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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林业政策概述 

WWF 在欧洲 12 国发起保护自然的欧洲绿色心脏倡议 

欧洲复兴和发展银行与粮农组织联手为俄罗斯远东林业可持

续发展投资 

非洲国家就遏制刚果盆地非法木材贸易达成共识 

越南林业部门机构重组迫在眉睫 

非洲狮在乌干达国家公园即将消失 

欧洲林业研究所（EFI）建立“森林的未来”网络 

厄瓜多尔与德国和挪威签署森林碳减排支付协定 



印度林业政策概述 

吴水荣 

 

印度最早的林业政策颁布于 1894 年，它强调通过法律程序处理林

地争端问题以满足人们对森林的需求，同时，森林保护也是森林管理的

首要任务，要达到公众对森林的需求，需要将生态保护与造林管理结合

起来。1952 年印度独立之后对林业政策进行了修订，1988 年进行了再

次修订，并沿用至今。 

一、国家林业政策 

1988 年的国家林业政策是印度林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政策强调

森林保护、可持续利用和人民的参与，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保护印度的自

然资源，实现环境稳定和生态平衡。该政策实现了 3个重要的转变：一

是从政府制定和执行的全国统一的林业政策转向鼓励各方，特别是乡村

社区，参与制定和执行林业政策，使林业发展与乡村发展相结合；二是

从制定孤立的林业政策转向制定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协

同政策，使林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三是将森林管

理从追求木材的持续产量转向可持续森林经营，从而全面发挥森林的社

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该政策还兼顾国家林业政策与国际间的利益相协

调，以寻求全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 

2003 年，印度成立了国家林业委员会，审查和评估国家政策和法律

对森林、当地森林社区的影响，并建议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

全。该委员会提出了 300 多项建议，主要包括：（1）必须寻求适合的农

村和畜牧业的发展政策，以解决当地社区所能承受的牛饲料和放牧的需

要，同时避免减少当地的森林覆盖率；（2）政府应该与矿业公司密切合

作，成立专门基金，使采矿权租赁收益用于保护和提高地方煤矿所在地

区的森林质量；（3）必须改变国家森林公司和国有垄断企业对森林的托

管；（4）政府应改革法律法规，禁止砍伐树木和运输木材。必须通过金

融监管改革，鼓励可持续农林业和农场林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私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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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上。 

二、林业行动计划 

20 世纪 90 年代后，特别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印度开始

制定和实施以可持续森林经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林业行动计划》，

旨在通过改善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来提高林业和森林资源在

维持生态稳定和促进人类发展方面的作用。具体内容包括：保护现有资

源；提高森林生产力；降低薪材、木材和非木质森林资源的总体需求量；

强化政策和制度框架；扩大森林面积。其特点是，强调天然林可持续经

营中人民的参与、林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寻求协调发展与保护的方

式、非木质林产品的开发及生态功能退化林地的开发和恢复。 

为了实现《国家林业行动计划》的目标，印度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

措施，包括：高效地保护、恢复、开发和管理国家森林资源；建立全国

保护区系统，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推动林产

品的高效无废料采伐、加工和利用；促进林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同时大

力扶持定向培育森林及林产品的研究，并建立林业新技术、新信息和新

知识的高效传播系统；建立国家森林资源状况的现代化评价系统，并使

之制度化，以便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阶段性成果；建立高效的国际

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等。 

三、林业五年计划 

印度制定了《国家林业五年计划》，为林业发展提供了综合而全面

的计划体系。以往各五年计划的重点是：第 1 和第 2个五年计划——恢

复退化森林、引进经济树种、清查和划分森林资源；第 3和第 4个五年

计划——营造速生丰产林、研制科学评价方法和建立现代化采伐作业体

系；第 5 和第 6个五年计划——开展社会林业、经营薪炭林以挽救天然

林；第 7 个五年计划——保护森林、大规模造林和流域治理；第 8个五

年计划——生物和基因多样性保护、流域治理和通过联合森林经营框架

促进人民的参与；直到第 10 个五年计划（2002-2007 年）期间提出增加

25%的森林覆盖率，印度还在强调增加森林数量；第 11 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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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2 年）在继续增加 5%的覆盖率基础上，开始强调森林质量。 

