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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林渔业”被列为国家再生战略的最重要领域 

 
    日本《林政新闻》2012 年 8 月 8 日报道，在日本政府 2012 年 7
月 31 日内阁决定的“日本再生战略”的最重要领域中，农林渔业和“环

境”、“医疗”一样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而且，在日本再生战略中明

确写到，推动“森林和林业再生计划”是绿色增长战略的支柱之一。政

府于 8 月上旬已经表明 2013 年度预算的标准，要求各省厅压缩预算项

目。林业厅就应获得的预算重点分配进行了讨论。 
在日本再生战略中“农林渔业”受到重视的背景原因，一方面考虑

到民主党内部在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问题上的对立情形，同

时作为具体的预算申请项目，农业第 6 次产业化等成为预算的重点，林

野厅则以“森林和林业再生计划”为重点要求扩充林业预算。 
为推进再生战略最重要的 3 个领域，政府将制定 1 万亿日元规模的

特别预算框架。以前一直实行着在编制预算时设立特别框架进行重点分

配的机制，此次“农林渔业”优先已成为既定路线。对通常预算确实要

求大量压缩，而此次抓住重视“农林渔业”的机会不失时机地确保林业

预算成为焦点。 
2013 年度将取消国有林特别会计制度，重新审视国有林预算和机

构改革将成为重要的课题，现在已开始在谈论职员和福利课的取消和新

课室的设置等问题。必须以新的机构体制重新向国民展示新生的国有林

存在的意义。                                        （白秀萍） 

 

德国内阁通过贸易保障法修订草案 

 
2012 年 10 月 31 日，德国联邦内阁通过了由食品、农业和消费者

保护部(BMELV)提出的德国木材贸易保障法（HolzSiG）修订草案。此

次修订扩大了该法律适用的木材范围，将来源于 VPA 协议国的木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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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木材，包括德国国内的木材。德国食品、农业和消

费者保护部长称，这是德国保护全球森林资源的重要一步。 
德国木材贸易保障法是根据欧洲委员会就进口木材 FLEGT 许可证

项目立项第 2173/2005 号决议制定的，并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正式生

效。此法规定，德国从欧盟 VPA 协议国进口的木材必须是合法来源的

木材。即在许可证方案下，VPA 协议国出口至德国的所有木材都要持有

效许可证，否则将被禁止进入德国。目前，与欧盟正式签订 VPA 的 6
个国家为加纳、喀麦隆、刚果（布）、中非共和国、印尼和利比里亚。 

为打击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德国政府资助 VPA 协议国建立可行

的许可证体系，以避免非法的木材和木制品进入欧盟市场。同时，帮助

协议国加强在森林经营和执法方面的能力建设，为贫困国家依靠非法采

伐为生的当地人寻找替代生计提供援助。在科研方面，为木材指纹技术

的推广应用研究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李  茗） 

 

气候协议可以整合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网站 2012 年 12 月 8 日报道：菲律

宾气候谈判代表托尼·拉维亚（Tony La Viña）认为，在保护世界自然资

源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统一的景观管理手段，可以在 2015 年以前列

入联合国气候变化议程，完全来得及写进 2020 年的减排协议。 
托尼·拉维亚在多哈联合国气候谈判进行期间说道：“我们期待多

哈平台特别工作组制定出一个能够整合 REDD+、农业、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的未来行动框架。REDD+目前的范围还仅限于林业。我认为整

合森林、农业和其他土地利用的景观措施是出路之所在。”目前，在多

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多哈平台）上正在进行的讨论，

旨在鼓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2015 年以前制定和承诺温室气体减

排目标。这些目标必须在 2020 年付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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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景观管理的方式已露端倪，但将其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的议程还需要 3~5 年，这段时间可以让领导者对景观管理的价值

和意义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托尼·拉维亚等人在最近撰写的题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

