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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洲人工林发展概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网站 2013年 5 月发布的《人工林是未来绿

色经济的重要资源》概要介绍了全球及各大洲人工林发展的总体情况。 

全球人工林面积从 1990年的 1.78亿 hm
2
增至 2010年的 2.64亿 hm

2
，

相当于全球森林总面积的 7％。2005-2010 年，人工林面积年均增长约

500万 hm
2
。这种增长主要在亚洲，而在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北美

洲的一些国家，新增造林和再造林面积有所减少，其原因包括地价高、

缺乏财政鼓励以及环境方面的限制。人工林有利于解决当今世界在社会

经济和环境方面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扶贫、粮食安全、可再生能源、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工林

已成为生产林和保护林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估计，人工林可以

满足全球工业原木需求的 1/3~2/3，并且每年可固碳约 15亿 t。全球有

非常广泛的土地可进行森林恢复或造林，但这些活动必须以包括各种土

地利用方式的综合土地利用计划为依据，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新

机制。除土地因素外，资金、劳动力和投资保障机制等对于人工林发展

也是同样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非洲人工林发展状况 

非洲人工林面积为 1 540万 hm
2
，占全球人工林 5.8％。非洲的大多

数木材仍然来自天然林，人工林投资集中于森林覆盖率相对较低的国

家，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南非和苏丹。大多数造林计划

旨在确保工业用材和木材燃料的供应，也有一些造林是为了防治荒漠

化。人工林大部分由外来物种（如松树、桉树、橡胶树、相思树和柚木）

构成，这些树种具有速生性或其他经济性状（如可以生产阿拉伯树胶或

橡胶）。对于那些仅依靠少数几个树种营造人工林的非洲国家，应鼓励

造林树种的多样化以防止病虫害和气候灾害，这样做还有利于保障市场

供应和增加产品多样化。 

人工林经营质量和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森林所有权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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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多数人工林由公共林业机构营造和管理。公有林经营状况一般较

差，原因是国家管理体制不完善、营林工作不到位、财政预算不足及科

研工作跟不上。在所有非洲国家中，科特迪瓦和津巴布韦的公有人工林

经营相对较好。南非、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是私有人工林所占比例较高

的国家。私有林经营状况总体良好，具有较高生产力，而且通常在经营

人工林的同时也经营木材加工厂，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由于木材需求日益增长，在家庭农场营造的小片林地增多。农场林

地（包括不成林的树木）在加纳、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分布非常广泛。这

些小片林地已成为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的重要来源，并且在农村社区的

生计和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计，农场小规模林业还将继续维

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其发展的因素，如：缺乏吸

引投资的激励机制，缺乏配套的林业推广服务，农场林主缺乏林学知识，

造林所用种源的遗传质量差。 

二、亚洲人工林发展状况 

亚洲有 1.23亿 hm
2
人工林，占全球总量的近一半。人工林面积在过

去 10年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计划大幅增加，尤其在中国、印度和越南。

造林目的包括扩大森林资源、保护流域、控制土壤侵蚀和沙漠化以及保

持生物多样性。中国国家林业战略制定了到 2020年新增人工造林 4 000

万 hm
2
的目标。在亚洲，随着越来越多的天然林被禁止用于木材生产，

人工林成为该地区木材的主要来源。未来提高人工林木材供应潜力的主

要途径包括：（1）通过技术措施（如生物技术）提高现有人工林的生产

力；（2）在城区和城郊的空地开展植树造林；（3）发展农场林业，将农

场林作为重要的木材来源之一。有利于农场林业发展的条件包括：土地

使用权保障程度提高，有利于农民从事长周期的森林经营；农业盈利能

力下降，使农主比以前更倾向于弃农从林；木材产品需求量和价格上升

使林业具有较好的盈利前景。 

另外，人工林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正日益被决策者和公众

重视。中国林业政策重心已经开始由木材生产和利用转向提高森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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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功能。中国 2013 年国家发展战略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人工