四、国家环境政策（NEP） 

2004 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强调了通过制定战略以满足 2012 年全

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33%的目标的必要性。该政策促进了非林业部门的

参与，为提高全国森林和树木覆盖率，明确了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

作关系。 

为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 33%的目标，国家环境政策建议开展退化土

地、荒地以及私人土地上的植树造林活动。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1）

林业部门、当地社区，投资者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明确界定义务和

权利，良好的治理原则，实现环境，民生和财政收益；（2）合理限制林

地界限以外的森林物种种植，使农民承担比农业回报更高的社会和农场

林业。 

国家环境政策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引起全球变暖的温室

气体排放增加的根本原因。2008 年印度政府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

计划》，确定了 2017 年将实施的 8 个核心“国家行动计划”，包括：太

阳能计划、提高能源效率计划、可持续生活环境计划、水资源计划、喜

马拉雅生态保护计划、绿色印度计划、农业可持续发展计划、气候变化

战略研究计划。其中，绿色印度计划旨在加强生态系统服务，重点是增

加森林覆盖率和林分密度、提高森林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为《实现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的目标，印度在林业领域采取了

一些具体行动与措施，特别是：（1）加强与森林碳汇相关的科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印度森林总体上是碳汇，每年可抵消印度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的 11%；（2）发起了 25 亿美元的森林保护计划，并为此成立了造林

补偿基金管理与规划局（CAMPA）；（3）规划绿色印度计划下的新行动以

快速推进再造林活动；（4）发起新的 8 000 万美元的能力建设计划促进

森林部门人力资源开发；（5）发起新的 1.25 亿美元的森林经营计划，

以加强森林经营实践、基础设施及林火控制等；（6）成立了由规划委员

会领导的低碳经济专家组，以发展印度低碳经济战略；（7）通过生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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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国家政策，促进生物燃料的培育、生产和利用等。从总体上看，印度

经济增长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但通过支持可再生能源和造林

项目等措施将会降低排放水平。 

 

WWF 在欧洲 12 国发起保护自然的欧洲绿色心脏倡议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3 年 10 月 10 消息：WWF 在中欧和东欧

12 个国家发起了拯救和保护自然的新举措，即“欧洲绿色心脏倡议”。

该倡议旨在保护该地区的 5 种自然财富：荒野、大型食肉动物、森林、

河流和湿地以及多瑙河的鲟鱼。 

世界荒野大会由 WWF 于 1977 年设立，每３~４年举行一次，其宗旨

是创建一个富有建设性和针对性的国际公众环境论坛，促使有关环保活

动取得实际效果。  

10 月 4-10 日，在西班牙萨拉曼卡（Salamanca），召开了第 10 届世

界荒野大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50 多个国家的近 900 位政府、企

业、保护和发展民间组织及社区代表就地球上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展开讨论。会上，WWF 发起了欧洲绿色心脏倡议。 

WWF 多瑙河--喀尔巴阡项目主任安德烈亚斯贝克曼说，“从多瑙河流

域到喀尔巴阡山脉这个地区被称为欧洲的绿色心脏，欧洲大陆许多最重

要的天然宝藏就在此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了当地人民与人类

的利益，WWF 一直在致力于拯救和保护它。”  

欧洲绿色心脏倡议涵盖欧洲（不含北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现存

最大面积的原始林和天然林（包括乌克兰和斯洛伐克的山毛榉原始林），

以及包括欧洲（不含俄罗斯）现存的最壮观的荒野地区（包括南喀尔巴

阡山脉和多瑙河三角洲）。欧洲大型食肉动物中的 2/3 在此栖息，如熊、

猞猁和狼。 

实施该倡议将需要伙伴间良好的合作，如政府、非政府组织（NGOs）

和当地社区的合作，以及确保现有的如区域保护框架和国际保护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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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承诺才能确保拯救这颗绿色的心

