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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私有林保有现状与经营动向 

森林破碎化导致物种灭绝率更高 

哥斯达黎加将成为第一个出售林业碳信贷的发展中国家 

2012 年巴西亚马孙森林滥砍滥伐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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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实施《国家绿色增长行动计划》 

马来西亚为获取木材和棕榈油皆伐森林保护区 

中国绿色家居材料 3G 标准出台 

 



日本私有林保有现状与经营动向 

 

日本林野厅 2013 年 6 月 7 日发布了《2012 年度森林林业白皮书》，

其中第5章概述了日本林业在小林主占多数的所有制结构下私有林经营

的现状与动向。 

一、私有林保有现状 

据《2010 年世界农林业调查》（简称 2010 农林业调查），全国森林

面积中私有林占 60%，国有林占 30%，公有林占 10%。私有林占人工林

总蓄积的约 70%，在林业生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掌握私有林的林业结构，农林业调查以林户和林业经营体为基本

单位对私有林实况进行了调查。所谓林户，就是保有森林 1 hm
2
以上的

家庭。所谓林业经营体是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①保有山林 3 万 hm
2

以上且在过去 5年开展林业作业或制定了森林经营计划、②接受委托开

展育林活动或者③通过接受委托生产及购买立木的方式在过去1年生产

木材 200 m
3
以上。 

在日本私有林中，保有山林面积小的林主占多数，山林面积的一大

半被拥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大林主占有。根据此项调查，全国共有林户约

91 万户，保有山林面积合计 521 万 hm
2
。其中，90%的林主保有山林面积

不足 10 hm
2
，其余 10%的保有山林 10 hm

2
以上的大林主，占有了林户保

有森林面积的近 60%（301 万 hm
2
）。 

另外，全国约有林业经营体 14 万个，保有山林面积合计 518 万 hm
2
。

其中，按家庭（不管有无雇用劳动力）从事林业的家族林业经营体约 12.6

万个，占林业经营体总数的 90%。从占有山林规模看，占有山林不足 10 

hm
2
的林业经营体约占林业经营体总数的 60%，而占有山林 100 hm

2
以上

的经营体仅有 3%，却占有山林 356 万 hm
2
，相当于经营体保有山林面积

的约 70%。 

近年，在森林所在地以外的城市居住的林主（不在村林主）正在增

多。2005 年调查时，不在村林主保有的森林面积占私有林面积 2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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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约 40%由居住在森林所在地（都道府县）以外的人所占有。另据 2010

农林业调查，家族林业经营体的林主约 70%为 60 岁以上。林主高龄化正

在进展。 

二、林业经营体动向 

1.整体动向 

日本私有林的森林作业由林户、森林组合和民间事业体进行。其中，

森林组合和民间事业体又被称为林业事业体，主要通过接受林主委托或

购买立木的方式承担着造林、采伐等森林作业。 

据 2010 农林业调查，森林组合在植树、割灌、间伐等森林作业中

承担了全国接受委托经营面积的 50%以上，是森林经营的主要力量。民

间事业体承担了主伐的约 70%，是以木材生产为主的重要力量。 

在接受委托开展的间伐面积中，森林组合和民间事业体 2005 年各

占 66%和 18%，到 2010 年各占 52%和 33%，森林组合仍占间伐面积的 50%

以上，但民间事业体占有率正在上升。在接受委托开展的主伐面积中，

森林组合和民间事业体 2005 年各占 16%和 58%，到 2010 年各占 10%和

67%，民间事业体的占有率从近 60%上升至近 70%，森林组合占有率正在

下降。 

    （1）生产规模较大的林业经营体占有率上升 

    据 2010 农林业调查，从 2009 年 2 月到 2010 年 1 月，在整个林业

经营体中从事木材生产的经营体约占 9%，超过 1.29 万个，合计生产木

材约 1 562 万 m
3
，相当于 2009 年全国木材生产量（1 662 万 m

3
）的约

90%。在从事木材生产的林业经营体中，有 3 399 个经营体是通过接受

委托或购买立木从事木材生产的，合计生产木材 1 092 万 m
3
。 

生产规模较大的林业经营体在木材生产量中的占有率正在提高。年

产量 5 000 m
3 
以上的林业经营体年产木材在林业经营体木材总产量中的

占有率已从 2005 年的 64%提高到 2010 年的 75%。而且，从木材生产效

率看，林业经营体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规模越小生产效率越低。这

是由于规模小的林业经营体机械化较落后等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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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部分林户不依靠林业某生 