林将越来越多地发挥保护功能和多种用途。 

三、欧洲人工林发展状况 

欧洲（包括俄罗斯联邦）拥有约 6 900 万 hm
2
人工林，占全球人工

林面积的 26％。在欧洲，对大多数的森林都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经营，森

林类型、树种和森林经营目标都具有极大的差异。与其他地区相比，天

然林和人工林之间的区别不太明显，因为自数百年前天然林被砍伐后就

已经营造了人工林。2000-2010年，欧洲森林面积年均增加 40万 hm
2
，

其中包括使用本地树种营造的人工林和在农业用地经天然更新形成的

森林。由于环境政策的限制，再加上许多小林主更愿意把林木遗留给后

代而不是采伐掉，欧洲将来可能会出现阔叶材供过于求而针叶材供应短

缺。 

许多欧洲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增加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

份额，以应对化石燃料价格上涨，保障能源安全和减缓气候变化。这些

政策使能源用木材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带动大量来自公共部门和私人部

门的生物能源投资，营造大量速生短轮伐期矮林（如杨树人工林）。预

计，油价的上涨将进一步促进能源用木材需求大幅上升。 

欧洲在未来人工林经营中面临的挑战是：应对庞大的私有林主数量

导致的森林分散化（欧盟有 1 600 万个林主）；应对经济危机下的需求

疲软；开发新产品和优化增值链；提高林业部门在生物经济中的作用。 

四、大洋洲人工林发展状况 

大洋洲（主要国家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人工林约 410 万 hm
2
，占

全球人工林面积 1.6％。大洋洲人工林经营历史悠久，这是由于该地区

历史上曾经木材短缺，同时又具有适合桉树和辐射松等速生树种生长的

良好条件。营造人工林的动机是在不破坏天然林的情况下实现木材的可

持续生产。总体上，大洋洲生产的木材不但能够满足本地区需求，还可

大量出口（主要出口中国）。尽管该地区新增造林没有明显增长，但由

于现有人工林生产力的提高，预计木材供应量的增长将持续至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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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财政体制和政策（补贴、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曾经促进了该地区

人工林的发展，但其作用是短期的。虽然目前人工林投资仍有相当大的

发展潜力，但却受到管理体制、土地使用权和产权等问题的制约。人工

林固碳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广大公众的认可，

但人工林投资者却很难通过提供生态服务切实获得回报。 

五、拉丁美洲人工林发展状况 

拉丁美洲拥有约 1 500 万 hm
2
人工林。虽然人工林面积比较小，占

全球人工林面积不足 6％，但在过去 10年中以每年 3.2％的速度增长，

并且预计还将进一步增长。例如，巴西人工林面积预计到 2020 年将翻

一番。在政府的有利政策和金融激励计划的支持下，该地区由私营部门

主导的速生人工林和可再生燃料利用正在走向世界先进行列。有利的政

府政策使拉丁美洲成为本地区和全球纸浆和纸生产者以及包括木材投

资管理机构（TIMOs）在内的北美投资者的首选投资地区。该地区一些

主要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等）的人工林

发展主要特点如下： 

• 增加在提高人工林生产力技术（特别是无性繁殖技术）上的投资，

使人工林每公顷年生长量超过 50 m
3
； 

• 采用桉树、辐射松、火炬松、湿地松和柚木等短轮伐期树种造林，

并进行集约经营； 

• 人工林经营与木材加工相结合，特别是与纸浆、纸和人造板的生

产相结合； 

• 先进的生物技术和有关土地利用的环境立法为减少速生丰产人工

林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做出了积极贡献。 

智利林业部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以科学为基础的人工林可

持续集约化经营。以生产木材为主的人工林为智利林产工业的蓬勃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使林产工业成为智利的第三大出口行业，为促进就业

和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做出显著贡献。智利人工林在减少水土流失和涵养

水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得到国际认证计划的承认。许多营造人工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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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成功地开展了社区支持项目。 

