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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林业发展的新趋势与经验借鉴 

吴水荣 

 

    芬兰的森林在历史上也曾遭遇过严重破坏，土地因为沼泽化严重造

林难度很大，所处地理位置因为纬度高森林生长周期短，但二战后，芬

兰借助先进的管理和营造林技术使森林重新得以恢复和发展。尽管芬兰

曾由于领土丧失和二战的原因损失了 13%的森林面积，但目前的森林资源

比二战前丰富很多。根据芬兰最新森林资源清查(2004-2008)，森林覆盖

率达到 76%，林木储存量相当于过去 40 多年来采伐利用的总和，立木年

生长量比 20 世纪 70 年代增加了近 1 倍，南部达到每年每公顷 6.1 m
3
，

是北部年生长量的 2倍。 

    依托其强大的森林产业链和处于最前沿的信息技术，芬兰林产工业

发达并且是高度出口定向型的。芬兰是世界上第二大纸张和纸板出口国,

第三大锯材产品出口国，第四大纸浆出口国，也是利用木建筑和木质能

源的先锋。2011 年芬兰林产品出口额占全球出口贸易额的 6%，占欧洲林

产出口贸易额的 11%。作为芬兰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林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仅次于电子和电器产业。2010 年林业部门产值占 GDP 的 5.1%（远

远高于世界平均值 1.2%），林业部门就业人数为 6.9 万人，占总就业人数

的 2.8%（高于世界平均值 0.4%）。 

    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环境保护以及气候变化等国际形势下，芬

兰森林与林业发展表现出新的趋势：（1）应对国内木材需求不断扩大、

进口成本提高的问题，今后将更多地使用国内木材并加强森林培育。（2）

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发展可持续林业生产，未来芬兰将更多地依靠国内

森林发展林业产业。（3）增加林业生物质能源的使用，林业生物质能源

是芬兰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目标，芬兰目前林业生物质能源占能

源消费的 24%，到 2020 年计划提高到 38.5%，这意味着芬兰森林的进一

步发展及利用取向。（4）森林产业的再次繁荣。芬兰为林产工业设计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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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别的目标，包括竞争力、获利能力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效益与福

利，并进一步将工作分为 2 个支撑过程，即森林产业产能和国际与欧盟

森林事务。同时，针对不同部分提出具体执行措施。通过这些努力，当

前林业产业下滑的趋势可望能够得到改变，该产业也将再次繁荣。 

    芬兰森林管理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1）森林发展长期规划、定期评估，并结合实际需要动态调整目标

与行动措施。芬兰议会 1999 年发布了经过公众广泛参与而制定的国家森

林计划，该计划是到目前为止芬兰最全面的林业规划，其主要目标有原

木产量、营林投资、活立木蓄积和生长量、森林收益、能源材产量、森

林工业出口值、林业部门就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娱乐和多用途林业、

林业技能、国际林业政策等，而且对各项目标制订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并成立了森林工业理事会来执行这项计划。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与挑战，

结合计划实施的定期评估结果，2007 年又对国家森林计划进行了修订。 

    （2）科学经营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发挥其他多种功能。过去 30

多年来，芬兰森林资源总量和森林生长量不断增加，这与科学经营森林、

增加营林投入密不可分。一方面高度重视主伐及森林更新，一方面实行

科学的抚育间伐。人工林在一个经营周期内至少进行 3 次以上的抚育间

伐。区域林业发展中心及林主协会的专业人员在为私有林主制订森林经

营方案时，要对间伐次数、间伐时间、间伐量乃至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

详尽的建议，最后将森林生产与环境保护措施有机结合，使其能够进行

高效的可持续生产，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提供其他多种生态服务。 

    （3）社会服务体系完善，将分散经营与规模经营紧密结合起来。芬

兰林业除政府宏观管理之外，私有林主经营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发挥了

重要作用，很多新的政策、信息、知识和服务都是通过这些组织传播给

小私有林主，同时私有林主在木材价格等重要问题上的利益也依靠协会

得到保障。社会服务组织是政府和私有林主之间的纽带，并将私有林主

的分散经营连结成一定的规模，提高了私有林经营的效益。作为一个重

要的中介机构，私有林主经营协会对调整小规模林业在技术和方法上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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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外部环境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促进小私有林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 
印度森林资源近况 
吴水荣  蒋宏飞 

 