在日本，大部分林户不依靠林业某生。 

农林水产省《林业经营统计调查》显示，在保有山林 20 hm
2
以上并

通过家族经营从事森林作业的林业经营体，2008 年度的林业粗收益为

178 万日元，扣除林业经营成本后的林业所得为 10 万日元。 

根据 2010 年世界农林业调查，在大约 12.6 万个家族林业经营体中，

2009 年 2 月至 2010 年 1 月销售了林产品的经营体约有 1.3 万个，仅占

11%。另据 2010 年农林水产省林业经营意向调查，在被调查的 1 013 人

中回答“每年有木材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木材销售”的只有 51

人，仅占被调查人数的 5%。 

    2.林户动向 

（1）林户作业以间伐和抚育为主 

林户开展的森林作业主要是间伐和抚育，主伐的积极性不高。 

根据 2010 年农林业调查，在家族林业经营体中，过去 5 年对保有

山林进行种植、割灌、间伐、主伐等作业的人约占全体 80%，其中 50%

以上开展了割灌或间伐，4%进行了主伐，12%进行了造林。这是由于森

林吸收二氧化碳对策的推进增加了间伐及抚育作业量，而木材价格低落

及育林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主伐减少，造林也很少。另据 2010 年意向

调查，有 23%的人“预定开展主伐”，60%的人“不准备开展主伐”，16%

的人回答“没有可以主伐的山林”。林主实施主伐的积极性很低。 

    （2）小林主经营积极性不高 

保有山林面积小的林户，对森林作业积极性越来越低。 

根据 2010 年意向调查，当问到今后 5 年是否开展森林作业时，保

有山林 1~20 hm2
的林户有 69%回答:“有需要作业的山林但不准备开展

作业”。对于今后林业经营意向的提问，77%的林户回答:“保有山林但

不打算开展经营”。可见，亲自经营森林的林户减少，即使开展森林经

营，一般也是委托给林业事业体等。 

    （3）遗产继承后森林的持续经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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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拥有大规模森林的家庭在划分遗产时，将森林零碎化，缩

小了经营规模，也有继承人放弃林业经营等案例。据 2010 年意向调查，

不论拥有的森林规模大或小，很多林户希望“采取措施稳定木材价格”，

但 500 hm
2
以上的林户回答“减轻继承税和赠与税负担”的占 53%。 

较大规模森林所有者的整体倾向是开展作业的积极性较高，今后可

期待成为森林作业集约化的主力。因此，创造一个使这些有意愿的林户

作为继承者能够顺利地继承经营的环境很重要。 

从日本的情况可见，日本私有林保有现状和动向存在着 3个特点：

1）小林主占多数；2）不在村林主正在增加；3）林主高龄化趋势明显。

这 3个特点正说明日本私有林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经营规模小和

分散化、森林经营收益无法抵偿成本而逐渐走向衰退。 

从日本私有林的经营情况可见，全国木材产量的 66%和林业经营体

产材量的 70%，是通过接受委托或购买立木的方式由木材生产经营体生

产的。形成一定规模的林业经营体在木材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相反，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因机械化落后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从木材生产

主要通过委托或购买立木的方式可见，与一家一户的经营相比，规模化

经营正在加快。                                      （白秀萍） 

 

森林破碎化导致物种灭绝率更高 

 

2013 年 8 月 13 日国际热带林和环保网站（mongabay.com）消息：

《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2013 年 6 月第 110 卷第 31 期发表了赫尔辛

基大学伊尔卡•汉斯基（Ilkka Hanski）教授等撰写的研究论文，题目

为 “ 物 种 - 碎 化 生 境 面 积 关 系 ”（“ Species-fragmented area 

relationship”）。文章指出，全球物种所陷危险的境况比普遍想象的还

要严重。这篇论文重新评估了科学家是如何估算物种灭绝率的。评估新

模型首次把森林斑块对物种灭绝率的影响考虑在内，填补了空白。 

森林破碎化(Forest Fragmentation) 指任何导致连续的森林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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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被非林地分割的森林斑块的过程。 

