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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原木出口关税最新动向 

 
据俄罗斯政府网站报道，随着俄罗斯联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明

确对 3 种原木下调出口关税：①云杉和冷杉，现行税率为 25%（每立

方米不低于 15 欧元），入世后出口配额以内税率为 13%，下调幅度接

近 50%；②松木，现行税率为 25%（每立方米不低于 15 欧元），入世

后出口配额以内税率为 15%，下调幅度 40%；③栎木，现行税率为每

立方米 100 欧元，入世后出口配额以内税率为 20%（每立方米不低于

30 欧元）。以上的关税将在出口配额内实施，超过出口配额的原木，其

出口税率还有待确定。 
据悉，俄罗斯联邦已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颁布了第 779 号“关于

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原木出口关税配额”的决议，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国家

的配额分配规则有很大的不同（表 1）。 
表 1  俄罗斯关于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原木出口关税配额 

品种 2012 年 每年（从 2013 年开始） 

208.22 万 m³ 624.65 万 m³ 
云杉和冷杉 
（4403 20110 4403 20190） 

其中：欧盟 198.69 万 m³； 
其他国家 9.53 万 m³ 

其中：欧盟 596.06 万 m³； 
其他国家 28.59 万 m³ 

534.61 万 m³ 1603.82 万 m³ 
松木 
（4403 20310 4403 20390） 

其中：欧盟 121.53 万 m³ 
其他国家 413.08 万 m³ 

其中：欧盟 364.59 万 m³ 
其他国家 1239.23 万 m³

以上配额由俄罗斯财政部、工业和贸易部颁布出口许可证。尽管俄

罗斯将大幅下降原木出口关税，但是原木出口仍无法达到 2006-2007
年的水平，而有些地区（主要是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

原木出口将可能明显增加。目前俄罗斯在打击非法采伐、森林防火和病

虫害防治等方面还处于森林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大幅下降出口关税将给

俄罗斯森林资源保护带来极大挑战。 

由于实施配额制，俄罗斯原木出口关税的受益方显然是欧盟，现实

行的出口配额无法满足中国对俄罗斯原木的需求，加之配额外税率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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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定，因此，短时期内中国进口俄罗斯木材在数量上不会出现大幅增

长的态势。                                          （宿海颖） 
 

日本出台未利用木材等生物量发电定价方案 

 

    日本《林政新闻》2012 年 5 月 16 日报道，日本初步设定了林地剩

余材等未利用木材用于生物量发电的电价。政府采购价格制定委员会负

责对可再生能源交易价格进行讨论，该委员会在 2012 年 4 月 27 日召

开的第 7 次讨论会上发布了生物量发电的电价方案（表 1）。 
在木质生物量发电中，以林地剩余材等未利用木材为燃料发电时每

度电定价为 33.6 日元（含税），一般木材为燃料时定价为 25.2 日元，

回收利用的木材为燃料时定价为 13.65 日元。从价格设定可见，政府的

政策是促进未利用木材的优先利用。 
关于收购价格方案，将在征集公民意见后正式决定。另一方面，发

电企业的认定申请书受理工作也从 5 月下旬开始，面向 7 月 1 日开始的

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交易制度（FIT 制度）在加快准备。 
表 1 日本政府采购价格制定委员会关于生物量发电电价的方案 

电源 生物量 

气化 固型燃料燃烧 固型燃料燃烧 
生物量种类 

下水污泥 家畜粪尿 未利用木材 一般木材 一般废弃物下水污泥 

固型燃料燃烧

（回收木材）

建设费 392 万日元/kW 41 万日元/kW 41 万日元/kW 31 万日元/kW 35 万日元/kW
费 
用 

运营维护费

（年） 
18.4 万日元/kW 2.7 万日元/kW 2.7 万日元/kW 2.2 万日元/kW 2.7 万日元/kW

IRR 税前 1% 税前 8% 税前 4% 税前 4% 税前 4% 

采购区别 
甲烷发酵气化 

生物量 
未利用木材

一般木材 
(含棕榈椰子壳)

