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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正遭遇一场真菌引发白腊树枯死的生态灾难 

 
最近，国内外多家媒体网站相继报道了英国正在遭遇的一场严重的

生态灾难——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真菌感染造成英国白蜡树大量死亡。这

种真菌名为白蜡鞘孢菌 Chalara fraxinea，是一种致命真菌。这种真菌

引起白蜡树枯稍病（ash dieback），主要症状为树皮溃疡、坏死，树

枝萎蔫，树冠枯死，最终导致树木枯萎死亡。各龄级树木的茎、枝、芽

均可受感染，幼苗受感染后最易死亡。 
2012 年 2 月，科学家在英国白金汉郡的一处苗圃从荷兰进口的交

付树中发现了这种会让白蜡树枯死的寄生虫，不过，当时林业部门并没

有太在意，后来有不少白蜡树枯死，才引起官员注意。3 月份证实白蜡

树感染了白蜡鞘孢菌，随后几个月疫情迅速蔓延，英国环境部已确认

41 处林地的白蜡树大面积染病。现在，英国 20 多个地方发现白蜡树被

感染，并扩大至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这种致命真菌已危及到英国 8 000
万棵白蜡树的安全。英国专家担心，这种病害可能导致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发生的荷兰榆树病重演，当时英国 2 500 万棵树被毁。 
为阻止白蜡鞘孢菌蔓延，英国已经焚毁了 10 余万棵被感染的树木。

而且，英国环境部长欧文·帕特森于 10 月 29 日宣布，不得进口白腊树

和种子，不得在国内运输白蜡树和种子，不得从已经确认的白蜡鞘孢菌

感染区运输原木和薪柴（但允许从欧盟国家进口未感染的原木、木片和

薪材，一旦发现进口材感染，就地焚毁。允许国内运输未受感染的白蜡

树锯材。）。11 月下旬是英国的植树季节，在此之前实施这项禁令，

能够防止真菌随苗木传播，控制白蜡树枯梢病疫情的蔓延。 
11 月 2 日，英国政府启动了“国家危机委员会”（COBRA）紧急

应对机制，环境部长欧文·帕特森当日主持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控制疫

情、保护森林。COBRA 会议是英国政府跨部门紧急应对机制的一部分，

只在遇到危机的重要时刻才召开，比如大规模洪灾、严重骚乱等。接下

来，由政府多个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奔赴英国各地的数千处林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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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白蜡树受感染的情况。从环境部得知，现在整个英国已有 25 万 km2

在监测中以确定该疾病所传播的范围。 
  白蜡树枯梢病最早于 1990 年在波兰发现，2000 年扩散至欧洲大陆

多数国家，2006 年由 T. Kowalski 鉴定为新种，2007 年欧洲与地中海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EPPO）将白蜡树枯梢病列入植物有害生物预警名

单，2012 年传入英国。 
此次，由于白蜡树枯梢病传入英国且疫情迅速扩大，英国政府遭到

了在野的反对党工党的指责：没有尽早禁止白蜡木进口，从而导致真菌

感染传入英国。                               （白秀萍  陈  洁） 

 

全球人工林的扩大与森林管理（一） 

 
日本《木材情报》2012 年 4 月发表了鸟取环境大学教授根本

昌彦的文章，全面介绍了世界人工林的发展现状与森林管理问题。

现翻译如下： 
一、关于人工林的争议 
全球人工林资源正在迅速扩大。作为木材供给来源，生产力高的人

工林在一些地区形成，由此减少了剩余天然林的压力，而且无论生产林

还是保护林，很多地区因人工林的存在提高了生态系统服务的质和量。 
但是，以环境 NGO 为主，对人工林的排斥越来越强烈。种植园的

扩大排斥原住民及当地社区、造成当地水资源枯竭、导致生物多样性恶

化的案例很多。由环境 NGO 及科学家组成的“世界雨林运动”环保组

织将 9 月 21 日定为反人工林日，他们认为不能将富于生物多样性的复

杂的天然林和被转换为单作的人工林视为同样的“森林”，出于这个立

场，对 FAO 施以压力，强烈要求修改森林定义。 
二、人工林定义 
根据 FAO2010 年森林资源评估（FRA）主报告，世界森林面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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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0 年的 41.7 亿 hm2减少到 2010 年的 40.3 亿 hm2，约减少 1.4
亿 hm2；而另一方面，人工林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但是关于人工林的增