热带森林中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的物种。但世界上许多的热带森林

已被削减成斑块：一块一快小的森林岛屿，他们被分割开来，不再与大

的栖息地相互连接。根据该篇论文的研究，局限于森林斑块中的物种消

失的可能性要更高。 

该文的主要作者伊尔卡•汉斯基教授向国际热带林和环保网站解

释，许多森林地区，如南美大西洋森林（Atlantic Forest），已被减少

到只是其原始范围的一小部分，而这些森林就是典型的高度破碎的森林

斑块。该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还是无视生境破

碎化的影响，那他们可能就会低估物种灭绝的程度。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使用被称为“物种-面积关系”

（species-area relationship，SAR）的模型来估算当栖息地面积失去

时究竟有多少物种将会消失。根据传统的 SAR 模型估算，如果 90％的森

林被毁，大约一半的物种将会消失，尽管它还需要几代才会消失。但该

模型只是评判剩余土地的总面积，而不是评判剩余的土地是否是一大块

还是几个互不相连的斑块。因为一些被困在森林破碎化生境中的物种更

易灭绝。 

在这篇文章中汉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写到，“对那些不能很好地适应

支离破碎高度分散的生境生活的物种群落，传统的 SAR 模型低估了物种

灭绝的数量。” “当生活在个体生境碎块中的本地生物群落面临灭绝的

时候，生境破碎化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灭绝风险随着生

境碎块的缩小而加大。” 

研究人员在理论上采用“物种-碎化生境面积关系”的模型，并把

它应用到评估大西洋沿岸森林的鸟类物种中。曾经包含了整个巴西海岸

线的大西洋沿岸森林如今仍然留存的只有不足 7%，而留存的大部分森林

却生存在小且互不相连的破碎化生境中。 

研究发现，当留存的森林相对较小即不足总面积的 20％时，由于高

度破碎化的生境，濒临灭绝的物种数量增加了。此外，当只有约 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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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时，多数以森林为家的动物和鸟类就不再能够长期生存了。风灾、

火灾、过度捕猎也易于造成对破碎化森林的损坏。当然，大西洋沿岸森

林并不是唯一遭受严重破碎化的热带森林。在东南亚，由于为获取棕榈

油、橡胶、纸浆和造纸而种植单一作物以及农业生产和城市化等原因，

热带雨林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也存在这个问题，农业

生产已经把许多物种逼迫到狭小的森林斑块中了，特别是在东非沿海和

山区。 

美国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杜克大学生态保护学教授斯图尔特•皮姆

（Stuart Pimm），在物种-面积关系的研究领域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告

诉国际热带林和环保网站，他同意本文的研究结果，尽管他并不是这篇

论文的作者。皮姆教授认为，人们必须明白生境破碎化在加速物种灭绝

中所起的作用。从先驱汤姆•洛夫乔伊（美国生物学家）在亚马孙的开

创性工作到他自己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得知，碎化的生境越小，丧失的

物种就越多，而且丧失的速度就越快。  

皮姆说，这篇新的论文把小范围分布的物种考虑了进来，即那些在

狭小栖息地生存的动物。当森林破碎化时，它们面临的风险更大。分布

很广的物种与小范围分布的物种相比，后者更容易被毁灭，因此，标出

小范围分布的物种的位置更为重要。                      （张建华） 

                             

哥斯达黎加将成为第一个出售林业碳信贷的发展中国家 

 

2013 年 9 月 11 日森林合作伙伴关系（www.cpfweb.org/en/）消息：

9月 10 日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政府和森林碳伙伴基金

（FCPF）宣布签署了高达 6 300 万美元的碳减排支付协定（Emission 

Reductions Payment Agreement，ERPA）。这将使哥斯达黎加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为保护其森林、使退化土地更新、为可持续的景观和生计扩大

农林系统而获取大额补偿的国家。 

意向书的签字仪式由哥斯达黎加总统劳拉•钦奇利亚（L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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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chilla）和世界银行驻哥斯达黎加代表 Fabrizio Zarcone 主持。

