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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报告：亚洲成为欧美林产品主要市场 
 

据联合国总部 2012 年 9 月 19 日报道，联合国与当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亚洲现已成为欧美和独联体国家林产品的一个主要市场，

其中中国的进口量居亚洲之首。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粮农组织今天发布的《2011-2012 年林

产品市场回顾》报告称，受经济危机影响，2011 年欧洲和北美国家对

林产品的消费量继续低迷，比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低 10%。 
报告编写组负责人丰塞卡（Matt Fonseca）说：“欧洲经济委员

会所辖的地区经济复苏仍非常缓慢，约半数经济体的国民收入尚未恢

复到 2008 年的水平，甚至在 2013 年取得微弱增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美国的住房市场仍非常疲弱，开工和销售的新房数量处于自 1963 年

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欧洲的住房建设市场也十分不景气，近期没

有复苏的迹象，而建筑业是使用林产品的‘大户’。”在此背景下，欧

美和独联体国家的林产品生产商大力拓展海外市场，目前亚洲、特别

是中国已成为其主要出口目的地之一。 
数据显示，对亚洲的出口在欧美和独联体国家林产品出口总量中

所占的比例已经由 2007 年的 25%上升到 2011 年的 35%，其中有半

数出口到中国。2010-2011 年间，欧美和独联体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原

木数量增加了 28%，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是主要出口国。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和俄罗斯生产的软木锯材分别有 25%和 39%销往中

国。 
报告指出，中国对进口林产品的需求增加，一方面是受到内需的

拉动，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加工后再出口的需要。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包括欧洲、北美和独联体的 56 个

国家，其拥有的森林面积占全球 42%，林产品产量占全球 59%，出口

量占 75%。                                         （李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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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绿色就业事业 

李  星 

 

根据维基百科（Wikipedia）的解释，绿色就业意为向环境和能源等

领域投资而创造的就业。日本的所谓绿色就业是指国家培养未来林业接

班人的一项事业，即帮助想从事林业领域的工作但没有经验的人学习林

业必要的技术，支持被森林组合等事业体录用的人通过所在事业体参加学

习和职业培训的一项制度。绿色就业事业由林野厅主管，制定有系统化的

研修计划，按照就业时间长短增加研修内容，培养未来的林业接班人，让

他们掌握各种必要的技能。 
绿色就业是日本国内支援新加入林业劳动者制度的总称，最初是

由和歌山县知事木村良树于 2001 年 9 月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

补林业劳动力的不足和老龄化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接收希望从城市

移居山村的人和退休后没有找到新工作的人从事间伐、造林和道路维

修等工作。期望对就业对策、人口过疏对策和环境保护起到一石三鸟

的作用。和歌山县利用国家紧急创造地区就业专项资金，开始了期限

为 6 个月至 1 年的绿色就业实践。但是，最长 1 年就业期满后工作没

有保障，为此林野厅将建立就业延长到 2 年的制度纳入到 2003 年度

预算。特别是 2003 年因推行确保和培养新就业者的绿色就业事业，

就业人数大大增加。此后，该种形式的就业推广到全国。随着林业及

林业就业者的形势变化，2010 年 3 月修改了“促进确保林业劳动力

基本方针”，增加了“支持林业劳动力职业发展”等新措施。 
近年来日本就业形势严峻，作为综合就业措施的一部分，政府正

在致力于通过森林治理创造紧急和临时就业机会。厚生劳动省在

2001-2004 年度实施了“创造区域紧急就业特别拨款事业”。根据该

事业，各都道府县将失业人员作为新的劳动力用在森林经营上。林野

厅通过对在紧急就业对策中参加林业工作的人员进行高性能林业机械

作业、专业林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等，促进林业就业和在当地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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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巩固“培养绿色就业接班人对策事业”。2003 年度约 2 400 名“绿

色研修生”在 490 个林业事业体接受了培训。通过这个项目，可以确

保和培养优秀的林业就业者，稳步实施森林管理，以防止全球气候变

暖，并期待着大量来自城市的人口可以促进山村地区的活性化。 
绿色就业在全国推广后，各地均成立了确保林业劳动力支援中心，

并有系统地开展培训工作。林野厅为了支持阶段性和系统性地培养现

场技术人员的林业事业体，对试用就业和包括 3 年实地研修、作业班

长等学习必备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提高素质的研修给予定额经费补助。

2012年度林野厅绿色就业现场技术人员培养对策事业预算约为55.30
亿日元。政策目标是到 2013 年培养林道建设人员 1 500 名，到 2015
年培养现场管理人员 1 800 名。 