加，要考虑到其统计方法在 21 世纪后发生了变化。 
1980 年以后，FAO 将森林分为人工林（plantation）和天然林

（natural forests）进行统计。所谓人工林是指“通过种植及播种形成

的森林，即新增造林/再造林过程中营造的森林，是在用外来树种或集

约管理的 1、2 个乡土树种组成的同龄林中进行定期间伐的森林”

（FRA2000）。 
根据 FRA2005，天然林被分为原始林（primary forests）、改良天

然林（modified natural forests）和半天然林（semi-natural forests）3
种类型，再加上人工林，森林被分为 4 种类型。所谓原始林原则上是没

有人为干预的森林。改良天然林是进行择伐的天然林及在农业废弃地上

天然更新的森林等。半天然林是对种植和播种的乡土树种或天然更新的

森林实施间伐等集约作业以实现向目标诱导的森林等。在 FRA2010 中，

首次将部分半天然林（主要是种植和播种的部分）纳入人工林，采用了

将部分半天然和人工林合并为种植林（planted forests）的分类新方法： 

1980 年 天然林 人工林 
2000 年 原始林 改良天然林 半天然林 人工林 

2005 年 原始林 其他天然林 种植林 

从这些森林定义的迅速改变可以窥见 FAO 的意图，即在人工林迅

速增加和对人工林的期待与批评也在扩大的过程中，给人工林以更广泛

的定义，引导全球关于人工林的讨论。 
三、种植林面积正在扩大 
根据 Carle 等以 FRA2005 数据为基础对人工林和种植林面积变化

的推算，被定义为人工林的森林已从1990年的1.04亿hm2增加到2005
年的 1.41 亿 hm2；种植林从 1990 年的 2.09 亿 hm2增加到 2010 年的

2.71 亿 hm2。在统计上，1990 年时的人工林为 1.04 亿 hm2，到 2010
年种植林达到 2.71 亿 hm2，20 年里增加了近 3 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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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世界森林面积 40.3 亿 hm2中，种植林达到 2.71 亿 hm2，约占

7%，而且面积还在继续扩大。统计表明，1990 年以后，种植林面积正

以每年 2%的速度不断扩大。 
在种植林面积居世界前 30 位的国家（表 1）和 1990 年以后的 20

年里种植林面积增长最快的 30 个国家（表 2）中，中国均位居其他国

家之首。关于种植林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是以保护国土为目的国家

实施了退耕还林政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是 90 年代以后开始的造林

投资高潮以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南半球纸浆工业投资推动了工业

造林的扩大，在欧洲等地区则是生物量造林的扩大等。 

表 1  1990-2010 年种植林面积居世界前 30 位的国家及其面积（万 hm2） 
序号 国家 面积 序号 国家 面积 序号 国家 面积 

1 中国 7 715.7 11 德国 528.3 21 智利 238.4 
2 美国 2 536.3 12 乌拉圭 484.6 22 英国 221.9 
3 俄罗斯 1 699.1 13 泰国 398.6 23 澳大利亚 190.3 
4 日本 1 032.6 14 瑞典 361.3 24 白俄罗斯 185.7 
5 印度 1 021.1 15 印尼 354.9 25 韩国 182.3 
6 加拿大 896.3 16 越南 351.2 26 新西兰 181.2 
7 波兰 888.9 17 土耳其 341.8 27 马来西亚 180.7 
8 巴西 741.8 18 墨西哥 320.3 28 南非 176.3 
9 苏丹 606.8 19 西班牙 268.0 29 法国 163.3 

10 芬兰 590.4 20 捷克 263.5 30 匈牙利 161.2 
来源：FRA2010 

表 2  种植林面积增长最快的国家及其增长的面积（万 hm2） 
序号 国家 面积 序号 国家 面积 序号 国家 面积 

1 中国 3 520.7 11 泰国 131.8 21 新西兰 55.1 
2 加拿大 760.6 12 瑞典 128.5 22 马里 52.5 
3 美国 742.5 13 澳大利亚 88.0 23 乌兹别克斯坦 43.2 
4 印度 449.5 14 乌拉圭 77.7 24 突尼斯 39.7 
5 俄罗斯 434.0 15 秘鲁 73.0 25 挪威 38.6 
6 墨西哥 320.3 16 智利 67.7 26 波兰 37.8 
7 越南 254.5 17 苏丹 64.4 27 白俄罗斯 33.9 
8 巴西 243.4 18 西班牙 64.2 28 爱尔兰 27.4 
9 土耳其 164.0 19 阿根廷 62.8 29 哥伦比亚 26.8 