由哥斯达黎加环境和能源部部长勒内•卡斯特罗（Rene Castro），世界

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部的部门经理劳伦特•米塞拉

提（Laurent Msellati）共同签署。 

FCPF 承诺出资高达 6 300 万美元购买哥斯达黎加的碳减排（俗称碳

信贷）。哥斯达黎加的提议将有助于满足那些参与环境服务支付计划

（the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的其他的土地拥

有者的需求，使约 34 万 hm
2
私人领地上以及土著居民领地上的森林受到

保护和更新。 

卡斯特罗说，减少由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REDD+）使 PES

计划更显重要。哥斯达黎加环境与能源部的国家林业基金会（FONAFIFO）

自 1997 年以来一直负责管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将有助于哥斯达黎加

制定其到2021年成为第一个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战略。 

拟议的 REDD+计划首次在准国家级实施并且是迄今最大的计划之

一。这个计划最大的不同之处是 10%的目标面积将在哥斯达黎加土著居

民的领地上。布里布里（Bribri）土著领地的代表卡洛斯•卡斯坎特说，

这是土著地区首次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且根据他们自己的世界观

获取 REDD+信息。此外，他们将有时间和空间来确定自己参与到 REDD+

其中，而 REDD+将是哥斯达黎加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在保护热带雨林、探索创新方法改变发展之路和追求可持续绿色增

长的方面，哥斯达黎加一直处于全球先锋行列。此外，哥斯达黎加 2021

年实现碳零排放国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要依赖于更好地管理林地和农业

用地，其中约 80％碳减排预计将来自林地和农业用地。 

世行代表 Fabrizio Zarcone 说，世行期待新的举措将非常有助于

对哥斯达黎加全面管理森林和农业景观。REDD+计划与哥斯达黎加低碳

经济增长和生态竞争战略的国家气候变化战略完全一致。世行也会资助

哥斯达黎加的其他举措，如通过促进在新的住宅建筑和商业建筑中增加

认证木材产品的使用，并为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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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对于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探索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1995 年开始进行 PES 计划，成为全球环境服务支付项目的先导，并在

1996 年生效的《森林法》中做出详细规定。后又几经调整，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法律体系，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

验，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卡斯特罗 3 月 26 日在北京访问时表示，在

GDP 保持增长的情况下，哥斯达黎加有望在 2021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他

强调，哥斯达黎加在能源消耗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做到碳排放改善的秘诀

之一就是极高的森林覆盖率。 

哥斯达黎加是 REDD+概念的早期采用者，作为雨林联盟的创始人之

一，在 2005 年正式形成 REDD+的概念，而且也是第一个把 REDD+概念运

用在国际气候谈判议程上的国家。 

目前，通过建立一个灵活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国内碳市场，哥斯达

黎加正在从包括交通运输、工业和住房等各个部门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

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向私营部门提供财政激励以鼓励其向低排放技术

投资，并制定国家的生态竞争战略。                     （张建华） 

 

2012 年巴西亚马孙森林滥砍滥伐加重 

 

国际热带林和环保网站（mongabay.com） 2013 年 9 月 12 日消息：

根据近期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公布的卫星数据显示，在过去一

年，巴西亚马孙雨林的滥砍滥伐呈显著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巴西在这片

全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亚马孙热带雨林面积的 60％多在巴西境内）所

开展的打击毁林斗争遇到了挫折。 

INPE 每月毁林警报系统（DETER）收集的数据显示，在 2012 年 8 月

1日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亚马孙森林破坏同比上升了 34%。 

与巴西独立的非政府组织Imazon(亚马孙人类及环境研究中心)8月

公布的数据相比，INPE 公布的数据还不够引人注目。Imazon 毁林跟踪

系统显示，同期毁林上升了 92％。然而，INPE 数据只被认为是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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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因为他们源于近实时分辨率相对较低的毁林检测系统，只能测量

面积大于 25 hm
2
的森林砍伐。而更精确的数据（基于更高分辨率的

Landsat 遥感影像可监测下至面积为 6.25 hm
2
的毁林情况）通常在 12

月或 1月发布。 

尽管如此，低分辨率的数据一般可用于确定趋势。在过去 4年中的

3年，DETER 数据准确预测了当年毁林的上升或下降。例如，2012 年 DETER

数据显示，2011-2012 年度亚马孙雨林森林滥砍滥伐下降了 23％，而最

终数据是下降了 29％。 

INPE 最新数据也并不全都是坏消息。2013 年 8 月的森林滥砍滥伐

比 2012 年 8 月低 45％。此外，2012-2013 年巴西亚马孙最终毁林数据

预计仍远低于 5年前的水平。 

根据巴西政府的国家气候计划，2013 年亚马孙森林砍伐的目标要控

制在 8 000 万 km
2
以内，2014 年下降到 5 586 km

2
。2008 年巴西政府承

诺在未来 10 年将亚马孙雨林的砍伐面积减少 80%。         （张建华） 

 