废弃物类(木质以外) 
生物量 

回收木材 

含税 40.95 日元 33.60 日元 25.20 日元 17.85 日元 13.65 日元 

采购 
价格 

（1kWh）
不含税 39 日元 32 日元 24 日元 17 日元 13 日元 

采购期限 20 年 

使用未利用木材生物量发电的电能收购价方案，在听取业界意见的

基础上提出了希望价格 31.8日元，大大超过了当初设想的 20日元水平，



 4

这也可能会影响到发电燃料用以外的木材利用。是否以 33.6 日元的收

购价为前提对未利用木材制定出几个价格，林野厅做了各种模拟，但尚

未确定具体数字。原因是未利用木材的种类及状态（含水率等）各种各

样，而且对发电企业将燃料成本放在什么位置上也未能做出充分推测。 
在这个过程中，终于提出了表 1 的参考值，但是据测算，当电价为

25 日元时原料到厂的价格为每立方米 6 700 日元。如果以 25 日元为标

准，那么 33.6 日元的定价就是高标准的，预测将超过造纸用及木质板

用木片的价格。因此，必须建立“区分”的机制。 
采购价格等制定委员会建议，应采取可以对未利用木材、一般木材

及回收木材加以区分的可追溯体系，具体要求在 7 月 1 日以前制定基于

绿色采购法的以“间伐材木片核查指南”为准则的指南。林野厅也表明

了“为能够立刻应用间伐材木片指南做准备”，不与现有利用领域竞争，

开拓发电领域新市场的方针。                         （白秀萍） 
 

树木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甲烷排放者 

 
《科学日报》网（www.sciencedaily.com）2012 年 12 月 18 日报

道：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在马来西亚加

里曼丹岛的雨林中，树木排放的甲烷多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其他任何

组成部分所排放的甲烷。这个结果使人们对于热带生态系统中甲烷这种

温室气体的巨大排放源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 
文森特·高奇（Vincent Gauci）和苏尼查·潘加拉（Sunitha Pangala）

12 月 18 日发表在《新植物学家》（New Phytologist）上的论文中指出，

研究人员发现，东南亚热带泥炭林中的树木通过其茎干释放出的甲烷大

于从土壤表面释放的甲烷。英国开放大学地球、行星空间和天文学中心

的博士生苏尼查·潘加拉在论文中指出：“这是首次对热带泥炭沼泽中

的树木所释放的甲烷进行测量和在生态系统的层次评估其重要性。本研

究显示，热带泥炭沼泽中的树木是该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甲烷排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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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甲烷只会从湿地表面通过扩散和气泡的形式释

放。此次该研究团队对生长在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塞班高（Sebangau）
河流域上游泥炭地的健康树木茎干释放的甲烷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

在所测量的 8 个树种中，有 7 个树种其树木茎干释放出大量甲烷。他们

估计树木茎干释放的甲烷占总量 87%，这说明以往对该生态系统甲烷

释放量进行的调查结果可能有重大误差。 
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文森特·高奇博士说：“这项工作与我们过去

对这些生态系统与大气交换甲烷方式的了解是矛盾的，这对破解热带甲

烷排放难题增加了新的变数。而且对诸如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的湿润热

带生态系统而言，如果忽视了对树木茎干释放甲烷的测量，研究人员也

许就漏掉了这些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甲烷排放者。” 
文森特·高奇还指出，自从卫星图像揭示热带生态系统释放的甲烷

大于湿地表面的测量值之后，研究人员一直在试图揭开这个谜团，找到

藏在这种明显差异背后的原因。                        （周吉仲） 

 
美国的城市森林 

 
美国最早提出了“城市森林”的概念，其城市森林的发展最早、最

有成效，也极具特色。美国城市森林由行道树、广场绿化、片林、机关

绿化、城市公园、运动场、庭院花园、高速公路绿化等组成，分布在仅

占国土面积3.1%的城市地区，影响着近80%的美国人口。2005年，美

国城市的森林覆盖率约35%，其中，覆盖率最高的是康涅狄格州（67%），

最低的是内华达州（10%）。2002-2009年，美国城市的森林覆盖率略

有下降，年均下降0.03个百分点。 
据估计，美国48个大陆州城市森林的总生态价值约为2.4万亿美元

（Nowak et al.，2002）。2006年，城市森林吸收了大约9 500万t二氧

化碳当量。在城市森林中以森林为基地的娱乐活动天数占到全年娱乐天

数的15%~45%。城市森林每年能去除78.3万t污染物（臭氧、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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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这些估计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至21世纪初的数据。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城市森林