REDD+、农业与土地利用变化的未来》中指出，在今后的 2~3 年，公

约缔约方将逐渐认识到 REDD+是实现 2020 年以后的气候规定中关于

减排承诺的最可接受、最先进和成本效益最佳的模式。但是，托尼·拉

维亚指出，即使大家都认可景观管理的成效，各国的谈判代表仍然需要

保证“通过讨论最终形成使 REDD+、农业和土地利用变化在一个新协

议下顺利衔接的具体方案”。 
科研人员们似乎也都同意景观管理可能是 REDD+的一个很好的发

展方式。CIFOR 的科学家路易斯·维考特（Louis Verchot）说：“从景

观的角度看世界，是长期以来一直被提倡的。但仅靠管理森林而对于土

地管理中产生排放的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置之不理是不明智的。” 
REDD+能缓解的只是土地利用变化中产生排放的一小部分，而且

还面临着测量精度、监测、森林定义不明确、泄漏（一个国家减排造成

另一个国家碳排放量增加）以及尊重当地社区的权利和公平性等方面的

挑战。 
尽管很多土地利用方式如农业和燃料作物生产，对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有明显作用，但目前的国际气候政策针对这些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的情况正在转变。在多哈气候大会的争论中有很

多涉及到从农业、粮食保障和更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视角看待森林

的问题。人们已经意识到为了在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同时更好地管理

脆弱的生态系统，必须要做出一些权衡。 
热带林保护伙伴关系组织开展的 REALU（减少所有土地利用方式

产生的排放）研究已经在探讨将 REDD+等缓解气候变化的计划列为发

展中国家土地利用政策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尼泊尔的森林约占国土1/3，农业用地占21%，农用林业用地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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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占 12%，水体、岩石、冰雪覆盖地区和居住区占 20%。最近的一

项评估显示，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开展综合性的 REDD+计划也许能

够更真实准确地对碳和可持续发展进行测算。 
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可以从很多机构乃至国家之间业

已进行的跨部门合作中汲取经验以更好地应对挑战。世界银行、澳大利

亚政府、肯尼亚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非洲技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迪·瓦胡古（Judy Wakhungu）说：

“人们生活在一个整体环境中，而不是生活在某个行业或部门中。携手

工作和提出涵盖景观各方面价值的综合方案对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是

必不可少的。”但是，世界银行气候政策和财政事务负责人指出，在 2015
年减排协议拟定之前还需要加深对景观管理手段的理解，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周吉仲） 
 

欧洲木材生产、消费和价格动向 
 
    日本《木材情报》2012 年 5 月报道了欧洲主要国家木材生产、消

费和价格动向。 
    一、木材生产和消费动向 
    1．奥地利 
    20 世纪 60 年代，奥地利针叶树锯材生产量是消费量的约 2.8 倍，

2009 年降至约 2.3 倍，1961-2009 年平均约为 2 倍。针叶树锯材进口

量很少，剩余的锯材用于出口。阔叶树锯材生产仅相当于针叶树锯材的

2%。70 年代以后，阔叶树锯材的消费平均超过生产约 20%，因此进口

了阔叶树锯材。 
针叶树锯材用原木年产量从 1960 年代（1960-1969）初期的约 700

万 m3逐渐增至 2007 年约 1 300 万 m3，但受金融危机影响近年出现了

大幅度减少。类似的情况在 1990 年代（1990-1999）初期也有发生，

生产量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但 21 世纪初生产量开始增加。阔叶树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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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用原木的生产量在 1960-2009 年平均为针叶树的 5%~6%。直到 90
年代初，阔叶树锯材用原木一直处于增产状态，此后减少。 

2．芬兰 
针叶树锯材产量超过国内消费量。1961-2009 的出口量平均是国内

消费的 2.8 倍。进口很少，和瑞典大致在相同的水平上。2008 年金融

危机给生产带来戏剧性影响，2007-2009 年针叶树锯材产量减少 45%，

但 2010 年略有恢复，这些变化也受到俄罗斯调整出口关税的影响。 
阔叶树锯材的年产量，1961-2009 年平均仅相当于针叶树锯材的

1%。消费量也很少，1960 年代（1960-1969）初低于生产量，但 1980
年代（1980-1989）后半期消费超过生产，进入 21 世纪后消费量的 1/3
来源于进口。 

