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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林道发展概述 
李  茗 

 
德国林道建设始于 19 世纪，标志着德国现代化林业开发的起步。

最初的林道狭窄且无覆盖物，主要用于木材的运输。第二次工业革命使

德国林业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当时的林道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远

不能满足伐木作业和木材运输高度机械化的要求。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木材工业进入黄金发展期，木材需求量骤增。

林道建设也随之进入高峰期，仅 1968 年，巴伐利亚州新建林道就接近

500 km。到 20 世纪后期，林道建设大幅度减少，而林道维护和修复的

工作量明显增多。进入 21 世纪，森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得到全

面认识，林道维护成为森林开发的基础性工作，而林道新建工程则须经

过严格审批。 
一、林道基本情况 
德国是全世界林道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根据德国第 2 次森林资

源清查结果，截至 2002 年，德国林道总里程约 125 万 km，林道密度

为 112.6 m/hm2。林道按照用途分为 3 类：一类为干线道路（Ⅰ级林道），

全年通行，年运输量为 500~5 000 m3；二类为支线道路（Ⅱ级林道），

可全年通车或良好条件下（良好天气、干燥期和结冰期）通行，年运输

量 500 m3以下；三类为集材道（Ⅲ级林道），根据需要季节性通行，

运输量较少，道路宽在 3~4 m 以下。 

 行车道（Ⅰ级、Ⅱ级林道） 集材道（Ⅲ级林道） 休憩林道 

林道总长（万 km） 51.2 63.5 6.2 

林道密度（m/hm2） 46.1 57.2 5.6 

德国森林开发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建设最佳的林道网络。20 世纪末，

德国开始限制新建林道，希望将平原地区林道密度控制在 30 m/hm2左

右，山地地区林道密度 20 m/hm2左右。对于林道密度过高的地区，通

常不实施林道新建项目。一方面，因为德国林业经营的整体思路是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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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对森林不必要的人为干预，林道对森林生态系统会产生负面影响，

容易引发森林资源过度开发。另一方面是因为林道建设和维护成本较

高。新建林道对每立方米木材的成本贡献为 3.5~5.5 欧元，而维护林道

的成本贡献仅为 0.5 欧元。与新建林道相比，对林道的维护能够大幅降

低成本。 
二、私有林林道建设补助政策 
德国林业补助政策的核心是在联邦、州、市的联合支持项目机制对

私有林进行补助，即在某一项目框架下联邦政府将资金分配给各州，州

政府按比例配套资金并下发给所辖市，市政府按比例配套资金实施和发

放补助。 
1969 年，德国制定了“改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共同任务规划纲

要，这成为此后林业政策的基础。联邦和州共同开展林业补助，出资比

例为 3꞉2。州政府根据森林法和纲要基本精神，结合本州实际情况制定

补助方针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变化加以调整。 
“改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共同任务规划纲要指出，对于林道开

设（新建、加固和修补）原则上补助 70%左右，在山区等收益条件较

差的地区，可适当提高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总成本的 90%。各州政

府根据纲要和自身情况制定补贴细则。以巴伐利亚州为例，对新建和维

护可供重型货车行驶的林道，州政府给予总成本 60%~90%的补贴。通

常，对新建、扩建以及修复可供重型货车通行的林道补贴标准较高。州

政府对山地林道建设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如萨克森州对于在道路建设难

度较大的山地铺设林道、新建和修复规格较高的林道以及建设连接森林

经营单位的森林公路提供 80%的费用补贴。 
对于因自然灾害发生的林道损坏、阻塞等情况，根据灾害破坏程度，

受灾林主还可通过国家救灾基金、农业发展基金、德国互助基金等途径

申请灾害补助和低息贷款，用于清除和重建林道。 
三、公有林林道建设补助政策 
德国长期以来实行以地方自治为主的林业管理体制，国有林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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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州政府所有。21 世纪初，迫于国有林经营亏损严重的压力，德国开