随着粮食、纤维和燃料生产对有限土地资源的争夺不断增强，最近

已有几个拉美国家政府出台了限制在农业用地进行人工林投资的规定。

有些人工林经营公司是许多年前以低廉成本购置的土地，因此仍然可获

得优异的投资回报；新投资人工林的公司因土地成本较高回报率有所下

降，但仍然高于许多其它行业的资产回报率。 

六、北美洲人工林发展状况 

北美人工林约 3 750 万 hm
2
，约占全球人工林面积 14％。美国、墨

西哥、加拿大的人工林面积分别占本国森林总面积的 8％、5％和 3％。

这 3个国家人工林面积均呈小幅上升趋势。然而，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

对森林健康的威胁。在加拿大和美国，森林火灾和虫害（如松甲虫）的

灾害程度和发生频率上升，而气候变化导致的长期干旱进一步加剧了这

些森林灾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林地所有权模式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出现

了木材投资管理机构（TIMOs）等大规模林地所有者，人工林经营集约

化程度提高，花旗松林和南方松林的生产力大幅增长，轮伐期缩短。美

国南部地区制浆造纸业和西北部地区锯材、胶合板和定向刨花板工业的

繁荣都带动了美国人工林投资规模的提升。但是，尽管林业部门对整体

经济的贡献很大，但生态系统服务市场的发展还有待加强。 （徐芝生） 

 

为生物燃料采伐树木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www.eic.or.jp/news/）2013年8月26日消

息，荷兰环境评估局（PBL）发布研究结果称，如果将采伐的树木用于

生产生物燃料的原料，那么在生产出生物燃料并发挥减排作用之前，会

有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过程。如果是以作物残渣及木质废弃物为

原料的生物燃料，这个缺点就不存在或者很小。 

幼龄树木如果不被采伐，在其生长过程中可以持续地固定大量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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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因此，要取得碳收支平衡，用于生物能源的最好是等到树木寿

命结束，被吸收的二氧化碳尽可能地长期贮存在树木中。而且，树木采

伐及间伐后残留在林内的木材剩余物，会慢慢地分解，一方面有助于生

物多样性及土壤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二氧化碳释放

到大气中。这些剩余物如果作为能源燃烧，短时间内与分解相比会更快

地提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生物能源作为能源其效率要低于化石燃

料。因此，要想通过使用生物燃料真正实现削减二氧化碳，需要几年甚

至是几十年。 

如果可再生能源和削减温室气体的政策目标过于激进（超过了度），

就有可能导致对森林的树木剩余物或树木本身的需求增大。这意味着，

树木作为能源原料将很快不能使用，很难扩大木质生物量的使用。 

现在，欧洲委员会正在准备固型生物能源的可持续标准。PBL称，

为防止以削减二氧化碳为目标的气候政策反而导致了使排放量增加的

结果，制定这样一个标准是必不可少的。                （白秀萍） 

 

天然林禁伐令在哥斯达黎加发挥作用 

 

国际热带雨林与环境保护网站（mongabay.com）2003年 8月 5日报

道：发表在《环境研究通讯》（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上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哥斯达黎加禁止皆伐天然林的法令对于鼓励农业

向非林地扩展发挥了作用。 

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修·费根（Matthew Fagan）牵头进行的这项研

究，依据的是在哥斯达黎加北部低地经过实地测量校准的卫星数据。研

究发现自从哥斯达黎加在 1996 年实行禁止将天然林转化为农业用地的

政策以来，尽管农业发展得很快，但是原始林的年损失量却减少了 40%。

这种结果说明哥斯达黎加在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对森林进行了有效的

保护。 

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观察到在天然林禁伐令实施以后，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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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损失率从过去的 2.2%降至 1.2%。天然林地改作菠萝和其他农作物

种植园的比例也从 16.4%降至 1.9%。在实行禁伐令以后，菠萝和其他农

作物种植占用的大部分是牧场、人工林和次生林。 

费根及其同事观察到，这个禁伐令对于阻止大规模农业产业向天然

林区扩展似乎特别有效，但对阻止林地改为牧场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费根等人认为，哥斯达黎加北部的森林保护可能减缓了森林的损