针叶树锯材用原木的生产动向和锯材生产一样。60 年代初生产量

在 1 100 万~1 200 万 m3，2003 年达到 2 360 万 m3高峰。2009 年减

少到 1 500 万 m3，2010 年又增至 1 920 万 m3。阔叶树锯材用原木的

年产量 1961-2010 年平均为 130 万 m3，高峰时为 220 万 m3，2009 年

为降至 70 万 m3。 
3．法国 
60 年代，法国的针叶树锯材产量与国内消费量在大致相同的水平

上，21 世纪后半期，生产量约相当于消费量的 3/4，进口增加。 
法国不同于其他 4 个国家，其特点是阔叶树锯材产量很高。70 年

代，阔叶树生产的增幅达到约 70%，此后减少，2000 年代（2000-2009）
末期减少到不足 1/4。消费和生产抗衡，有的年份生产大于消费，有的

年份消费大于生产。 
法国针叶树锯材用原木的生产 2000 年达到高峰后减少。阔叶树锯

材用原木的生产动向与阔叶树锯材相同。 
4．德国 
针叶树锯材的消费在 1961 年以后超过国内生产量，但 1990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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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生产的差距缩小，2001 年以后生产量超过消费量。进口量浮动

在 400 万~600 万 m3，平均为 490 万 m3。出口很少，但近年来呈增长

趋势，实力增强。 
阔叶树锯材生产量近 10 年相当于针叶树锯材的 20%~25%，80 年

代发生变化，2000 年代末期市场占有率勉强维持在 5%。长期以来，消

费略超过生产，但近几年消费低于生产，成为净出口国。 
针叶树锯材用原木的生产高峰是 1990 年，这是因为风暴之后对大

量风倒木的处理所致。阔叶树锯材用原木的生产在 70 年代末约相当于

针叶树生产的 1/3，此后减少。 
5．瑞典 
和芬兰一样，瑞典是针叶树锯材的主要出口国。针叶树锯材消费稳

定，并在 21 世纪初期有所增加；生产量也进一步增加，进口量仅为 20
万~30 万 m3。90 年代以后阔叶树锯材生产减少，不足针叶树锯材的 1%。 

针叶树锯材用原木产量增加，针叶树锯材产量随之增加，生产高峰

是处理风倒木的年份。阔叶树锯材用原木的生产仅 20 万~30 万 m3。 
二、锯材和锯材用原木价格 
针叶树锯材的价格动向，5 个国家出现连锁反应，但 5 国的出口价

格也有几点不同。 
法国的价格最低，芬兰及瑞典的价格最高，奥地利和德国的价格居

中，但这种比较并没有考虑到树种和品质的区别。不过，可以确定市场

恢复了景气。阔叶树锯材的价格动向也和针叶树锯材一样，但类似性并

不是很明确，因为与芬兰和瑞典相比，其他国家阔叶树锯材数量少，树

种和品质也不同。 
针叶树锯材用原木价格也出现连锁变化，但其价格水平不同。芬兰

和瑞典的价格略有提高。受俄罗斯出口关税的影响，芬兰的价格除了实

际上升的过去 3 年外，价格水平相互接近。法国的价格最低，奥地利和

德国居中。 
从 5 个国家阔叶树锯材用原木的价格变化看，1997-2004 年除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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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国家连锁变化，其主要原因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但是，至少在

5 个国家中有 3 个国家，数量少且树种和品质不同，对价格有很大影响。 
其次，从瑞典的松木及云杉的锯材用原木平均交货价格来看，1990

年代后半期及 2000 年代前半期价格变化稳定。这反映了生产效率提高，

但近年的价格上升是市场动向引起的。 
三、评论 
在本报告涉及的 5 个国家中，针叶树的消费及生产呈增加的趋势。

1998 年的金融危机是对市场的最大冲击。EU 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减

速至少对 2011 年和 2012 年的消费和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如果考虑到

人口规模，5 个国家中德国针叶树锯材的消费最多，而奥地利、芬兰及

瑞典人口较少但森林很多，消费量远远少于生产量。 
针叶树锯材用原木的生产及消费与锯材相呼应，生产量和消费量最

大的国家是德国和瑞典，最小的国家是奥地利和法国，芬兰居中。 
针叶树锯材的价格，5 个国家连锁变化。2008 年和 2009 年受经济

危机影响价格低落。阔叶树锯材的价格发生很大变化，但从 2000 年初

开始到 2008 年上升趋势明朗，2008 年和 2009 年出现下跌。 
遗憾的是，在 FAOSTAT 数据库中没有找到锯材用原木的出口额数

据。可以预料，原木价格要比锯材低很多，但原木中包括价格低于锯材

用原木的纸浆材，而且锯材和原木的出口额为平均值，并且没有考虑到

树种和品质等因素。                                  （白秀萍） 

 