脏。 

欧洲现在仅存的未被破坏的河流和湿地的大部分也位于欧洲绿色

心脏地区，包括全球重要的多瑙河下游绿色走廊和德拉瓦河村的走廊，

这里也被称为“欧洲的亚马孙”。这些水域是白鲸鲟鱼的家园，一种自

恐龙时代就已存活的体长 7 m 的鱼，但它们现在濒临灭绝的边缘。 

这些自然财富是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的商品和服务，如木材、鱼以及

洁净水和气候调节，还提供了确保生计和福祉必要的“绿色基础设施”，

是该地区人们的依靠。 

但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和规划不善的基础设施正在造成森林、湿地

和荒野的丧失和破碎化。对原始林和其他高保护价值森林的非法和不可

持续的砍伐，以及一些非法的、大部分是缺乏计划的道路、滑雪场和其

他设施的建设，使绿色心脏地区的自然财富受到威胁。许多水力和风力

发电站的建设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但对河流、溪流和野生动物的影响

却是巨大的，不可持续的农业作业也对它构成了威胁。 

因此，实现拯救欧洲绿色心脏倡议需要强大的立法、区域和国际保

护框架、政府的承诺、经济激励措施以及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的共同努力。        

（张建华） 

 

欧洲复兴和发展银行与粮农组织联手为俄罗斯远东 

林业可持续发展投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13 年 10 月 23 日消息：欧洲复兴

和发展银行（EBRD）和 FAO 联手推动向俄罗斯联邦远东林业进行投资，

但该投资基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为远东地区森林工业进行可持续投资为该次投资的方向。10 月 23

日在俄海参崴进行的投资论坛上公布了这次的投资路线图。此次论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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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D 和 FAO 牵头，吸引了当地政府、联邦政府官员、私营企业、行业专

家、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EBRD-FAO 投资路线图旨在帮助俄政府

制定受人支持的林业政策并为该地区森林产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远东地区森林的重要地位吸引了这次投资。远东地区是俄罗斯最大

的地区，占国土的 1/3。它拥有超过 9%的世界森林，因此在该地区拥有

一个健康的林业部门不仅对地区经济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而且

对国际社会也非常重要，因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森林在稳定全球气候变

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对全球木材产品市

场贡献很大。 

该地区的森林对数百万人的生计也至关重要，包括土著人团体，他

们依靠森林获取薪材、食物、水和非木材林产品。当地的针叶材树种工

业潜力巨大。然而，投资路线图强调，开发其经济潜力必须立足于可持

续管理森林原则的基础上，确保适当的森林地区受到保护。 

可持续投资途径包括：完善法律框架和森林资源清查；建设现代林

业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特别是铁路运输网；引进先进的采伐和木材

加工技术；在当地提供足够的培训；明确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高的林

区是投资关键策略之一。 

联合国林业官员 Jukka Tissar 指出，由于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

相临，远东地区巨大的森林资源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利用，沿海地区及主

要交通干道周围的森林已被集约利用，具有高价值生物多样性的森林边

界大多未被开发。因此，促进林业信息的交流和提高林业可持续经营，

提高加工原料和废料的使用效率，根据市场需求增加产品的价值，都是

获得投资的关键机会。这次投资将使远东地区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EBRD 坚信，森林的经济价值要得到最优化，就需要通过多种经济活

动的对森林的平衡利用，以森林的生态功能为核心，如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河流和水的质量以及吸收二氧化碳，减缓气候变化。   

人力资源投资是这次投资的重点。EBRD、FAO 特别强调，远东地区

的林业部门缺乏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因为员工素质是激励新技术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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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林业部门需要额外的投资用于开发人力资源以及改革教育体制。

投资路线图建议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应包括林业专业，例如对木材产品

的认证。 

投资路线图还强调，有效利用低质木材和木材废料生产生物能源是

非常重要的，这将提高目前的生产效率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论坛期间，代表们一致认为，在资源利用和可持续森林经营之间做

到最大化的协同，对实现作为木材重要来源的森林的全部潜力并提高远

东地区森林资源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张建华） 

 

非洲国家就遏制刚果盆地非法木材贸易达成共识 

 