失，而且成功地将农作物种植用地的发展目标引导向天然林区以外的地

区。这种结果说明禁止毁林的法令对天然林保护的效果好于对次生林的

保护效果，而且针对森林皆伐后改为大规模农业种植园和牧场，禁伐令

对前者的限制更加有效。 

这些研究结论似乎违背了人们的直觉，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大规模

农业种植业比养殖业的利润更大，所以更容易铤而走险。但这些研究结

论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得到印证。一种解释是哥斯达黎加北部大规模的菠

萝和香蕉种植业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因而人们就不太愿意冒险从事

非法活动。卫星影像常被用于监督检查大规模的土地利用活动，所以非

法利用土地的行为非常容易被发现。另外，因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供

应出口市场，而出口市场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和农作物产品来源的追溯比

较严格，所以这些种植业者都要避免通过砍伐雨林开辟农田。而畜牧业

往往规模较小，而且其产品都是在国内消费，所以对禁伐令就不太重视。 

与以内销为主的畜牧业相比，哥斯达黎加北部以出口为导向的香蕉

和菠萝种植业对他们的产品品牌遭到抵制和诋毁更加敏感。而且大规模

生产者对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压力也比较重视。 

另外，该报告还指出了集约化农业经营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哥

斯达黎加的集约农业已经扩展到非保护林区，其中包括湿地和次生林。

研究人员认为，从生态的角度看，集约化农业不是一种好的选择。集约

化农业生产方式比牧场这种集约化程度低的景观更缺乏栖息地连通性，

而且农药的使用对于兽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境也是非常危险的。在哥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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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加，菠萝和香蕉生产严重依赖于化肥和农药。这些农业化学品会使水

质退化，破坏下游的生态系统，山地森林也会受到农药污染。（周吉仲） 

 

FAO 向乌干达提供森林统计和制图技术 

 

全非洲网（allafrica.com）2013 年 8 月 12日消息：FAO 最近向乌

干达提供了一种有助于提高该国林业统计和土地覆盖绘图水平的新的

制图技术。 

森林和林产品对于乌干达很多社区的生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

新的技术及采用这种技术所获取的信息不仅将帮助乌干达政府避免不

当的森林用途转换以及防止森林生产力和保护功能的退化，而且有助于

监督国家的森林资源和制定长远的林业政策和投资政策。 

过去，乌干达林业部门的管理一直受制于缺乏可靠的数据。尽管遥

感技术和卫星数据自由获取方面的新进展为生成森林面积数据提供了

便利，但像乌干达国家林业局这样的用户是没有能力享受到这种成果

的，因为光是软件的费用就高达数万美元。然而，采用 FAO的这项技术

不需要大笔的投资。 

为了更新乌干达的土地覆盖图，FAO和乌干达国家林业局在最近举

行的为期 1 周的遥感图像处理培训班上共同完成了对图像的分类和统

计。乌干达国家林业局的成员学会了使用开放源码的图像处理工具来完

成工作任务。 

乌干达国家林业局地理信息系统制图协调员迪西（John Diisi）说：

“这次培训解决了我们的一个最大问题，使我们能够开始绘制全国的土

地覆盖图。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FAO的遥感专家林德奎斯特（Erik Lindquist）说：“免费得到高质

量的图像，再加上开放源码的图像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和其他统计工具，

使得实用性和灵活性都有惊人的提高。现在，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引进并

使用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在不增加合作单位软件成本的前提下提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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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效。对于世界各国财力有限的林业机构来说，通过小投资取得大成

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这种努力说明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灵活地利用

有限的资源可以得到巨大的好处。”                     （周吉仲） 

 

墨西哥社区林业将获国际低息贷款支持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2013 年 7月 24日报道：国际气候

投资基金（CIF）将向墨西哥社区林业企业提供支持，这有助于应对气

候变化和帮助墨西哥林区居民改善生计。CIF 于 2008年由非洲开发银行

（AFDB）、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泛美开发

银行（IDB）和世界银行联合成立，宗旨是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筹措资金，其资金通过这 5家银行发放。 

墨西哥 60％的森林由社区管理，从业人数约 1 300万人，其中约有

一半是土著居民。社区森林一般为多种用途林，能够提供社区所需要的

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在森林可持续经营方面具有较好的表现。然而，社

区林业企业面临无法获得足够贷款和投资的困境。为此，墨西哥政府制

订了森林投资计划，以便为社区林业企业争取到由 IDB通过 CIF森林投

资项目发放的低息贷款。IDB已决定支持墨西哥林业投资计划，并将向

墨西哥社区林业企业发放单笔额度为 800-3 000美元不等的小额贷款。

预计 IDB低息贷款项目可使社区林业企业的利润每年增加 6％，并总计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 2.8万 t碳当量。                    （徐芝生） 