覆盖率数据，最近的碳估计显示，美国城市树木储存了约7.04亿t碳，年

均固碳2 800 t。在东北、东南和中南部地区，城市森林储存并固定了大

部分碳。 
美国有超过2.2亿的人生活在城市，他们依靠城市森林获得环境、

经济和社会效益。尽管城市森林在各城市的分布情况不同，但城市森林

均提供了诸如提高水质，减少能源使用，提供多样化的野生动物生境，

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及健康福祉等效益。城市树木具有能调节城市

气温等各种作用，给人类带来的惠益超过其保养成本3倍。 （赵 荣） 
 

厄瓜多尔森林与林业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东北与哥伦比亚毗连，东南与秘鲁接

壤，西临太平洋。国土 27.7 万 km2，人口约 1 370 万（2010 年），是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82 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居第 80 位的国家

（UNDP, 2009）。全国共有 4 个主要生物地理区域，安第斯山脉、太平

洋海岸、亚马孙流域、距南美大陆约 1 000 km 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一、森林资源 
据 FAO 估计，厄瓜多尔森林面积 2010 年为 987 万 hm2，是土地

面积的 36%。 
1．森林植被类型 
主要的森林类型有 3 种：亚马孙热带雨林，约占森林总面积 62%；

安第斯山脉不同类型的山地林，约占 21%；太平洋沿岸平原地区（主

要是埃斯梅拉达斯省）的热带雨林，约占 17%；红树林，面积曾经很

大，但现在只剩约 15.8 万 hm2。 
在较潮湿的北方地区，最常见商业树种有马蹄榄属 Protium spp.和

蜡烛木属 Dacryodes spp.、樟科、良木饱食桑木 Brosimum utile、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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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Inga spp.、Pourouma chocoana 和吉贝。在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

半湿润森林的主要商业树种有蒜味破布木 Cordia alliodora 、

Pseudosamanea guachapele、黄钟木属 Tabebuia spp.和各种木棉科

树种，如吉贝、木棉属和轻木等。 
2．永久林区面积 
厄瓜多尔没有划分永久林区，但生产林与保护林之间有明确区分。

厄瓜多尔政府 2009 年估计，可用于生产的森林为 451 万 hm2，保护林

为 655 万 hm2。生产林中仅有 200 万 hm2可视为永久林，其中人工林

17.5 万 hm2。保护林被划入国家保护区系统（SNAP），为永久林。另

外，还有一部分国有林采伐迹地，因为不能转为其它用途，也属于永久

林区。全国永久林面积合计约 870 万 hm2，大部分位于国家保护区内。

由于山区地形陡峭、林木密度低和难于进入等原因，在山区永久生产林

区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进行商业采伐。 
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 
1．毁林和森林退化 
厄瓜多尔是南美洲毁林率最高的国家。导致毁林的原因很多，包括

发展牧场和商业性农业的政策、移民在森林中定居、开采石油和采伐木

材、土地使用权缺乏保障及公共机构不健全。在 2010 年前的 15 年中，

太平洋沿岸的虾养殖业规模迅速扩大，导致 8 万 hm2 红树林被毁。

FAO2010 年估计，2005-2010 年年均毁林面积为 19.8 万 hm2，年均毁

林率为 1.89%。南部沿海地区干旱林的毁林率最高，超过 2%，太平洋

沿岸低地湿润热带林的毁林率也较高，亚马孙地区毁林率正在上升。 
违法和腐败现象削弱了政府机构执法力度，也间接地助长了毁林和

生物多样性损失。根据厄瓜多尔政府 2009 年的数据，完整或稍有退化

的原始林约 390 万 hm2，天然次生林和灌木丛约 630 万 hm2。大多数

次生林分布于太平洋沿岸地区。 
2．气候变化下森林的脆弱性 
厄瓜多尔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是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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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势崎岖、厄尔尼诺事件以及主要经济部门严重依赖容易受气候影

响的自然资源。许多人口分布在高海拔地区，依靠退缩的高山冰川和高

海拔的森林和草原获取水源。高海拔生态系统比低海拔地区更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失控的森林火灾也是一大威胁，特别是在太平洋沿岸

地区。另外，暴雨过后的山体滑坡也是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 
三、可以持续森林管理政策框架 
1. 林权 
根据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和权利与资源倡议组织（RRI）2009 年的数

据，厄瓜多尔地方社区和土著居民团体占有的林地面积（包括毁林种田

的面积）为 683 万 hm2，多数情况下不具有正式的土地所有权。《林业

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 2007-2011》提出将林权分配给土著社区、农民和

其他团体，并要求他们保证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和保护。该国 2008 年颁

布的宪法也对土著社区的权利给予充分肯定。国有林面积 394 万 hm2，

包括国有生产林和国家保护区系统的森林。归公司或个人所有的私有林

（主要为人工林）仅 4 万 hm2。 
2．森林经营的标准和指标 
厄瓜多尔根据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的可持续森林经营标准和指标建