对间伐、林道建设现场技术人员的培养如下： 
1．确保就业新人的培养。①林业作业工人的培养（1~3 年）：通

过就业体验、情况介绍和试用就业等确保新就业者；通过 3 年的基本

研修可以进行安全、有效的作业；提高事业体研修指导员能力的研修。 
2．现场管理人员的培养。②现场管理负责人的培养（5 年以上）：

为有效管理现场，进行知识和技术培训，以提高他们对作业班成员的

指导能力和相关作业的工程管理。③综合现场管理负责人的培养（10
年以上）：为能够综合管理多个现场，进行必要的年度计划管理等知

识培训。 
3．林道建设专家的培养。④林道作业人员的培养：为培养能建

设耐用、简易林道的作业人员和培养讲师，进行相应的培训。 
从申请研修到支付补助金流程如下： 
通过失业办公室等机构录用研修生（仅限试用就业和林业作业工

人培训第 1 年）→向地方综合机构申请研修实施计划（林业劳动力确

保支援中心等，部分县为森林组合联合会等）→事业实施主体同意研

修计划→参加提高指导员能力研修→派遣研修生集中研修→进行实践

研修→汇报研修成绩及申请补助金→支付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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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体系如下： 
研修种类 集中研修 实践研修 
试用就业 

（正式录用前） 
没有 

 
最长 3 个月

（最少 60 天）

林业作业工人 
 

 

第 1 年 30 天（仅限公有林等非营利事业地） 
培训内容：应急治疗和急救处理、割灌机操

作、链锯伐木等作业、车辆等建设机械驾驶技

术及起重机挂钩。 
第 2 年 25 天 
培训内容：小型移动式起重机的操作、不平

整地运输车辆驾驶、林内作业车及归楞作业。 
第 3 年 20 天    
培训内容：机械集材驾驶（根据不同地区学

习铲式装料机和叉式装载机等驾驶术）。 

最长 8 个月 
（最少 130 天）
 
 
最长 6 个月 
（最少 90 天）
 
最长 3 个月 
（最少 60 天）

现场管理负责人 第 5 年以上 15 天 
培训内容：提高造林作业指挥者、归楞作业

主任、山地掘挖和防止土崩设施支架作业主任

的判断力和领导力，使其具有担当现场管理和

责任的能力。 

 
 

没有 

综合现场管理负责人 第 10 年以上 10 天 
培训内容：林业的社会使命、企划、营销等，

使其具有担当综合现场管理和责任的能力。 

 
没有 

 

研修补助内容如下： 
研修种类 技术掌握

促进费 
劳动灾害保

险费补助 
指导费 材料费 研修业务管理费

试用就业 

 
9 万日元/
月/研修生 

 
技术促进费

的 6% 

5 000 日元

/日/事业体 上限 4 万

日元/研修

生（仅限 1
次） 

   
— 

林业作业工人

培训第 1 年

（理论学习） 
1.2万日元/
日/指导员 

2 万日元/月/事
业体 （实践学习） 

5 000 日元

/日/事业体
培训第 2 年    

 
— 

培训第 3 年 
现场管理 
负责人 

 
9 万日元/
年/研修生 

 
— 

 
   — 

 
   — 

综合现场管

理负责人 
  

近年来，林业新就业者不断增加，未来的作业内容将更加高技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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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作业以团队为主。但是，由于不稳定的就业形式，大部分新就业

者对未来有所担心。为此，根据促进确保林业劳动力基本方针，国家

创立了能够客观评价研修结业者能力的相应职业注册制度，目的就是

提高注册者的地位。研修者在完成全国统一研修课程（就业前、初等、

中等和高等培训）后，成为林业作业工人、现场管理负责人和综合现

场管理负责人的 3 类人员可以向农林水产省申请注册，并得到其颁发

的证书。注册者每 5 年报告一次就业情况。 
自日本推行绿色就业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就职于林业的年轻人