10 芬兰 151.1 20 缅甸 59.4 30 塞内加尔 25.9 
来源：FR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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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来看，种植林面积居世界第 2 位的美国，以其南部地区造林

热为背景，种植林面积仍在继续扩大；居世界第 4 位的日本是人工林发

达国家，但近 20 年人工林没有增加，面积上与俄罗斯的差距正在加大，

并迟早会被印度及加拿大等国家超越。另外，种植林明显扩大的国家还

有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尼、缅甸及印度，南美的巴西、智利、秘鲁、

乌拉圭、哥伦比亚及墨西哥，非洲的苏丹、南非共和国、塞内加尔，以

及东欧的波兰、捷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欧洲的德国、西班牙、英

国及瑞典的种植林面积也明显增加。（未完待续）         （白秀萍） 

 

加拿大锯材对中国出口扩大至对日本出口的 2.7 倍 

 
日本《木材情报》2012 年 4 月报道，加拿大发表了 2011 年制材业

统计和锯材品出口统计的最新数据。2011 年加拿大锯材生产量为 5 360

万 m3，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约 60%（3300 万 m3）用于出口，出口

量比上年增加近 1 成。由于加拿大锯材出口的 90%依赖美国市场，因

此美国市场低迷导致出口规模减少一半，但近年中国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使加拿大的锯材出口量实现了增长。 

一、制材生产和出口的各地区占有率——西高东低 
加拿大锯材生产量在 2006 年为 8 087 万立 m3，但是到 2009 年减

至 4 525 万 m3（约减少 50%），这主要是因为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从 4 758

万 m3减少到 1 958 万 m3（约减少 60%）。在出口市场规模减少的一半

中，BC 省占 50%，魁北克占 20%强，艾伯塔占 10%，锯材生产区域

布局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但是，仅在 2010 年和 2011 年 2 年的时间里，加拿大生产区域布

局就发生很大变化。2011 年加拿大锯材产量为 5 361 万 m3，仅比上年

增加 0.6%，但从各地区的占有率看，BC 省为 54.4%；艾伯塔省占有

率增至 13.8%；而魁北克跌破 20%，为 19.5%；安大略省降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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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 5 年前占有率的一半。由此可见，加拿大锯材生产规模呈现出西

高东低的区域布局，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市场的急剧

扩大。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锯材，2006 年仅为 34 万 m3，不足对日出口

的 1/10；2007 年继续增长但也就停留在 65 万 m3；2008 年增至 117

万 m3，是日本的约 1/2；2009 年达到 254 万 m3，超过对日本出口量

217 万 m3；2010 年继续增至 451 万 m3，是对日出口的 1.7 倍；2011

年扩大至 734 万 m3，达到对日出口量为 273 万 m3的 2.7 倍。加拿大

锯材对中国的出口正在迅速扩大。 

加拿大锯材对中国出口的扩大，主要是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尤

其是位于西海岸的 BC 省和艾伯塔省，锯材生产和出口迅速扩大。2011

年 BC 省锯材产量为 2 914 万 m3，比上年增加 7.5%；艾伯塔省也达到

737 万 m3，虽然比上年减少 2.3%，但确保超过 2009 年 11%的水平。

魁北克省及安大略省的锯材出口量也分别比上年增加 11%和 57%，但

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比上年减少 2%，而对中国的出口主要因为增加了从

东部到西海岸的陆路运输成本而不像西部2个省那样增长明显。与2010

年相比，魁北克锯材产量减少 10%，安大略减少 12.3%。实际情况是

出口扩大并未带动生产的增加。 

二、加拿大锯材出口到各市场的树种结构 
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锯材中，SPF 占 90%；对日本出口中，SPF

占 70%弱，加拿大铁杉占 15%强，花旗松约占 10%。在新兴的中国市

场，2007 年进口量猛增之前，SPF 占有率为 55%，低于日本的占有率，

加拿大铁杉占 27%，接近日本进口锯材的树种结构，但 2009 年 SPF

的占有率提高至 78%，2011 年达到 86%，接近了美国的进口结构。 

关于出口的平均单价，对日本出口的 SPF 为 500 美元左右，对中

国出口略高于 300 美元，与对美国出口单价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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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锯材对中国出口猛增，到 2011 年已经扩大到对日本出口的