根据 2011 年印度森林第 12 次清查数据（以 2008-2009 年的卫星图

像为基础），印度森林总面积为 7 829 万 hm
2
，森林覆盖率为 23.81%。其

中，林冠密度 40%以上的森林约 4 042 万 hm
2
，疏林约 2 878 万 hm

2
（林冠

密度 10%～40%）、红树林约 46.62 万 hm
2
。2010 年森林蓄积为 54.89 亿 m

3
，

其中阔叶林 49.4 亿 m
3
，占 90%；针叶林蓄积 5.5 亿 m

3
，占 10%。 

印度的森林分布很不均匀。从地域来看，大部分森林集中在东北部

地区（占森林总面积 1/4）、喜马拉雅和希瓦拉克地区、中部地区、安达

曼-尼科巴群岛、高止山脉东西两侧及沿海地带。从行政区划看，全国 50%

以上的森林分布在中央邦（777 万 hm
2
）、阿鲁纳恰尔邦（674 万 hm

2
；该

地区是麦克马洪线与中印传统边境线之间的区域，约 80%的面积属于我国

西藏的藏南地区）、恰蒂斯加尔邦（557 万 hm
2
）、马哈拉施特拉邦（507

万 hm
2
）和奥里萨邦（489 万 hm

2
）。 

从立地环境来看，印度森林可划分为 16 种类型。其中，主要的森林

类型及其面积所占比重分别为：热带湿润常绿林占 2.92%，热带半常绿林

占 13.79%，热带湿润落叶林占 19.73%，热带干旱落叶林占 41.87%，热带

旱生林占 2.25%，亚热带松林占 2.63%，喜马拉雅湿润温带森林占 4.12%，

亚高山和高山林占 2.55%。 

由于多样化的立地环境，印度的树种资源丰富，主要造林树种包括

桉树属、金合欢属和柚木。蓝桉、巨桉和细叶桉还有金合欢属的大叶相

思、儿茶、黑荆树和尼罗最为常见，其他阔叶树种还有合欢属植物、印

楝、木麻黄、印度黄檀、大叶石梓、杨属、牧豆属、望天树罗布斯塔和

榄仁属。针叶树以雪松和松莲为主，松孔雀草和加勒比松种植范围有限。 

根据 FAO（2010）统计，从目前的森林功能来看，印度的生产林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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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11 万 hm
2
，主要是满足工业、铁路和国防对木材产品的需求；防护林

约 1 095 万 hm
2
，主要用于流域保护和生态脆弱区的水土保持；社区林约

2 053 万 hm
2
，用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尤其是部族和乡村贫民的需求；

另外还有大约 1 985 万 hm
2
森林被划为保护区，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根据 FAO（2010）统计，印度森林面积的 86%属于国有，只有 14%归

私人所有。国有林中的 63%为公共管理，其余 37%由社区管理。 

过去20多年来，印度森林资源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根据FAO （2010）

统计，印度森林面积 1990-2000 年增长了 14.5 万 hm
2
，年增长 0.2%；

2000-2010 年增长了 30.4 万 hm
2
，年增长 0.5%。尽管人工林的发展使印

度的森林面积在过去 10 年里不断增加，但是林地被占用为农地或其他用

地、放牧、病虫害和火灾等造成的林冠密度下降及森林退化，已成为印

度林业面临的严峻问题。 

 

欧洲议会通过打击偷猎和贩卖野生动物犯罪的决议 

 

美国环境资讯社(Environment News Service)网站 2014 年 1 月 16

日报道：欧洲议会采取行动抑制偷猎大象、犀牛和老虎的行为。2014 年

1 月 15 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关于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决议，呼吁欧盟各

国采取暂停象牙贸易等措施，抑制欧洲地区的野生动物犯罪。 

关于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决议，以 647 票赞成 14 票反对的绝对优势

获得通过。该决议表达了欧洲议会的观点，他们认为贩卖野生动物是一

种对经济、安全和环境的严重威胁。 

为阻止持续发生的物种消失危机，该决议呼吁 28 个欧盟成员国推出

自己的措施，暂停对象牙及其制品的商业性进口、出口和国内销售及采

购，直到野生大象种群不再因为非法捕杀而受到威胁。 

该决议呼吁欧洲委员会建立一个欧洲范围的行动计划，抑制野生动

物及其产品的黑市交易。决议建议进一步起诉野生动物犯罪者，并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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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犀牛、老虎和其他物种的保护落到实处。 