明显增加，林业新就业者的平均年龄从 2003 年的 43.4 岁降到 2008
年的 35.2 岁，有效缓解了劳动力老化的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①林业劳动受天气和季节的限制，以及因规模小等不能连续工作，所

以没有规定明确的劳动条件，仅凭简单的口头约定就参加工作的事例

很多。②造林、抚育和间伐等林业作业受季节和天气影响和很多人利

用农闲从事林业劳动，所以森林组合雇佣的劳动力约 60%每年的劳动

天数不足 210 天。③因为林业劳动者的就业是临时性和间断性的，所

以很少参加社会保险。④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不确定，工资支付形式

虽然月薪制有所增加，但日薪制依然占多数。⑤由于高性能林业机械的引

进和路网的不断建设，劳动人员的劳动强度虽然比以前减轻了不少，

但因作业环境差和在陡峭地作业较多，劳动灾害的发生率依然很高。 
日本政府已经认识到绿色就业事业存在的一些不足，正采取措施

予以改善。 
 

日本北海道绿色就业范例 

  

日本的绿色就业事业在全国蓬勃开展，除国家相关政策外，各地

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推动绿色就业。北海道森林经营接班人支援

中心开展了各种林业就业培训活动，以希望就业于林业领域的人为对象进

行 20 天的讲座和实习培训，并提供林业就业信息和工作生活咨询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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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为免费，学习期间的住宿每人每晚最多补助 4 200 日元，餐费和交通费

自理。此外，参加学习并不保证结业后一定就业。 

学习内容为：林业就业基本知识等、林业劳动安全卫生、链锯等操作

和维修、小型机械驾驶、林内作业、参观林业和木材产业设施、林业作业

实地学习等。 

北海道建有促进林业就业准备金和免除贷款偿还制度，贷款对象

为新就业者本人和制定雇佣新就业者的就业管理改善计划的事业主。

借款者需要担保。贷款种类和额度如下表： 
种类 额度 偿还期 宽限期 

新就业者 
从道外迁来者 
从道内其他市町村迁来者 
其他 

 
150 万日元 
100 万日元 
 30 万日元 

 
10 年以内 
 8 年以内 
 6 年以内 

4 年以内 

事业主 120 万日元 10 年以内 
注：偿还期包含宽限期  

就业后从事林业工作（全年劳动 120 天以上）连续 4 年以上者，

从第 5 年及第 6 年起免除全部或部分个人偿还金。从道外迁来者免除

上限为 30 万日元，从道内其他市町村迁来者免除 20 万日元，其他为

全免。借款者为事业主则没有免除待遇。  
除北海道森林经营接班人支援中心对林业事业体和劳动者的支援

外，还有国家和道的各种支援，如林业接班人研修事业的基础研修和

专业研修、现场管理研修和安全研修等。北海道的森林作业员就业条

件整备事业主要内容为：森林作业员、事业主、市町村及道预先各缴

纳一定的资金，用于奖励作业员。事业主加入条件为：直接雇佣作业

员；参加中小企业退休金互助制度或林业退休金互助制度者；原则上

参加劳动灾害保险等的事业主；雇佣合同、就业规则、工资总账和出

勤表齐全。接受奖励的作业员条件为：在一个年度内从事林业劳动 140

天以上者；参加中小企业退休金互助制度或林业退休金互助制度者；

不满 70 岁者；参加森林作业员就业条件整备事业的雇主。奖励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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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缴纳情况如下表： 

劳动天数 
 （日） 

平均每天 
奖励金额 
（日元） 

平均每天负担的预付金 
作业员      事业主       市町村         道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140~169 
170~189 
190~209 
210~229 
230~250 

320 
350 
380 
410 
44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95 

110 
125 
140 

80 
95 

110 
125 
140 

                                               （李  星） 

 
澳大利亚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走廊计划 

 

据澳大利亚 environment.gov.au 网站 2012 年 3 月 8 日报道，于

今天发布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走廊计划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吉拉德政

府承诺将建立一个国家野生动物走廊网络。 
起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走廊计划的是一个独立咨询小组，目的在