瑞典和波兰向越南分享环境保护与管理经验 

 

越通社（VNA）2013 年 9 月 20 日消息：越南与瑞典环境技术合作中

心同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联合举行题为“共同管理水资源、废弃物和

能源三方合作”研讨会。这是 2013 年欧洲绿色经营模型会议暨博览会

（Green-Biz 2013）框架内的活动之一。来自国内外 100 多名管理者、

科学家和企业代表等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代表分享有关越南的法律政策、合作机制与机遇等的信息，旨

在促进管理者、科学家和企业的合作。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介绍了适合

在越南应用的供水和污水处理、再生能源和生物沼气生产以及环境保护

和管理等方面较为全面的环境保护措施。此外，研讨会还介绍了瑞典的

若干财政机制，旨在向越南提供试验经费和进行技术转让等。  

当天，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还与波兰驻越南大使馆联合举行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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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越南的经营商机”研讨会。会上，波兰企业和越南相关部

门分享了治理大气污染、处理污水及工业废弃物、能源回收、再生能源

开发等领域的管理经验并推介了有关的新技术。波兰企业希望在越南寻

找合作机会，愿向越南提供技术支持和进行技术转让，协助越南实现可

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                            （张建华） 

                                             

 越南实施《国家绿色增长行动计划》 

 

越通社（VNA）2013 年 9 月 4 日消息：越南政府总理刚批准了《国

家绿色增长战略》，提出了下一阶段任务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节约能

源、保护环境、保障社会公正与进步，并据该战略提出了 2013-2020 年

《国家绿色增长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旨在实现 3 大目标：1）进行结构重组并完善政策机

制，鼓励各产业提高能源和自然资源使用效率；2）注重科研工作并广

泛应用先进技术，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尤其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3）通过建立绿色基地和树立善待环境的生活方式，

在工业、农业、绿色服务等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国民生活质量。  

《行动计划》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和促进绿色能

源和再生能源利用率，提出在主要产业将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年均减

少 1%至 1.5%，温室气体排放比 2010 年减少 8%至 10%等指标。（张建华） 

            

马来西亚为获取木材和棕榈油皆伐森林保护区 

 

国际热带林和环保网站（mongabay.com）2013 年 9 月 26 日消息：7

月马来西亚霹雳州（马来半岛的 11 个州当中第三大州）Bikam 永久森林

保护区被解除保护，允许森林皆伐以种植油棕榈。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

每个州的州长有权对保护区解除保护，无需得到法律支持，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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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通知公众。森林被伐之后，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FRIM）才宣布，

马来半岛上最后的 Dipterocarpus coriaceus（龙脑香属）立地分布在

Bikam 永久森林保护区。D.coriaceus 是一种粗大的硬木树，被列入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极度濒危的红色名录。现在，据说该物种在马来

西亚已灭绝，但仍可能在印尼发现。然而，占地 400 hm
2
的 Bikam 森林

保护区被解除保护并不异常，因为自 2009 年以来马来西亚西北部州超

过 9 000 hm
2
的永久森林被解除保护。解除保护区造成的不只是树木被

毁，还使受保护的哺乳动物和鸟类陷入危机并且解除保护区也危及到了

集水区。                                              （张建华） 

                                                

中国绿色家居材料 3G 标准出台 

 

ITTO《热带木材市场报告》2013 年 9 月第 17 卷第 17 期报道：9月

3 日，由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绿色家居环境技术委员会、中国人造板流通

联盟等共同制定的“绿色家居材料 3G 标识”标准出台。5家企业被授权

成为首批使用绿色家居材料“3G 标识”的企业。目前《绿色板材采购标

准》已经通过中国商务部审核通过，并将于 12 月 1日正式实施。 

3G 标准正式实施之后，木地板、家具的甲醛排放是否超标，中国的

消费者仅查看产品外的“环保等级”标签便能辨识。“3G 标识”明确标

注了家居材料中甲醛、易挥发性有机物的检出值，分为 3个环保等级，

G1、G2 和 G3。其中，G1 标识显示家居材料中未检测出甲醛排放，环保

等级最高，其有害物质释放量远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张建华）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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