国际野生生物慈善机构“生而自由”基金会(The Born Free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威尔•切福斯(Will Travers)说：“我对这一进展

感到很高兴，希望欧盟今后能够利用自己强大的权力、影响力和资源，

在杜绝野生动物被屠杀和掠夺中发挥主导作用。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确

实没有能力来解决野生动物犯罪的问题，但是有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我知道他们是愿意采取有效行动的。” 

威尔•切福斯说：“我很高兴，偷猎和贩卖野生动物的主要犯罪形式

都已包括在决议之内，如战利品猎杀，珍禽异兽‘宠物’的现场交易等。”

“现在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有资金来支持非洲大象行动计划。该计划是

一个拯救非洲大象的专门计划，由 38 个拥有非洲大象的非洲国家制定并

达成一致意向。欧洲议会已经表明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目前迫切需要

采取实际行动。” 

非洲大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但象牙的需求却没有下降的迹

象。去年，大约有 3.5 万头大象被偷猎者杀害，平均每天就有 96 头大象

被捕杀。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及其下属的野生动物贸易监督网络（TRAFFIC）

大力支持欧洲议会关于打击非法野生动物犯罪的该项决议。 

世界自然基金会欧洲政策办公室主任托尼•龙（Tony Long）说：“欧

洲议会已经把阻止野生动物产品进入欧洲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现在欧

盟各成员国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每年都有数吨的野生植物和动物产品被

非法运过欧洲边界。”“每当一头犀牛在非洲被杀害，犀牛角在 48 小时内

就可以经过欧洲到达越南。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必须共同采取行动来

制止这种非法活动。” 

为实现这一目标，下一步的行动是，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主持的关于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伦敦峰会将于 2月份召开，

预计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专家和政府首脑。      （马文君） 



 7

 

非洲的绿色长城倡议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网站 2013 年 12 月 16 日报道：在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UNCCD）全球机制（GM）、FAO、非洲联盟委员会（AUC）

的帮助下，非洲的撒哈拉和萨勒赫绿色长城倡议（Great Green Wall 

initiative）于 2013 年 12 月 16-17 日在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举办了一

个旨在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加快应对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进度

的国际论坛。论坛就撒哈拉和萨勒赫绿色长城倡议的实施成果以及未来

面对的挑战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撒哈拉和萨勒赫绿色长城倡议 2007 年被非洲各国和政府接受，现已

经成为非洲应对土地退化、荒漠化、干旱和气候变化造成不利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影响的最重要倡议。 

据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 83%的农村人口依赖土地为生。但非

洲 40%的土地资源正在退化，由此加大了贫穷、饥饿、失业、被迫迁徙、

冲突和安全等多种威胁。 

为提高粮食产量、帮助人民适应气候变化和缓解其影响、支持生物

多样性、促进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商业以及为绿色经济做出贡献，现在迫

切需要的是在土地可持续管理方面采取大胆的协调行动和更多的投资。 

一、实际行动 

一些国家所实施的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管理计划显示出土地可持续

管理对于提高粮食产量、改善社区生活水平和建立土地和人民对气候变

化的适应能力。 

在尼日尔南部地区，农民们采用一种被称为“农民管理下的天然更

新”的低成本恢复技术已经复垦了超过 500 hm
2
的土地，不仅促进了药用

植物和薪炭材的生产，还提高了作物和牲畜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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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内加尔，通过植树 1 100 万株，使 2.7 万 hm
2
退化土地得到恢复。

一些重新绿化的区域被用作社区开展生态旅游的保护区。 

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塞内加尔，采用瓦勒拉尼机械化整地系统

（Vallerani-system）已经恢复了超过 500 万 hm
2
的混农林业用地，通过

种植乡土品种的乔木、灌木和草，提高作物、树胶和树脂的产量，为畜

牧业提供饲料。 

二、打破恶性循环 

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玛丽亚•海伦娜•塞梅多（Maria Helena 

Semedo）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发言时说：“现在，要通过提高非洲萨赫勒

地区的社区应对干旱和其他冲击的能力来打破恶性循环，而不是仅仅帮

助他们从灾难中恢复的时刻已经到来。”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莫尼卡·巴布（Monique Barbut）

在发言时也指出：“这个绿色长城倡议为协作与和谐地解决非洲地区存在

的被迫迁徙、粮食安全以及和平等问题创造了机会。” 