始大规模开展国有林改革，将国有林管理与经营的职能分开，产生了“巴

伐利亚国有林”、“黑森州国有林”、“巴登-符腾堡州国有林”等一

批国有林经营企业。根据各州制定的林道补助标准，国有林经营企业享

有与其他类型森林经营者同等的权利。 
    为了更好地发挥引导和鼓励作用，德国林业政策对中小林主更加优

惠，对国有林的补助普遍低于中小林主。例如，GAK 共同任务2014-2017
年计划规定，经营面积大于1 000 hm2的森林，林道建设补贴为总支出

的60%，不足1 000 hm2的经营者可获得70%的补贴。森林公园、防护

林等以生态和游憩功能为主的森林大部分为国有林。GAK 支持的重点

领域是发挥运输和连接功能的林道，对游憩林道不予补贴。 
 

全球林业可持续发展的5条经验教训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网站 3 月 18 日报道：如老话所说，不要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森林的整体价值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约 5 亿人

直接依赖森林为生，森林还为全世界人提供食物、水、清新空气和重要

药品。此外，森林还能吸收二氧化碳，遏制气候变化。 
尽管在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地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反对毁林

的成效，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森林仍然受到威胁，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2000-2010年，每年有近 13万 hm2的森林被毁灭。全球森林面积的 30％
已被皆伐，20％的森林已经退化。 

这种困境引出了一系列问题：森林到 2030 年的前景如何？我们是

否正在错失为保证森林能够继续为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所需商品

和服务而保护森林的机会？怎样才能利用森林建立一个蓬勃发展的全

球绿色经济？提出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寻找解决的方案也是必须的。 
在 3 月 5-6 日由“经济学家”杂志举办的世界森林首脑会议上，来

自私营部门、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人讨论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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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和支持全球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讨论中强调了 5 条经验教训，对

妥善管理和保护全球森林十分重要。 
一、认识森林的价值 
导致毁林的根本原因是，森林常常只被看到其眼前的市场价值，而

忽视了森林无偿提供的碳汇、清洁水、食物和娱乐等森林服务功能。目

前，从森林服务获得经济价值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根本性的变革，需

要把“生态系统服务”整合到经济模式中。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在过去的

10 年中已经出现，但一直发展缓慢。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更好地体现

森林价值的办法。 
二、与人民共同管理森林 
对森林进行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期的经济价值，但是怎

样才能确保依靠森林生存的社区能够获益呢？我们必须认识到地方社

区和土著人民的权利，并让他们参与到影响森林的决策过程。这些团体

与森林关系密切，他们可以是森林保护的有效领导者。例如，拉丁美洲

的一些社区正在积极监测他们的森林并制止非法采伐。 
三、停止非法木材贸易 
林产工业的治理可以并应该作为毁林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以可持续

方式满足林产品需求，有利于推动森林管理和林地保护。林业部门强有

力的法律框架是重要的第一步，而全球市场上合法林产品需求的增加，

则是进一步的推动因素，如美国雷斯法案修正案和欧洲木材法规。 
四、森林恢复过程中寻找机会 
森林恢复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可以抵消毁林，并产生额外收益。全

球多达 10 亿 hm2采伐迹地或退化林地可以恢复成森林、林木种植园或

农用林。森林恢复工作能为当地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利益。例如，非洲

重新绿化行动计划（African Re-Greening Initiatives）与越来越多的非

洲农民合作，对自然再生树木进行保护和管理，以建立农林复合系统。 
五、建立新的森林伙伴关系 
为了更好地保护森林，需要林业部门内外共同参与，建立新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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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毁林的主要驱动力存在于林业部门之外。林产品、

农业、采矿、基础设施、医药、金融等行业，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

都可以在森林保护中发挥作用。鼓舞人心的是，多方利益相关者联盟正

在涌现，如加拿大北方森林倡议组织。该组织是非政府组织和林产工业

之间联系的纽带。根据消费品论坛（Consumer Goods Forum）的承诺，

到 2020 年，他们的供应链将实现“零净毁林”。 
森林利益相关者如何对待上述 5 个方面的问题，关系到森林的未

来。查尔斯王子在世界森林首脑会议上发表录像讲话说:不管我们是否

喜欢，森林问题都十分重要。事实上，没有森林，人类将无法继续生存。

现在，我们阐明森林的重要性，推动和扩大森林保护，建立联盟，都是

为了确保森林能够可持续地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  （马文君） 

 