 

日本林业劳动力动向分析 

 

日本政府于 2013年 6月 7日公布了《2012年森林、林业白皮书》，

书中分析了日本林业劳动力的发展动向。 

在日本的国情调查中，衡量林业劳动力动向的指标主要有“林业就

业人数”和“林业从业人数”。前者是指在日本“标准产业分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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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事业体的就业者，包含在森林内从事现场作业的人及管理人员

和后勤人员；后者则不受产业分类限制，在森林内从事现场作业的人，

也包括“林业”以外的如“木材、木制品制造业（家具除外）”的就业

者，但不包括林业事业体等的管理人员。 

从日本“林业就业人数”的变化看，在长期处于减少的趋势之后，

从 2005 年的 4.66 万人增至 2010 年的 6.85 万人。根据 2010 年国情调

查，与 2005 年相比，2010 年林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主要是因为 2007

年“日本标准产业分类”的修改使 2005 年以前被分类为“林业”之外

的部分就业者从 2010年调查开始时重新被归纳到“林业”的分类中。 

从“林业从业人数”的变化看，同样在经历长期减少的趋势之后，

从 2005年的近 5.22万人继续减少到 2010年的 5.05万人。由于“林业

从业人数”没有受到“日本标准产业分类”的影响，因此可以由此推测

林业劳动总人数的动向。 

从“林业从业者”各产业分类详细情况来看，在 2005 年被分类到

“林业”的从业者为 3.38万人，被分类到“林业”以外的从业者为 1.83

万人，而由于 2010 年分类的变更，分别为 4.60万人和 4 500人。由此

可以清楚看出，随着“日本标准产业分类”的变更，之前一部分“林业”

以外的从业者被纳入“林业”统计。 

以上可以看出，林业劳动者的数量，尽管长期以来处于减少的趋势，

但最近减少速度放缓，出现停止减少的兆头，但仍然没有达到由减少转

变为增加。                                           （赵晓迪） 

 

德国正在调查涉嫌违反欧盟木材法案的刚果（金）木材 

 

据 Euwid 杂志网站（www.euwid-wood-products.com）2013 年 8

月 14 日报道，德国日前查获了 3 批从刚果（金）运抵的涉嫌违法的非

洲崖豆木，德国欧盟木材法案（EUTR）主管机构联邦农业和食品办公



 12 

室（BLE）正在调查这起事件。BLE 称，这批木材是在德国北部的一处

锯木厂发现的，目前正处于窑干或熏蒸的流程中，并未叫停加工程序。

但 BLE 已经对进口商下达了强制清理命令，这意味着这批木材将不能

被加工及出售。即使 BLE 最终将木材没收，进口商也必须要支付干燥

和熏蒸费用。 

另据欧洲木材贸易联合会网站报道，根据比利时方面和绿色和平组

织提供的信息，这 3 批木材经由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最终运至几个德国采

购处。绿色和平称，这些木材在刚果（金）的来源是非法的，违反了

EUTR 规定。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报道称，这批木材被 NGO 从

源头追踪到比利时，在安特卫普港交付瑞士贸易商。由于瑞士不属于欧

盟国家，EUTR 对其不适用，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报道引用了绿色和

平的观点，认为 EUTR 没有被有效执行。                 （李 茗） 

 

英国木材工业积极应对欧盟木材法规 

 

国际木材贸易在线杂志（www.ttjonline.com）2013年 5 月 17日消

息：英国木材贸易联盟执行主任 John White 表示，英国木材工业已做

好满足欧盟木材法规（EUTR）要求的准备,目前所做的一切包括尽职调

查体系已相当完善，目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这样规划并实施了一系

列法规来满足 EUTR 要求，并且这些做法已得到欧盟木材法规政策机构

的认可。英国木材贸易联盟的做法也得到英政府的认可和支持，7 月 1

日生效的《建筑产品法规》明确规定支持产品的环境声明。 （胡延杰）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