阿根廷林业部门通过职业培训降低事故发生率 
 
《联合国育林》杂志 2012 年第 1 期报道：森林可为社会提供大量

的“绿色”就业机会，有利于提高或恢复环境质量，但林业部门的劳动

条件很差。因此，为了使林业部门能够提供体面的工作，确保工人的安

全和福利，阿根廷林业部门通过制定安全生产标准和职业培训大幅度降

低了事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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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根廷林业劳动状况 
阿根廷拥有约 3 000 万 hm2天然林和 120 万 hm2人工林。森林工

业的木材供应量约 95%来自人工林。2005-2010 年，平均每年造林 3.8
万 hm2，主要造林树种是松树、桉树和柳树等外来树种，年均木材采伐

量约为 1 100 万 m3。林业就业人数每年约 3.2 万人。 
阿根廷林业劳动的特点是用工不规范和工人劳动安全程度低，危险

工种多由未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承担。根据阿根廷职业风险监督管理局

（SRT）的数据，2003-2010 年，林业部门正式工人每年约 9 200 人，

仅占林业就业人数的约 1/3，也就是说每 3 个人中就有 2 个是临时工。

大多数临时工在原始林中工作。正式职工约 40%就业于森林工业最发

达的米西奥内斯省。 
根据 SRT 2007 年统计，营林、木材加工、森林采伐和煤炭开采是

4 个最危险的职业。在 2002-2004 年，森林采伐的事故率为 19.5%，即

平均每千人中就有 195 人发生事故，可见森林采伐是最危险的职业。 
林业行业较高的临时工占有率和职业风险加剧了林业工人的社会

脆弱性。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有 78%的伐木工人只上过小学且多数

没有毕业，但他们的工资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作的非正式性、

受教育水平低和工作环境的危险性是林业工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林业部门（尤其是木材采伐业）的劳动安全问题引起阿根廷林业协

会、阿根廷农村和码头工人联盟（UATRE，林业工人隶属的协会组织）

的高度重视，他们积极响应和参与了阿根廷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

（MTEySS）于 2004 年开展的“劳动能力认证和职业培训计划”，以确

保林业工人能得到应有的培训，减少职业风险，提高就业能力，并对良

好的作业规范加以推广。 
二、劳动能力认证和职业培训计划 
“劳动能力认证和职业培训计划”是根据 MTEySS 准则设计的，

雇主协会、工会和学术界等参与了该计划。林业部门的主要机构签署了

执行该计划的框架协议，成为第一批实施该计划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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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得到了林业部门雇主和工会代表的踊跃参与，林业龙头企业

选派经验丰富的工人和监工参与林业安全生产标准的制定。根据该计划

的要求，林业部门通过实地考察、访谈和召开研讨会等工作环节制定了

灭火队员、电锯操作工、农药配制与施药工、植树工和修枝工等各个工

作岗位的安全生产标准，成立了劳动能力认证机构和培训机构，设置了

职业培训课程并编制了相应的培训教材。劳动能力认证机构由林业协

会、UATRE、国家林火管理部门以及木材和家具企业界的代表组成。 
该计划特别注重安全生产评估员的选拔与培训，评估员必须有人力

资源管理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制定劳动能力评估方

法，对经评估符合上岗资质的工人颁发上岗证书。企业主及其人力资源

部门经理要参加评估员培训班，以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 
“劳动能力认证和职业培训计划”的实施最初仅限于人工林企业的

正式工人，后来为将其范围扩大到天然林作业，将评估工作扩大至北部

地区的查科省和福莫萨省。对北部地区的评估结果表明，这些地区的安

全生产状极差，要使安全生产标准应用于该地区并根据标准对工人上岗

资质进行认证，首先必须开展培训。2010 年，查科省就业协会、UATRE、
查科省政府和 MTEySS 签署了“工人共同责任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该省林业生产的不安全状况，促进了就业市场的正规化。这一举措