CITES缔约国大会呼吁打击非法采伐和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3 年 3 月 3 日报道：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

易公约（以下简称“CITES”）将于 3 月 3-14 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三年

一度的缔约国大会。来自全球 177 个国家、土著地区、非政府组织和企

业的约 2 000 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将决定如何改善已经实施 40
年的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体制。除此之外，本届会议还将修改 70 份特

定物种贸易规则的提案。其中很多提案反映了全球日益关注的偷猎和非

法贩卖野生动物，过度捕捞和过度森林采伐导致的海洋和森林资源的破

坏以及野生动物犯罪风险。 
公约秘书长 John E. Scanlon 说：“2013 年是 CITES 缔约 40 周

年，也是全球野生动植物保护关键的一年。CITES 以采取有影响有意义

的行动和决策而著称。这次大会成果将对很多动植物的未来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表示：40
年前缔约的 CITES 对当今世界的作用不言而喻。由于自然资源过度开

采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各种物种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然而，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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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效率发展途径、里约+20 会议成果和 CITES 等其它会议成果中抓住

机会的国家，将会加速和扩大环境保护成果和社会与经济成果。  
世界各地区55个国家提交了70份有关更好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包

括用材树种在内的野生动植物种的提案。这些提案反映了全球日益关注

的由于非法或不可持续的物种贸易导致生物多样性加速流失的问题。各

国政府将考虑并接受、拒绝或修改这些提案，缔约国大会将讨论修改

CITES 附录。本届大会还将讨论如下问题：CITES 如何进一步加强打

击象牙和犀牛角以及其他物种的非法贸易；由全球环境基金在国家层面

协助各国政府履行 CITES 规定的义务；CITES 采取的措施对贫困地区

人口生计的潜在影响；以及设立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在 CITES 附录列出的物种中，对可能具有灭绝风险的物种将通过

许可证制度对其进口、出口和再出口加以控制，对已经受到威胁并濒临

灭绝的物种将禁止商业贸易。                          （徐芝生） 

 

美国木材联盟关注加拿大 BC省原木出口政策的调整 

 
加拿大森林对话网（foresttalk.com）2013 年 2 月 26 日报道：美

国木材联盟（U.S. Lumber Coalition）发布消息，对 BC 省最近宣布的

原木出口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对 BC 省将于 3 月 1 日起提高对未加工原

木出口征收的“国内生产替代费”的措施表示高度关注。 
近年来，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北美原木的需求有所增加，国际市

场的原木价格已明显提高。最近宣布的 BC 省沿海地区加强原木出口限

制的措施，将使 BC 省木材生产者以比国际市场价格低得多的价格得到

原木。 
美国木材联盟主席卢克·布罗楚（Luke Brochu）说：实际上，BC

省限制原木出口相当于对 BC 省沿海地区锯材厂给予了隐形补贴，使他

们能够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得原木，从而在美国市场上占有很大的

优势，因为美国锯材厂要按照较高价格来购买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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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省公有或私有林地上采伐的原木在出口前必须要向本地锯材厂

报价。如果有本地木材厂提出以国内当时的原木价格（可能远低于出口

价格）购买，这些木材就不能够出口。而且，即使允许出口，也要征收

“国内生产替代费”。这笔费用往往比 BC 省对在公有林地上采伐立木

而收取的费用要高很多。从 3 月 1 日起，BC 省沿海地区的“国内生产

替代费”将提高 20%。 
在 2006 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的针叶材协议中，美国放弃根据“美