2.7 倍，在运输安排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但是在价格带上与日本

没有直接竞争，而美国市场的下跌，恰好为新兴市场创造了条件，现在

中国市场参与的优势已经显现。今后美国市场复苏后，与美国的竞争如

何反映在对日本出口的锯材市场上，也许中国参与的真正影响将在形成

这种局面后显现出来。                                （白秀萍） 

 

新加坡的森林保护与城市绿化 

 
新加坡共和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国土面积只

有 714.3 km2。由新加坡岛及附近 63 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

面积的 88.5%。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高温潮

湿多雨。 
一、森林资源 
新加坡的森林面积仅有 2 339 hm2，森林覆盖率仅为 3%。森林资

源中有旱地原始林 192 hm2、沼泽原始林 87 hm2、红树林 500 hm2、次

生林 1 560 hm2。森林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岛中部的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 
新加坡森林面积很少，仅有的森林全部被划为保护区，用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因此新加坡不生产工业原木。森林全部属于公有，由公共管

理部门负责管理。 
二、自然保护区 
新加坡建有 4 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为 3 144 hm2。其中，中央

集水区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占地 2 889 hm2。它位于新加坡岛的中心，

构成一个巨大的绿肺。但是，该保护区大部分原始森林已遭砍伐，现在

的林木多为人工补种。 
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占地 164 hm2，距离市中心约 12 km，是新加

坡最大的原始森林保护区之一，这里的树木品种之多甚至超过了整个北

美洲。保护区的中心是海拔 164.3 m 的武吉知马山，也是新加坡的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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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保护区内有各种珍奇鸟类、蝴蝶、猴子、松鼠、猫猴等动物以及食

虫植物。 
双溪部落自然保护区占地 87 hm2，位于新加坡西北部，临近柔佛海

峡。这是一处以湿地为主的自然地带，由于候鸟在此越冬的习性受到重

视，1989 年由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划为自然保留区，将原有的渔牧业者

迁出后建成了自然公园，1993 年 12 月 6 日公园正式开放。 
拉柏多自然保护区常被人们称之为“拉柏多公园”，坐落于新加坡

南部的沿海地区，成立于 2002 年，占地面积约 4 hm2（10 英亩），因海

岸悬崖和茂盛的次生森林而知名。 
三、相关管理机构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下设的国家公园局负责管理自然保护区、公园及

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为保证各项建设与景观建设协调，不管政府还是私

人工程都必须报经国家公园局批准，并按照批准的计划实施。伐木和景

观建设也必须经国家公园局批准。 
目前，国家公园局管理着 4 716 hm2的公园和绿地，包括 80.3 万株

乔木和 630 万株灌木。现在，新加坡每 1 000 人拥有绿地 0.6 hm2，今

后的建设目标是每 1 000 人拥有绿地 0.8 hm2。另外，为把主要的公园

和自然保护区等连结起来，国家公园局从 1992 年开始进行了绿色廊道

建设。 
四、林产品生产与贸易 
在新加坡，由于森林全部划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林，所以不生产工业

原木。工业原料主要靠进口，锯材、人造板、纸和纸板等林产品生产量

不大，是一个林产品进口国。根据 FAO 估值推测，1990-2010 年新加

坡除原木进口额小于出口额外，工业原木、人造板、纸和纸板及纸浆等

林产品进口额均大于出口额，主要林产品进口额合计超过出口额 18.5
亿美元。 

五、打造花园城市 
新加坡国土面积很小，森林面积更小，但是新加坡并不缺少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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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 1965 年独立后，经过 30 多年的园林绿化和花园城市建设，已

经发展为一座花园城市，实现了“热带最佳园林城市”的目标。进入 21
世纪后，新加坡并不满足于地面绿化，正在努力建设“空中花园”，推

广垂直绿化。而且，新加坡城市绿化从以前只追求有荫有绿发展到现在

追求生态多样性，不仅从温带引进了更多种类的花卉和禽鸟，国家公园

局还刻意引进了能吸引鸟、蝴蝶和蜻蜓的树种以及各种颜色的蝴蝶和鸟

类。目前，新加坡有 3 900 多个树种、295 种蝴蝶、117 种蜻蜓，每年

有 360 多种鸟飞来新加坡。“新加坡目前的生物多样化程度和自然保护

区相差不大，而且自然保护区就设在新加坡的中心位置。” （白秀萍） 

 