立了本国的森林经营标准和指标，并且已应用于制定本国林业可持续发

展战略规划。 
3．森林政策和立法 
2008 年 9 月，厄瓜多尔通过了自 1830 年以来的第 20 个宪法。其

中第 84 条规定了土著居民（多数居住于林区）应享有的各种权利。第

406 条也规定了国家在脆弱生态系统（如无林亚高山、湿地、红树林、

云林和热带干燥和湿润林）的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恢复中应承担的职责

和权利。第 407 条禁止在保护区内从事开采活动，包括木材采伐。 
1981 年颁布的森林法（林业、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所有

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归国家政府。“森林法”的规定从来没有被

彻底执行，但是厄瓜多尔环境部已经对森林的管理和控制做了很多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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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改革。“森林法”为国家保护区系统（SNAP）和根据 1998 年《自然

遗产法》第 86 条建立的保护区系统提供了法律依据。 
 2001 年厄瓜多尔拟定了一个新的森林法，但一直没有通过。2008

年颁布新宪法后，对 1981 年颁布的森林法进行了修订。修订过程中参

考了《全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7-2011》，该战略是多方利益相关

团体共同制订的文件，阐述了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森林保护的愿景，肯定

了地方社区和其他部门在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008 年 9 月，环境部实施了“森林合作伙伴计划”。该计划是为遏

制森林破坏对自愿保护森林的农民和土著居民的直接补助制度，目的是

保护天然林、削减由于森林减少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REDD）以及改

善贫困人口的生计。具体补助方法是，对承诺保护天然林的土地所有者

每年平均每公顷补助 30 美元。环境部为更好地开展森林合作伙伴计划，

利用卫星数据实施更新植被覆盖图计划，对森林进行监测。 
四、林业管理机构 
厄瓜多尔林业主管部门是环境部和农牧渔业部。环境部及其下属林

务局负责管理森林和保护区，实施森林法和国际条约，执行国际保护项

目，并负责环境评估。农牧渔业部下设林业开发局负责管理工业人工林

和农用林。林业开发局是以实施“国家造林计划”为目的推进国家造林

的机构。其主要业务是：实施和监督“国家造林计划”、明确推进造林

政策和制定计划、确保造林资金、整理造林统计资料、开展调查研究活

动以及与大学等开展合作。除设在首都基多的林业开发局总部外，全国

还设有 7 个地方事务所。总部和地方事务所共有员工约 200 人，他们负

责各地的造林活动。“防护林营造和管理计划”由环境部负责。 
另外，国家规划和发展秘书处（SENPLADES）负责实施国家整体

发展规划，因此也需要与环境部林务局和林业开发局密切合作，以协调

生产林规划的制定和运作。 
厄瓜多尔有超过 60 家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其中规模较大

的是自然基金会，也有一些在特定地区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由少数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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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保组织。土著组织对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的保护具有重大影响，因为

他们所代表着 600 万 hm2 土地（大部分分布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亚马

孙地区）的所有者。 
在厄瓜多尔，参与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的企业很多。从事石油生产、

采矿业、旅游业、农业和木材工业的国内外公司均可能起到加快毁林和

森林退化的不良作用。尤其是石油的大规模勘探、开采、运输和加工。 
厄瓜多尔有“柚木和热带木材生产者协会”和木材工业协会

（AIMA），以及可持续森林管理公司（COMAFORS）等林业相关的倡

议组织。他们在制定决策和林业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有 8 所大学提

供林业教育，包括钦博拉索理工学校、克韦多国立技术大学、埃斯梅拉

达技术大学、洛哈国立大学、厄瓜多尔农业大学、北方科技大学、南马

纳维州立大学和 SEK 国际大学。                       （徐芝生） 
 

越南金瓯角国家公园被列入国际拉姆萨尔公约名单 
 
越通社 2013 年 1 月 1 日消息：越南具有丰富多样的湿地生态系统，

但曾经被严重破坏。近年来，凭借合理的恢复战略，许多湿地已经良好

发展。最近，世界环境组织于 12 月 13 日正式将越南金瓯角国家公园列

入国际拉姆萨尔公约名单，成为越南第 5 个拉姆萨尔公约湿地。 
据专家评价，100 m 宽的湿地可使潮波高度和波能减半，也能缓和

或消除 15 m 高的海啸。 
世界专家认为，越南是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 5 个国家之一，尤其