国贸易法”中有关“不公平贸易”的条款对加拿大针叶材进行贸易制裁，

加拿大方面则承诺在加拿大锯材价格低于一定水平时要征收锯材出口

税和实行出口限额。协议的一个重要条款是加拿大各省不得以使价格进

一步背离市场的方式修改木材定价系统。提高“国内生产替代费”不符

合这份贸易协议的要求。 
布罗楚说：“美国木材联盟已经提请美国政府关注此事。我们要求

政府尽快向加拿大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应当毫不犹豫地捍卫美

-加针叶材协议赋予我们的权利。”                     （周吉仲） 
 

加纳的木材产品公共采购政策 
 
加纳商业新闻网（www.ghanabusinessnews.com）2013 年 3 月 3

日消息：在加纳《木材和木制品采购政策草案》咨询会议上，加纳林业

委员会执行主任塞缪尔·贾法里·达蒂（Samuel Afari Dartey）透露，

加纳市场上大约 80%的木材产品出来非法采伐。因此，林业委员会在

建立非法木材监督机制方面需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他说，木材产品采

购政策草案可以在打击非法木材贸易的同时确保更多的合法木材进入

加纳的国内市场，从而为建立高效的木材加工产业创造条件。过去，加

纳的木材工业为众多加纳人提供了生计，但是由于多年来的忽视，这个

产业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新的采购政策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其职能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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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都只购买合法和可持续来源的木材和木制品。木制品的公共采购政策

必须被当作一种新的社会准则，以此来体现加纳林业委员会关于动用政

府的采购权力将非法木材驱逐出国内市场的承诺。 
他对与会者说，除非采取与资源长期共存的策略，否则森林资源的

管理仍将受到挑战。合法木材的供应和森林可持续经营已成为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在这场减轻森林退化及其由此产

生的深远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后果的斗争中，加纳不能袖手旁观。 
达蒂说，采购政策中提出的关于加纳国内木材市场政策的建议遵循

了一系列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使来自合法和可持续经营的森林的

木材在国内市场上实现供需平衡；通过创新、环境和产业之间法规的相

互作用提高国内市场的产品质量。 
加纳林业委员会木材工业发展处负责人指出，国家森林资源可持续

管理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非法采伐和国内市场上非法木材贸易的普遍性

和复杂性。如果现在不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纳的森林资源将面临着

在 20 年内丧失殆尽的危险。 
加纳木材加工业者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几年前曾说道，加纳的森林面

积非常大，但其中的一部分已经租借给了木材公司。由于缺乏监督管理，

加纳这个原来的木材产品净出口国现在需要进口木材产品。加纳的木材

工业面临的这种困难完全是自己造成的。他还指出，木材和木制品的公

共采购政策应当被视为发展加纳木材贸易和木材工业的催化剂，将能够

促进锯材厂改进工作，提高效率。                      （周吉仲） 
 

印尼木材合法性验证体系生效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热带木材市场报告》2013 年 1 月第 1 期报道：

印尼和欧盟已达成一项协议，旨在通过实施自愿伙伴协议（VAP）制止

非法木材贸易。 
为配合 VAP 的执行，印尼出台了强制性的木材合法性验证体系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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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AS）规定，出口木材要通过合法的许可证来证明木材产品符合印

尼木材合法性验证体系的要求。印尼合法性验证体系涵盖 26 种木材产

品，到 2014 年将再增加 14 种木材产品。新增的 14 种木材产品主要是

中小企业生产的手工艺品和二次加工品。 
另外，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FSC）、印尼国家认证（LEI）和泛

欧森林认证（PEFC）等 3 个森林认证体系已在印尼运行。森林认证在

保护印尼森林资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印尼森林认证已经得到了许多机

构和组织如婆罗洲倡议（TB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福特基金

会（Ford Foundation）、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热带森林基金

会（TFF）、多利益方森林计划（MFP）以及许多当地顾问的大力支持。

婆罗洲倡议为 19 家森林经营单位（FMUs）提供了认证服务，涉林面

积约 12 万 hm2。热带森林基金认证了 7 家森林经营单位，森林管理委

员会在 12 个月内已经认证了 6 家森林经营单位。经过印尼国家认证体

系认证的天然林、人工林和社区林分别为 40 万 hm2、97 万 hm2和 2.67
万 hm2。泛欧森林认证在印尼刚刚兴起，最近成立了一个国家级管理机

构——印尼森林认证公司（IFCC）。该机构在森林认证标准和准则方

面已经与各利益方达成共识。                         （谭秀凤） 

 