粮农组织（FAO）2013 年 10 月 23 日消息：21-22 日在刚果首都布

拉柴维尔召开的刚果盆地可持续木材工业发展国际论坛上，非洲的主要

木材生产国及业界代表和民间社会组织一致同意共同打击刚果盆地的

非法木材贸易。来自刚果共和国、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

国、科特迪瓦和加蓬共和国等 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通过了《布拉柴维尔

宣言》（简称《宣言》）。 

《宣言》的通过标志着该地区木材工业的可持续及合法发展有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承诺和重要突破。 

刚果河流域覆盖 3 亿 hm
2
土地，拥有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这里也

是非法木材的一个主要来源地，而作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它给世界各

国政府造成的税收损失大约为每年 100 亿美元。中部非洲林业委员会执

行秘书姆比蒂孔（Raymond Mbitikon）指出，《宣言》要实现的目标就

是确保该地区的森林资源有助于该地区国家的发展。 

《宣言》是多方长期讨论的成果，其中包括林业和木材工业主要利

益相关者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组织，如法国热带木材国际技术协会

（ATIBT）、欧洲森林研究所（EFI）、欧盟（EU）和 FAO 等，尤其是通过

大家共同努力推动了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FLEGT）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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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是木材工业代表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通过的。根据《宣言》，

合作各方将采取措施，提高木材的追踪性、透明度和改善森林经营。 

欧盟-粮农组织 FLEGT 项目负责人辛普森解释说，“通过生产国和消

费国之间的合作，FLEGT 可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者对无害于环境和社会

的木材产品的需求，最终确保森林维持生产力并保存完好。” 

欧盟于 2003 年通过了 FLEGT 行动计划，旨在推动采取具体措施来

遏制非法木材贸易。这些措施包括采用木材原产地追踪技术，建立森林

执法队和指派社区森林监测员对采伐活动进行巡查，以及实施欧盟与木

材生产国之间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自愿伙伴协议》（VPAs）。该协

议确立了区分合法和非法采伐木材的机制。 

FAO 林业官员萨塞拉诺（Olman Serrano）指出，《宣言》有助于减

缓该地区森林砍伐的速度。他还解释说，据 FAO 估计，在 2000-2010 年，

刚果盆地每年森林净损失大约为 70 万 hm
2
。 

刚果盆地不仅是仅次于亚马孙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它也为稳定

全球气候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刚果盆地的树种比亚马孙

流域的树种更为高大，这意味着非洲雨林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碳库，是需

要可持续经营、保持多产的至关重要的资源。            （张建华） 

                                    

越南林业部门机构重组迫在眉睫 

 

马新社（Bernama）河内 10 月 7 日讯：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长高

德发（Cao Duc Phat）说，为了提高木材加工业和贸易的附加值以及促

进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越南的林业部门迫切需要重组机构。 

越南通讯社援引高德发部长的话说，林产品的加工和贸易是林业部

门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按照国家的政策为供应国内市场和满足出口需求

而从事的林产品生产，对于确定主要工厂的结构、提高产品产值和发展

可持续林业十分重要。林业部门需要进行全面的重组，而且要与贯彻林

业发展战略和 2011-2020 年森林保护和发展规划共同进行。此外，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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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与越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森林生产规划必须

要使种植者得到利益。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林业总局在报告中说，木材和木质家具的国

内外贸易都有发展，市场扩大，木制品出口增长，因此木材工业为林业，

特别是人工林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南木材加工工业有了长足发展，2005-2010 年，

木材工业的年产值增长幅度为 41%~42%。2012 年，木制品出口产值达到

46 亿美元，木材工业成为越南的 5 大出口产业之一。 

越南木材加工工业的直接就业人数在 50 万左右，而且还创造了很

多间接工作岗位，使大量的劳动力增加了收入。 

木制品的出口市场也有所扩大。越南现在向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木制品，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向这 3个国家和地