于恢复并管理澳洲本土的景观生态链。环境部长托尼·布克（Tony 
Burke）说，咨询小组的计划草案旨在恢复本土的野生动物和重建景

观的生态功能，包括碳的长期储存。布克说：“有的时候，一些地区被

划为保护区，但这些保护区被‘保护’得从自然景观中隔离了出来，

从而缺少了从大自然景观中获得生态快速恢复的能力。”“当你看一幅

生态保护区地图时，有时会觉得好像有人用牙刷浸蘸颜料，并泼溅在

地图上，大大小小的土地空白点散落整个大陆。”“走廊旨在连接这些

点，来提高生态自我恢复能力并确保我们保护自然的方法可以延续下

去，留给后代一片蓝天。”  
   国家野生动物走廊为一个新的、协作性的全景观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它也旨在帮助加强原生景观的生态自我恢复能力

从而应对气候变化。布克说，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走廊计划将在自愿合

作的基础上与社区、土地所有者、政府及企业界共同努力来实现。任

何走廊的连接将只能通过现有的方法把土地纳入保护，如土地保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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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的工作或者农场主们决定加入环境管理计划。布克说，土地所有

者对野生动物走廊的认识非常重要，除非得到他们的同意，否则他们

的土地永远不会受到走廊建设的影响。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不会因为国家野生动物走廊计划而改变。 
咨询小组提议为新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走廊立法。政府将在建立

机制之前，审核所有的提议。政府和咨询小组将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有

针对性的磋商。此外，也欢迎有兴趣者向环境部提交意见。（李  星） 
 

西非森林生物量在干旱环境下保持增长 
 

英国 BBC 网站 2012 年 8 月 26 日报道，一项研究显示，尽管西

非遭受了 40 年的干旱，但是该地区森林的碳储存能力仍然增加了。

而以往的研究表明，干旱环境下会导致森林碳储存能力下降。 
英国和加纳的研究人员发现，西非森林的树木组成青睐于能适应

干旱环境的树种，其结果已在生态学期刊《Ecology Letters》上发表。 
来自英国利兹大学的合著者佛塞特（Fauset）博士说，尽管西非

长期干旱，但是森林生物量并没有损失，实际上在此期间生物量反而

增加了。生物量是全球碳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植物生长时，

它们在光合作用过程中吸收二氧化碳和水分。虽然氧气在光合作用中

作为产物被释放到大气中，但是植物所吸收的碳仍然主要固定在植物

体中直到其死亡。 
为什么研究表明生物量会增加呢？佛塞特博士解释到，我们认为

这是森林群落物种组成改变的结果。因为对于森林物种群落组成来说，

在经历了长期的环境变化后，有可能进行小幅的重新洗牌，即种群结

构的轻度调整。因此，这些森林物种在环境变化后仍然能很好地生存。

这意味着森林正在越来越少地受到干旱的负面影响。 
英国和加纳研究团队在 1990-2010 年期间，对 1 万多棵树木进行

了跟踪监测。西非地区从 1970 年就开始遭遇干旱天气，与之前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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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比，该地区的降雨量已经下降了 23%。 
佛塞特博士说，该研究打破了目前关于干旱环境对动植物群落影

响的固有思维。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发生干旱则意味着生物

量将会减少。当然，我们的研究是从短期来看，如果是十分严重的干

旱，那么肯定会导致生物量减少的。研究结果中的生物量增加，也可

能是其它原因所致，但我们认为森林结构的维持是物种组成变化的结

果，即使是受干旱环境影响也不例外。这基本上意味着你不能用这些

短期干旱环境的研究来推断长期干旱环境下的结论。 
在今年早些时候，一个国际森林会议上展示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

相对于亚马孙和其它森林地区来说，非洲热带雨林可能会更适应未来

的气候变化。研究显示，西非地区存活的树种在过去 4 000 年已经经

历了一些气候灾难，因此它们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气候变化。非洲大

陆的热带森林形成了世界上第二大且连续的森林地貌。佛塞特博士指

出，这些森林的维持对于全球碳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文君） 
 

威尔士古林地被重新发现 
 

英国林业委员会网站 2012 年 7 月 13 日报道，一个全国性的关于

威尔士古林地调查已经确认了数千公顷的“活古迹”。这些古林地以前

就存在，但是从未被发现。 
威尔士环境部长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s）7 月 12 日发布