中国台湾省林业管理机构 
 

中国台湾省的林业主管机构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简称林务

局），其前身是“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林务局”。该局成立于 1945 年，经过

多次改组，1989 年由事业单位和事业预算改制为公务单位和公务预算，

1999 年由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林务局”改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 
林务局设有森林规划、林政管理、集水区治理、造林生产、森林育

乐、保育、秘书、人事、会计、政风 10 个职能部门，并设有 9 个附属

机关，包括新竹、南投、屏东、台东和花莲等 8 个林区管理处和 1 个农

林航空测量所。其主要职责包括：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8%BE%B2%E6%A5%AD%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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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森林、保安林的经营管理及自然生态保育等相关工作的开

展，拟订和督导相关政策、法规的执行； 
——规划和推动国家林道路网体系建设； 
——制定并监督公有林和私有林的经营管理计划； 
——指导和督促林业试验研究计划的实施； 
——组织造林和管理集水区； 
——指定或解除防护林，开展森林保育及水土保持； 
——组织林业教育，推动森林旅游业的发展。 
2012 年，台湾立法委提出按照国际林业管理发展趋势，林务局应

整体移交给“环境部”，但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认为，有关民生方面的林

业管理事务，如农用林、非木质林产品等还应由农业委员会管理，而森

林保育等关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务可以交给“环境部”管理。对此，

双方争论激烈。2013 年，行政院环保署改制为环境资源部后，将并入

相关事业单位而改组升格为“环境资源部森林及保育署”。 （陈 洁） 
 

瑞典宜家公司（IKEA）进军印度家具零售市场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热带木材市场报告》2013 年 3 月第 1 期报道：

瑞典宜家公司（IKEA）计划在印度投资 15 亿欧元（约合 19 亿美元）

设立 25 家门店，出售家居和办公用家具产品。19 亿美元投资预计分为

2 个阶段，先期投资为 7.57 亿美元，其余资金将按照时间安排逐步就

位。宜家进入印度市场的目标是以满足印度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为主。 
按照印度政府要求，数额超过 120 亿卢比（约合 2.18 亿美元）的

外商投资申请，需由印度外商投资促进委员会推荐并上报印度经济事务

内阁委员会审批。目前宜家公司的投资计划书已获外商投资促进委员会

推荐并上报给印度经济事务内阁委员会审批。行业界广泛预计，宜家公

司的投资申请将会得到批准。 
根据印度有关外商投资的规定，外企从印度国内中小企业采购产品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9D%E5%AE%89%E6%9E%9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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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额不得小于其在印度产品销售额的 30%。可以预见，宜家的投资

将提升印度国产人造板和硬木的销售额。                （谭秀凤） 
 

2012 年巴西林产品出口情况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热带木材市场报告》2013 年 1 月第 1 期报道：

巴西林产品（纸浆和纸产品除外）出口量从 2011 年的 74.14 万 m3下

降到 2012 年的 71.89 万 m3，同比下降 3%；出口额从 2011 年的 23 962
亿美元下降到 2012 年的 23 62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 

松木类锯材出口额从 2011 年的 1.705 亿美元下降到 2012 年的

1.579 亿美元，同比下降 7.4%。 
热带锯材出口量从 2011 年的 45.19 万 m3下降到 2012 年的 37.95

万 m3，同比下降 16%；出口额从 2011 年的 2.382 亿美元下降到 2012
年的 1.938 亿美元，同比下降近 19%。 

松木类胶合板出口量从 2011 年的 86.56 万 m3增长到 2012 年的

98.39 万 m3，同比增长 13.7%；出口额从 2011 年的 3.249 亿美元增长

到 2012 年的 3.7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5%。 
热带胶合板出口量从 2011 年的 7.45 万 m3下降到 2012 年的 5.82

万 m3，同比下降 21.9%；出口额从 2011 年的 4 550 万美元减少到 2012
年的 3 620 万美元，同比下降 20.4%。 

木家具出口额从 2011 年的 4.961 亿美元下降到 2012 年的 4.7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4.3%。                             （谭秀凤）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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