是海平面上升。越南海岸线长，湿地生态系统丰富，湿地不仅对保障人

类生计起到重大作用，而且还对保障生活环境、减少自然灾害的破坏、

应对海平面上升等做出积极贡献。 
据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统计，1943 年，越南湿地面积占 40 万 hm2。

由于 60 年来战争的破坏，加上不合理开采，到 2006 年湿地面积仅剩

15.5 万 hm2。事实表明，越南许多湿地的破坏已经到了敲响警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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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助于保护越南湿地生态系统，金瓯省同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及

有关部门配合办理手续，向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申报将金瓯角国家公园

列为国际重要湿地，并于 12 月 13 日与南定省春水国家公园、同奈省吉

仙国家公园、北渐省巴贝小湖、同塔省鸟栖国家公园等被列为拉姆萨尔

公约湿地名单。 
金瓯角国家公园占地约 4.2 hm2，其中土地面积为 1.5 万多 hm2，

沿海土地面积为 2.66 万 hm2。金瓯角国家公园位于滨海湿地，集聚着

鸟类 93 种、兽类 26 种、爬行类动物 43 种、两栖类动物 9 种和鱼类 233
种，其中包括诸多稀有物种。 

占地 37.1 万 hm2 的金瓯生物圈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9
年 5 月 29 日认定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值得一提的是，金瓯角国家公

园是世界金瓯生物圈保护区的 3 个核心地带之一。 
可以说，成功地恢复包括金瓯角国家公园在内的越南湿地系统将为

保护沿海特用林生态系统做出贡献，为居民稳定生活创造条件，更重要

的是建立了牢固的“绿墙”，应对正在威胁沿海一万居民的气候变化和

海平面上升。                                       （徐芝生） 
 

日本京都府立林业大学招收第一批学生 
 
    日本《林政新闻》2012 年 4 月 18 日报道，西日本地区的第一个林

业专科学校——京都府立林业大学于4月9日举办了首届入学仪式和建

校典礼。该校包括 2 年制的森林林业学科和 1 年制的研修科，首先森林

林业学科第 1 期招收了 21 名学生。目的是培养生产一线的人才，而且

在全国首次开展关于高性能林业机械的正规技术培训等。该校将与京都

府内的大学合作，采取参加相关讲座予以认可的支持体制。 
第 1 期学生入学的森林林业学科，基本上以高中应届毕业生为招收

对象，通过推荐及普通入学考试选拔新生。第 1 年进行基础知识讲座和

实习。第 2 年分为林业专业和森林公共人才专业，以学习专业知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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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主要就职于森林组合和木材相关企业。每年学费为 12 万日元，

为远途学生准备了“指定宿舍”。 

开学仪式上，京都府知事及林业厅负责人等出席并致词。该校的特

聘教授日本林业经营者协会的速水亨会长作了演讲。前林野厅厅长小泽

普照出席庆典仪式并讲道：“希望府立林业大学加强与现有大学及德国

同类学校的交流，为日本的大学及林业改革做出巨大贡献。”（白秀萍） 
 

塔斯马尼亚达成林业协议 
 

国际木材贸易在线杂志 2012 年 11 月 23 日报道，澳大利亚木材工

业界与塔斯马尼亚环保主义者近期达成一项协议，终止了双方 30 年来

的争端。根据该协议，塔斯马尼亚超过 50 万 hm2的森林将得到保护（木

材采伐量减少至 14 万 m3），其中 40 万 hm2森林将立即被划入保护区，

另外约 10.8 万 hm2的森林将在 1 年后划入保护区。      （胡延杰） 
 

欧洲木工机械2011年销售增长 
 

国际木材贸易在线杂志 2012 年 12 月 17 日报道，欧洲木工机械行

业年度报告的最新数据显示：欧洲木工机械 2011 年营业额同比增加

10.2%，达到 60 亿欧元，其主要原因是出口强劲。2011 年木工机械出

口量同比增加 31.5%，占生产总量 30%。同年欧洲木工机械的主要出

口市场是亚洲和美国，对亚洲出口超过 10 亿欧元，占出口额一半以上；

对美国出口 5 380 万欧元。在欧洲木工机械销售总额中，德国占有率高

达 42.5%，其次是意大利，占 28.7%。                 （胡延杰） 

【本期责任编辑  白秀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