境，是否成为“夕

阳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社区森林大部分集中在生存与生计方面相

比，台湾民众对社区林的依赖程度其实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生活环

境与观光游憩的效益方面。台湾木材消费过度依赖进口，已经切断台

湾民众与森林的生存与生计关系，出现有森林却不经营的现象。但可

预见的是，国际对森林碳汇效益的重视将导致更严格的境外森林采伐

限制以及木材生产策略的改变，对依赖进口材的台湾也将造成很大冲

击。台湾当局应努力提高木材自给率，鼓励当地木材的加工利用。 
2. 前面所描述的小规模民营林的 6 个特点不利于森林永续经营，

只有通过合作或委托经营的方式，才能解决单位成本高、劳力技术与

投资不足、市场信息缺乏等限制。建议政府提供民营林合作经营的奖

励与教育培训计划。 
3. 经济发展水平愈高的地区，森林使用的冲突可能会因为相关利

害方增加而增加。在使用上，公平要比发展更重要，因此未来的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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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经营需要有一个与社区主要的相关利害方协商的制度，建立起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平台。 
4. 鉴于民营林具有维护自然环境、观光游憩和提供环境教育等功

能，当民营林不适合木材生产时，政府应参考其他经济体（芬兰、美

国、日本等）拟定民营林补偿计划，让民营林提供更多更好的维护生

活环境的效益。 
5. 鉴于社会的潮流与需求，以及林主的经营意愿，民营林具有作

为混农林、休闲度假利用的潜力，台湾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应在政策和

法规上提前进行筹划与准备。                         （徐芝生） 
 

印度尼西亚探讨开展 REDD+的多种效益 
 
据联合国《REDD 项目通讯》2012 年第 31 期报道：联合国 REDD

印尼国家项目管理组于 7 月 25-26 日以“REDD+的多种效益”为题组

织了 1 次研讨会，其目的是提高对 REDD+重要性和所能产生的多种效

益的认识。来自印尼各省的 REDD+工作组、林业部门、各大学和非政

府组织的 5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展望了在缓解气候变化进程中

REDD+的除碳交易以外的效益。 
这次研讨会在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帕卢举行。该省也是 REDD 项目

的试点省。印尼林业部和该省林业委员会的领导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会 上 ， 来 自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世 界 保 护 和 监 测 中 心

（UNEP-WCMC）的 REDD 项目成员概述了 REDD+可以带来的多种

效益以及不同的 REDD+操作方式的社会和环境风险。UNEP-WCMC
介绍了 REDD+多种效益的经济价值以及如何在规划 REDD+时将这些

效益整合起来。UNEP-WCMC 提出了 REDD+操作方案的评估框架、

REDD+的成本、生物多样性效益的重要性以及中苏拉威西省罗瑞林都

国家公园取得的各种效益的例证。会议分两个小组讨论了中苏拉威西

省开展 REDD+所能取得的除碳交易以外的主要效益和怎样来计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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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效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为中苏拉威西省实施 REDD+创造了非

常有利的环境。                                     （周吉仲） 

 

日本东京都自来水公司扩大对民有林水源地的收购 

 
    日本《林政新闻》2012 年 4 月 4 日报道，为保护多摩川上有地区

的水源林，东京都自来水公司正在讨论将要收购的民有林面积再扩大  
6 000 hm2。以前的购买对象地包括东京都奥多摩町、山梨县甲州市、

小菅村、丹波山村周边的小河内蓄水池上游流域（约 1 万 hm2），如果

加上奥多摩町的多摩川和日原川汇合处上游的民有林约 6 000 hm2，合

计购买面积扩大到 1.6 万 hm2。该自来水公司在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采用邮政受理的方式，对收购对象地进行公开征集筛选。该公

司对民有林的收购从 2010 年开始至此已有几件应征案例，现在为买卖

合同的成立正在进行测量及地界的确定工作。           （白秀萍） 
 

FAO 宣布 10 个中非国家将建立森林监测系统 
  
刚果盆地林业伙伴组织网（www.cbfp.org）转载 FAO 媒体中心 7

月 26 日消息：FAO 于当日宣布将通过 1 项新的地区项目帮助中非的

10 个国家建立起先进的国家森林监测系统。这 10 国家是布隆迪、喀

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金）、刚果（布）、赤道几内亚、加

蓬、卢旺达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该项目由中非林业委员会（COMIFAC）和 FAO 在巴西国家空间

研究所的协助下共同管理。由挪威政府和英国政府通过非洲开发银行

建立的刚果盆地基金将向该项目提供 610 万欧元的资助。 
刚果盆地的森林面积约有 2 亿 hm2，是仅次于亚马孙的世界第 2

大原始雨林区。根据 COMIFAC 提供的数据，1990-2000 年，刚果盆

地年毁林率为 0.13%，但在 2000-2005 年，年毁林率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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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刚果盆地年毁林率是相对较低的，但是刚果盆地森林面临的