区的出口分别占越南木制品出口总量的 36.3%、15.4%和 15.1%。 

林业总局副局长阮玉平（Nguyen Ngoc Binh）说，虽然越南的林产

品加工和贸易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由于缺乏林业发展规划和依赖进

口原料，木材工业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尤其是木材加工与森林保护

和造林之间的平衡关系没有处理好。目前，越南的林产品仍然必须通过

中介才能出口到国外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产品数量很少。 

林业部门计划到 2020 年每年为国内市场生产 280 万 m³的木制品、

为出口市场生产 500 万 m³的产品。越南打算逐步增加国产材的使用量，

将进口材的使用量从 2015 年的 1 020 万 m³减少到 2020 年的 820 万 m³。 

今后越南将更加重视规划和建立木材加工设施，把建设重点放在原

料充足的山区和边远地区，以创造就业和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同时还

要发展配套服务。 

越南的林业部门还需要使2020年的森林面积保有量达到380万hm
2
，

同时要提高森林的质量，使商品等级的木材比例达到 80%。 

越南林业总局正在开发一个控制木材来源的系统以满足美国的雷

斯法案（Lacey Act）和欧盟的 FLEGT 对出口木材的要求。这对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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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质家具打入国外市场也是一个机会。                （周吉仲） 

                              

非洲狮在乌干达国家公园即将消失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CS)网站（www.wcs.org/）2013 年 10 月

30 日消息：WCS 和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发出警告，被当作乌干达国家旅游业支柱和非洲象征的乌干达非洲狮在

乌干达国家公园即将消失。 

据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 10 年中，在乌干达一些地

区非洲狮已经减少了 30%，主要是由于当地牧民投毒，报复非洲狮捕食

家畜和伤害人类。狮子数量下降的趋势令保护人士担忧这个通常被称为

“非洲明珠”的物种在乌干达今后的命运。  

这 项 研 究 发 表 在 最 新 一 期 出 版 的 Oryx 杂 志 上

（www.oryxthejournal.org）。作者包括 WCS 的爱德华(Edward Okot 

Omoya)，蒂特尔(Tutilo Mudumba)，保罗(Paul Mulondo) 和安得烈

(Andrew J. Plumptre )以及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史蒂芬（Stephen T. 

Buckland）。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国际保护人士爱德华说，非洲雄狮是

非洲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控制羚羊和水牛病的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通过它们捕食生病的羚羊和水牛来控制羚羊和水

牛病。 

本文的结果是根据一种“引诱计数”的分析调查（“lure count” 

analysis survey）计算得出的。研究人员在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1

月对乌干达3个主要保护区的狮子以及斑鬣狗的密度和种群分布进行了

调查。研究人员使用水牛牛犊呼救方式（通过安装在汽车顶架上的喇叭

广播）来吸引大中型食肉动物到“呼救站点”，作为计算研究地点目前

种群数量的方法。过去的调查方法包括对狮子怒吼计数，判别不同种群

和标记-再捕获等方法，既费时又费钱。“呼救站点”共吸引了 66 只狮

子、176 只斑鬣狗和 7 只豹，也吸引了一大群更小的食肉动物，包括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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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豺、黑背豺、白尾猫鼬和大斑灵猫。                  （张建华） 

                                                

欧洲林业研究所（EFI）建立“森林的未来”网络 

 

根据国际木材贸易在线杂志（www.ttjonline.com）2013 年 10 月 4

日报道：目前，欧洲林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欧洲森林资源自 1960 年

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并且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挑战。鉴此，

欧洲林业研究所（EFI）发起建立了“森林的未来”网络，目前已吸引

了来自全欧洲 250 多位林业科学家的加入。 

该网络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国家机构之间开展林业合作，采取联合行

动和措施防止和规避各种风险。网络提议在 EFI 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合作

平台——欧洲森林风险平台，EFI 认为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建立该

风险平台的必要性日趋提高，该平台的使命就是收集知识和信息为政策

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                                （胡延杰） 

                                            

厄瓜多尔与德国和挪威签署森林碳减排支付协定 

 

粮农组织（FAO）2013 年 10 月 1 日消息：厄瓜多尔通过提高森林可

持续经营和保护来降低由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证

明了自己在全球减缓气候变化中承担的重要责任。FAO 称，厄瓜多尔的

努力已经被挪威和德国认可，因此，挪威和德国与厄瓜多尔签署了一项

为厄瓜多尔减少森林碳排放而进行支付的协定。          （张建华）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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