面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目前只有不到 3%的农田受益于可持续土地

和水源管理的现状，莫尼卡·巴布提醒说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这个

地区人民的应对能力以及保护当地人十分依赖的自然资源上。 

欧盟发展专员安德里斯·皮耶巴尔格斯（Andris Piebalgs）也表示

很愿意对绿色长城倡议给予支持，因为这个倡议与欧盟做出的尽力帮助

受气候影响最大的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好地适应今后的变化、改进粮食安

全状况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性的承诺是一致的。 

三、扩大合作伙伴 

非洲联盟委员会负责农村经济和农业事务的阿贝贝·海勒·加布里

尔（Abebe Haile Gabriel）认为，合作伙伴对于支持政府动用必要的技

术和财政资源实施绿色长城计划是至关重要的，需要通过建立新的合作

伙伴关系来加强在非洲联盟主导下出现的全球性联盟。他同时还强调合

作伙伴之间要有顺畅的合作，另外对行动的影响进行监督和评估也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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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到目前为止，非洲联盟与欧盟、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全球机制、英国皇家植物园和比利时瓦隆大区植物园合作，已经

为绿色长城倡议筹集到了 5 000 多万欧元的资金。 

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为萨赫勒和西非项目提供了10亿美元的资

助。该项目有12个国家参与，并且与萨赫勒抗旱跨国常设委员会（CILSS）、

撒哈拉和萨赫勒观测计划（OSS）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共同实施

的“通过创新、交流和知识服务培养能力”地区项目相结合。 （周吉仲） 

 

亚马孙森林的首次清查 
 

法国《世界报》网（www.lemonde.fr）2013 年 10 月 18 日报道：亚

马孙热带雨林占地约 6亿 hm
2
，流域之广涉及 9个国家，是地球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当日，一名国际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已经对位于亚马孙盆地的森林进行了清查，进一

步证实了亚马孙森林的生物多样性、稀有性和丰富性。 

清查结果显示，亚马孙有森林树木近 3900 亿棵，大约由 1.6 万个不

同的树种组成，其中 227 个树种（占树种总数的 1.4％）为森林的优势种，

占森林立木总株数的一半以上，而 1.1 万个珍稀树种仅占统计样地株数

的 0.12％。雨林中主要树种包括棕榈树（Euterpe oleracea，亚马孙森

林的标志性树种，是该地区几个国家用于生产食品和能量饮品的原料）、

肉豆蔻（Myristicaceae 科 Muscadier 属）和玉蕊（Lecythidaceae 科的

巴西胡桃木属）。 

10 年来，来自 88 个组织的近 120 名研究人员对 1 170 块面积为 1hm
2

的样地（每公顷立木株数近 50 万株）进行了整理分析，所选样地涵盖了

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

里南和法属圭亚那 9 个国家的所有森林类型。亚马孙森林发展研究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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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丹尼尔•萨巴蒂埃介绍，研究员们对每片样地进行制图、分析土壤、测

量每棵样树的高度和胸径并抽样木进行实验分析。最终利用丰度模型准

确推算出整个流域的数据。目前，研究数据已经分组上传到国际亚马孙

树种多样性网站（International Amazon Tree Diversity Network）。 

在资源清查过程中，研究小组发现了预期之外的树种，其中有少量

树种具有一定郁闭度和基本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能力。研究小组认为这

些树种在该地区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抗虫性。 

根据专家的介绍，雨林中的稀有树种分布十分有限，而且面临着被

砍伐的威胁并有可能在被发现之前就会消失，专家呼吁针对珍稀物种继

续开展研究。1970 年至今，有近 1/5 的亚马孙雨林已经消失。 （何 璆） 

 

2013年加拿大更多的北方森林得到保护但问题依然存在 

 

    加拿大通讯社（Canadian Press）2014 年 1 月 6 日消息：环保组织

称，虽然加拿大在保护大部分省份和地区辽阔的北方森林方面已经取得

了显著的步，但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原始林生态系统仍然面临着威胁。 

    一位生物学家说，2007 年以来，以各种形式受到政府保护的北方森

林面积已经达到北方森林总面积的 12%。 

    北方森林形成的绿色地带从纽芬兰一直延伸到育空。目前,有 7 080

万 hm
2
的北方森林受到了政府的保护。还有 4 600 万 hm

2
北方森林按照森

林管理委员会（FSC）的要求实行了可持续采伐。 

    2013 年，加拿大的一些省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

马尼托巴省政府与原住民联手在 2013 年提出了将面积为 334 万 hm
2
的皮

莱希旺阿奇（Pimachiowin Aki）地区列入世界遗产地的申请。虽然未能

成功，但该省表示来年还将继续争取。另外，安大略省政府顶着产业发

展的巨大压力依然坚持对近半的北部森林实行保护的目标。 

    魁北克已经放弃了在 2035 年前使一半的北方森林得到保护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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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将 2020 年 20%的中期保护目标下调至 12%。育空地区尽管成功地对