推动了大规模的培训活动，也促进了职业培训制度的建设。 
三、“劳动能力认证和职业培训计划”的效果 
通过该计划的实施，阿根廷木材采伐行业 2010 年的工伤事故发生

率（每千人中发生事故的人数）比 2003 年大幅下降 49%。2003 年木

材采伐业事故率为 19.8%，是农业部门的近 2 倍和全国平均水平的 3
倍多，2010 年木材采伐事故发生率降为 10.1%，接近农业部的平均水

平和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同期，其它林业行业的事故发生率也明显下

降，如森林服务业（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等）下降 50%，造林行业

下降 44.7%，木炭生产和森林苗圃等其他行业下降 20%。 
通过该计划的实施，林业工人的劳动风险投保率大幅度提高，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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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从 2003 年的 7 601 人增至 2008 年的约 1.12 万人，增幅达 47%。

2008-2010 年，林业工人投保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和

经济衰退导致国际木材市场疲软和国内林业活动减少，以及近年来林业

采伐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事故发生率下降。            （徐芝生） 
 

澳大利亚通过禁止非法木材法案 
 

国际木材贸易在线杂志 2012 年 11 月 23 日报道，经过 5 年的协商，

澳大利亚议会终于通过了禁止非法木材法案（ILP）。该法案相当于欧盟

的木材法案和美国的雷斯法案，规定了进口和加工非法来源的木材是违

法行为，相关的木材贸易商和制造商都可能被诉讼。对于严重和屡次进

口或加工非法来源木材的明知故犯者，可以最高处罚 5 年监禁，并处以

罚款 27.5 万澳元（针对公司）或 5.5 万澳元（针对个人）。 
澳大利亚政府估计，本国进口的木材中约有 10%是违反本法案规

定的。对此，澳大利亚木材发展协会（Australian Timb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的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指出：“今后的木材

贸易将对非法木材增加一些强制性措施，以便降低廉价的非法木材的竞

争力，同时创造更加平等的贸易环境。但他同时指出，ILP 的执行还存

在一些不确定性，目前针对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合法性证明材料以及尽职

调查的风险评估标准还没有达成共识。 
由于该法案也适用于国产材，因此有人担心一些环境非政府组织可

能会利用该法案禁止澳大利亚某些地区的木材采伐。而那些提供木材合

法性验证服务的公司以及早已实施严格的木材来源追踪体系的进口商，

将有望从该法案中获益。                              （胡延杰） 
 

赞比亚暂停颁发木材许可证 
 
国际木材贸易在线杂志（www.ttjonline.com）2012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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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赞比亚政府目前已经暂停颁发木材许可证，试图通过这项措施保

护国内的森林资源。同时，政府还计划在 2012/2013 年度的造林季节种

植 2 500 万株树木（约合 2 万 hm2），造林树种包括用来生产木材、矿

柱和树脂的松树和桉树，用作动物饲料的固氮树种，薪炭材树种，药用

的辣木（moringa oleifera），以及油料树种和果树。 
土地、自然资源和环保部长威尔伯·西穆萨指出，这项国家林木种

植计划将创造 20 万个工作机会，在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将营建 11 个大

型苗圃，创造 6 000 个工作岗位。但是，暂停颁发木材许可证的政策并

不适用于外来树种营造的人工林。                      （胡延杰） 

 

秘鲁新建3个亚马孙森林保护区 
 
根据全球森林贸易网络（www.gftn.panda.org/newsroom）2012

年 10 月 26 日报道，秘鲁最近在北部亚马孙地区的洛雷托（Loreto）新

建立了 3 个森林保护区，总面积约 60 万 hm2。这 3 个保护区是 Huimeki
自然保护区、Airo Pai 自然保护区和 Güeppi-Sekime 国家公园，它们

位于秘鲁和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交界的边界线上，这里是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秘鲁环境部长曼努埃尔·普尔加·比达尔 Manuel Pulgar Vidal 指出：

“3 个保护区的建立对于国家、地区和土著居民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同

时，保护区的建立也促进了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3 国边境保护廊

道的建设，是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的成功案例。          （胡延杰）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