欧委会关于改进生物燃料生产对气候保护的提案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2 年 10 月 31 日消息，为限制世界各地

为生产生物燃料对土地的利用，提高欧盟区域内使用的生物燃料对气候

保护的效果，欧委会发布了要求修订可再生能源指令和燃料品质指令的

提案。 
该提案包含，在可再生能源指令规定的动力用燃料中可再生能源比

例为 10%的目标中，将以粮食作物为原料的生物燃料限制在 5%，以此

促进以废弃物及秸秆等非食用作物为原料的第 2 代、第 3 代生物燃料的

开发。关于生物燃料的温室效应评价，首次考虑到间接土地利用的变化。 
该提案还将生物燃料生产中为提高效率而引进新设备削减温室效

应的最低标准提高至 60%，在削减生物燃料和液态生物燃料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中要包含间接土地利用变化的报告。通过这些新措施，欧委会

可能实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不与粮食作物直接竞争，同时促进

更可持续的生物燃料的利用。而且，该提案表明了在 2020 年以后大幅

度削减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并且只针对非粮食作物的燃料给与财政支

持的政府观点。                                      （白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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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制浆造纸绿色转型计划见成效 
 
加拿大林产品协会网站 2012 年 9 月 24 日报道：加拿大政府 10 亿

美元的制浆造纸绿色转型计划（PPGTP）取得空前成功，并将继续致

力于林产品行业的持续转型升级。 
目前，政府正在对林业产业进行战略性支持。最近刚刚发布的一份

关于林业产业战略性支持阶段性成果的报告指出，PPGTP 对 98 个项

目给予了资金支持，提供了 1.4 万个工作岗位，改善了空气质量，降低

了化石燃料消耗，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一些工厂增加了足够的可再生

能源电力，将绿色电能输送国家电力网。林产品协会的成员公司得到了

资助总额的 2/3。 
加拿大林产品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林赛（David Lindsay）

指出：该计划的投资真正提高了加拿大制浆造纸行业的环保效果，也给

林业社区带来了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该计划为加拿大产业界在国际市

场上利用其强大的绿色资质创造了条件。                （马文君） 
 

越南公布2011年生物多样性国家报告 
 
2012 年 10 月 30 日越通社消息：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当日在河

内公布了越南 2011 年生物多样性国家报告。这是继 2005 年首次公布

生物多样性国家报告以来第 2 次公布的报告。 
该报告由管理者、科学家和专家根据各部门行业及在越南的各科学

研究中心所提供的资料撰写而成。报告共有 4 章：生物多样性现状概述；

造成生物多样性衰减的原因；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体制、政策和资源；

今后 5 年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及保护工作的方向措施等。 
该报告阐述了越南生物多样性现状与发展等，指出与 2005 年相比

越南生物多样性迅速衰减，并分析了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遇与挑

战、今后 5 年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等，呼吁减少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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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提出了从现在起到 2016 年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的各项

措施与任务。                                        （徐芝生） 

 

英国发布 2012 年林业统计数据 
 

英国林业委员会网站 2012 年 9 月 27 日消息：英国林业委员会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发布了最新林业统计数据。主要数据包括： 
●2012 年英国林地面积为 310 万 hm2，其中 140 万 hm2通过了可

持续经营认证，2011-2012 年新增林地面积 1.3 万 hm2； 
●2011 年初级木材加工厂及其他锯材厂共消耗原木 1 030 万 t（湿

吨），同比上升 3%； 
●同年进口锯材 490 万 m3、人造板 280 万 m3、纸品 690 万 t，木

制品进口总额为 68 亿英磅；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共有 58 个碳汇项目根据《林地碳汇法

规》要求进行了登记，总面积 2 800 hm2，预计存储 130 万 t 二氧化碳； 
●2011 年共有 48%的林地向公众开放，过去几年约 2/3 的英国人

进入森林； 
●2010 年营林业为 1.4 万人、初级木材加工业为 2.9 万人提供了

就业岗位； 
●2011-2012 年林业委员会在公共林方面的开支为 5 600 万英磅，

在补助拨款、行政管理和研究等其他方面的开支为 1.34 亿英磅； 
●英国是世界第 3 大林产品净进口国，仅次于中国和日本。 

（陈 洁） 

【本期责任编辑  白秀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