主要威胁是土地利用的改变以及非可持续性的采伐和开矿。这些直接

威胁的影响、森林覆盖率的改变以及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碳排放，

目前还没有充分地为人所知，其部分原因就是缺乏有关该地区森林现

状的最新的和准确的信息。 
FAO林业部门负责人罗哈斯-布里亚莱斯（Eduardo Rojas-Briales）

说：“根据巴西的经验，建立国家森林监测系统是为国际社会支持保护

森林和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铺平道路的重要举措。” 
COMIFAC 执行秘书姆比蒂孔（Raymond Mbitikon）说：“这个项

目将会提高地区的能力，加强 COMIFAC 成员国林业部门之间的合作，

特别是能够增强提供透明而可靠的森林信息的能力。所有的 COMIFAC
成员国目前都在贯彻保护森林的政策。通过这个项目建立起国家森林

监测系统可以使各国能够报告其监测结果。” 
FAO 将对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使他们能够使用遥感技术估测

该地区森林的碳储量、森林覆被情况及其变化。这个项目将帮助各国

为建立本国可靠且可持续的森林监测系统起草融资建议书，以此作为

REDD+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项目还将帮助这些国家加强地区性合

作和分享经验。                                     （周吉仲） 
 

喀麦隆利用卫星监测保护森林资源 
 
根据 ALERTNET 网 2012 年 7 月 30 日报道，喀麦隆已经加入了

一个刚果盆地项目，该项目利用卫星图像来监测森林覆被变化，以防

止毁林并帮助中非国家获得碳汇资助。 
在 2011 年南非联合国气候谈判之前，刚果（金）、刚果（布）、中

非共和国与法国政府和地理信息系统提供商（Astrium Services）签署

了项目合作协议。随后 2012 年 6 月，喀麦隆加入该项目，以便利用这

些卫星图像保护丰富的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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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环境部长海莱·皮埃尔（Pierre Hélé）表示，这表明了政

府承诺通过保护森林来抗击气候变化的坚定立场和决心。与其他国家

一起协同作战将有助于取得更有效的结果。根据协议，该喀麦隆项目

的成本为 2 330 万美元。 

刚果盆地的森林面积大约 3.3 亿 hm2，横跨喀麦隆、刚果（金）、

刚果（布）、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和加蓬等 6 个国家。其中，喀麦

隆森林面积位居非洲第二位，大约 2 300 万 hm2，林业在国家经济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 年世界森

林状况报告》，1990-2010 年，喀麦隆损失了 18%的森林，森林面积年

均减少 22 万 hm2。有关专家认为，喀麦隆需要强化森林经营，限制森

林利用，而刚果盆地卫星图像项目提供了一种实现该目标的方法。 

代表法国政府签署该协议的法国驻喀麦隆大使布吕诺·甘（Bruno 

Gain ）说：“该卫星系统有助于喀麦隆及其刚果盆地邻国抗击森林破

坏和气候变化”。法国开发署将资助中非国家获取 SPOT 卫星图像，以

支持这些国家参与联合国的 REDD 项目。               （胡延杰） 

 
东非森林面积减少 

 
路透社 2012 年 7 月 30 日报道，最近几年来，东非的森林尤其是

森林公园周边的森林面积锐减，对保护野生动物和抗击气候变化构成

了威胁。研究指出，2001-2009 年东非 12 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

9.3%，其中乌干达和卢旺达森林面积损失最快，只有南苏丹森林面积

略有上升。 

负责协调该项研究的约克大学的 Rob Marchant 先生说：“森林公

园和保护区周边地区的森林面积损失最为明显，因为几乎没有法律规

定禁止居民在森林公园或者保护区之外砍伐树木以获取木材或生产木

炭。而森林公园周边地区人口的日益增加给森林保护造成沉重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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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该研究显示：森林公园和保护区周边 10 km 范围的森林损失最为

严重，该区域内有许多人依赖森林或旅游谋生。因此，专家认为促使

当地社区积极参与森林保护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好方法。   （胡延杰） 

 
美国住宅市场复苏促进制材业发展 

 
根据木材贸易在线（www.ttjonline.com）2012 年 8 月 6 日消息：

北美最大的板材生产商 Norbord 公司 2012 年第 2 季度盈利同比增长 3
倍，这主要得益于美国住宅市场在长期低迷后的复苏和日渐繁荣。该

公司 2012 年第 2 季度税前销售收入为 3 100 万美元，而 2011 年第 1
季度仅为 1 000 万美元。 

目前，美国住宅市场的所有指标都显示出积极的发展态势，今年

美国新建住宅数量的最新预测值是 76 万套，虽然距离历史最高值 200
万套还有很大差距，但与最低点 50 万套相比，增速明显。并且所有的

迹象都表明住宅市场正在持续健康地发展。             （胡延杰） 
 

欧洲木材贸易联盟呼吁重视欧盟木材法案 
 
根据木材贸易在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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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