自由采矿提出了法律挑战，但是也没有能够进行采矿业的改革。司法总

是把采矿利益放在第一位。 

    加拿大联邦政府对西北部地区监管会削弱当地政府对发展的管控。

能源和林业的发展对阿尔伯塔省北部地区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阿尔伯

塔省的北方森林首当其冲受到威胁。 

    今年加拿大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土地利用规划问题。 （周吉仲） 

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区域高附加值木制品市场近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欧洲经济委员 2013 年 11 月联合发布的

《2012-2013 年度林产品市场综述》报道了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区域

（以下简称 UNECE 区域）高附加值木制品的生产、消费与贸易情况。UNECE

区域分为欧洲区、北美区和独联体 3 个亚区。 

一、家具 

2012 年，全球家具生产总值为 4 500 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家具生

产国，其次是美国、意大利和德国。自 2003 年以来，由于家具制造商的

战略定位和新兴市场的消费量增加，家具生产在新兴市场国家年均增长

18％。 

2012 年，UNECE 区域家具总产值与上年基本持平，但不同国家间差

异很大，其中有些国家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意大利 2012 年比 2011 年

下降了 10.5％）。 

2012 年，全球家具贸易额达 1 220 亿美元，比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前的高峰增长 3％。据国际工业研究中心（CSIL）预测，2013 年全球家

具贸易额为 1 300 亿美元。2012 年，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家具进口国，

其次是德国和法国。 

二、建筑用细木工制品 

在 2012 年，美国的建筑用细木工制品市场迅速恢复，进口额比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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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33％,但欧洲市场出现下滑。欧洲的德国、法国、英国和亚洲的日

本等国的建筑用细木工制品进口额显著下降。美国进口的细木工制品主

要来自亚洲出口国，而欧洲市场的进口产品则主要来自欧洲供应商。 

三、异形材 

2012年，美国异形材进口额比2011年增长约28％。从2006年到2009

年，美国异形材进口额下降超过 60％，2012 年的进口额仍低于 2002 年

的进口额。2012 年，UNECE 区域其它地区的主要异形材市场出现下滑。

异形材消费与住房建设紧密相关。在宏观经济形势改善之前，异形材市

场难以出现全面好转。 

四、工程木产品 

工程木产品包括：工字梁（因其横断面呈“工”字形而得名）、指接

材、集成材（又称“胶合木“，由锯木条粘合而成），以及单板层积材（LVL，

由单板粘合成层压板，然后再锯切成所需要的尺寸）。 
众多工程木产品在木结构建筑中的应用促进了绿色经济发展，与非

木材建筑原料相比有雄厚的竞争实力。工程木产品已经使木材成为适合

大型现代建筑的材料，使木材的设计值价和美观价值越来越多地体现在

如奥运场馆和大型多层建筑等领域。 
集成材仍然是在欧洲具有最大市场份额的工程木产品。德国、意大

利、法国和奥地利仍然是欧洲集成材消费量最大的 4 个国家。尽管东欧

的集成材消费潜力较大，但消费量仍然很低。单板层积材在欧洲北部的

市场份额比较大。德国预计于 2013 年开始用山毛榉生产单板层积材，年

生产能力可达 15 万 m3。 

2012 年，北美集成材产量为 34.7 万 m3，比 2009 年增长了 21.8％。

集成材产量预计在 2013 年将达到约 38 万 m3。 

在北美，单板层积材主要用于新房建设。2012 年北美单板层积材产



 13

量为 140 万 m3，比 2011 增长了 20％。预计这一趋势会继续下去，2013

年产量将达到 160 万 m3。 

2012 年，北美木质工字梁产量比 2011 年增长了 21.7％，预计 2013

年工字梁产量为 1.985 亿延米，比 2009 年增长 71％。      （徐芝生）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