了修订后的古林地森林资源清单，最新数据显示威尔士现有古林地面积

9.5 万 hm2，比 8 年前的数据增长了 50%多。以前估计古林地面积为 
6.2 万 hm2，此次实际清查结果与之相比有很大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使用

了更为准确的数字地图和更精确的方法，使得部分古林地面积得到确认。 
古林地是指森林形成时间至少在 400 年以上的地区，可追溯到威

尔士原始“天然林”地区。古林地面积的增加，意味着古林地面积超

过威尔士森林面积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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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菲斯表示，古林地是威尔士最宝贵的财产之一，为人类提供

广泛益处。古老森林经过小心谨慎、可持续的经营管理，可以生产木

材、创造就业机会，这将有助于威尔士的经济发展，改善生物多样性，

吸收二氧化碳，并提供多样的栖息地，使威尔士的风景更加迷人。 
格里菲斯说：“当然，这些增加的古树林不是刚刚产生的，它们只

是由于使用了新的测量方法而被重新确认了价值。新的技术在这次森

林资源清查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格里菲斯说：“古林地也是联接我们与过去的纽带。它们是天然古

迹，不仅仅由树木组成，也包括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关的植物和

动物。”“我们可以想象，几个世纪以后，这些森林将会如何对我们几

代人的生活起到作用。”新的古林地森林资源清查将有助于引导威尔士

政府的规划政策远离古树林，使当地政府认识到这些不可替代的栖息

地的重要性。                                       （马文君） 
 

日本木质板行业近况 
 
据日本《木材建材周刊》2012 年 8 月 27 日和 9 月 3 日报道，因

日本 2011 年的大地震，打破了中密度纤维板类板材的供需平衡，刨

花板类板材需求期临近，但货源已经不足。 
2007 年，国产和进口中密度纤维板超过 100 万 m3，陷入了供大

于求的局面，之后是库存过剩需求低迷。2008 年 9 月又发生了经济

危机，因苦于资金周转的公寓开发商和承包商停止新建项目和暂停在

建项目，导致装修需求锐减，中密度纤维板不景气更是雪上加霜。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当地中密度纤维板厂受灾严重，现在也很难再恢复，

其他厂商则改为增产体制提高供应量。国产中密度纤维板的库存量

2011 年 2 月还较为充足，但以后出现下降，再加上 10 月马来西亚沙

捞越因发生生产设备损坏事故而一度生产停止，致使 11 月的库存量

减少。往年，纤维板的需求期从初秋开始，但国内厂家也很难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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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在感到市场供应不足的同时，也有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委。大地

震使中密度纤维板、硬质纤维板和软质纤维板等木质板行业的供需发

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除刨花板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外，也担忧能否确

保中长期的原料供应。国产刨花板的库存量从今年 6 月开始出现减少，

需求期的供应将趋紧。对于制造商来说，他们不会增加不盈利的刨花

板产品的供应量，特别是搁板将出现全国性的供应趋紧。需求高峰期

的 11-12 月，对产品供应不足的担心更加强烈。国内板材相关行业也

对原料供求感到担忧。今年 7 月日本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收

购制度，对于需要廉价原料的刨花板制造商来说，建材废弃物 13 日

元/ kwh 的采购价格是一大威胁。工厂也是影响确保生物质燃料热源

的一个因素，但制度的初始阶段不会使原料木片的供应马上发生变化，

而是处于一个随时注意木片价格和采购数量增减的阶段。 
大地震后定向刨花板进口量迅猛增加，2011 年进口量约为 30 万 

m3，比上年同期增长 47.5%，从加拿大、德国和波兰进口的定向刨花

板最多，均增加了 1.5 倍。市场需求期和进口时机不匹配导致不良库

存增加，以致年度末出现抛售大战，但现在已恢复平静。今年上半年

依然大量进口德国定向刨花板，而从加拿大进口的则比上年减少 35%
左右，厂家比前年不同水平地稍有增加。现在，定向刨花板因汇率利

好而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在日本的人造板产品中价格最低廉。进

口板与国产针叶树胶合板相比约低 15%是一大利好，不过，与其他产

品一样，不能停留在现有需求上，而是如何捕捉新的需求将成为未来

关键所在。                                           （李  星） 

【本期责任编辑  李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