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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的林业问题 

 

据日本《木材情报》2013 年 7 月报道,在 2013 年 4 月召开的俄罗斯

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普京总统对林业管理部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批

准了今后林业工作的指令，确定了俄罗斯林业政策的今后方向。 

一、普京总统指示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召开的

“强化俄罗斯联邦森林部门的有效性”国务委员会的会议上，普京总统

指出了俄罗斯联邦的木材产业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 

普京总统和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敦促对俄罗斯粗放的森林管理状

态、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可信数据不足问题也要给予关注。林业开发

问题以前也是国家委员会会议上（2002 年 6 月 17 日）的话题，那时也

指出了俄罗斯森林调查业务不充分。过去 10 年里，森林管理的结果是

彻底的失败。普京总统批评联邦林业部职员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今天，我们能够掌握的可信的森林资源数量及其质量的信息只不

过仅是森林地带的 19%。用于森林调查的资金减到了最少,其中还包括林

地的评价及管理费用。由于 2012 年追加了 3亿卢布，因此能够对 1 500

万 hm
2
林地进行调研，但即使这样，也不过仅仅是俄罗斯全部森林的 1%

强。为遏制森林管理的低水平化及进一步下降，该部门需要 7倍数量的

就业人员，现在就业人员的平均年龄接近 60 岁，因此必须采取刺激手

段使年轻专家进入这个领域。在森林领域，由于目光短浅而没有财政观

念的人力资源及森林管理经营决策的腐败，教条主义滋生。” 

会议上，普京总统对森林产业的劳动现状表明了强烈的不满。更为

严重的是，在林业工作中腐败蔓延，森林得不到更新，木材价格也不合

理。而且，普京总统还认为官方统计低估了受火灾影响的林地面积，实

际上达到年平均统计数字的 1.6 倍。 

二、指令一览表的公布及其有效性 

4 月 11 日会议后，普京总统批准了关于林业增长“指令”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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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览表还没有达到完善，但却是一般的、合理的。如果最重要指令

中的几项能够实施，也许会使林业得到很大改进，同时也许会因实施得

不好而进一步恶化下去。 

专家相信，到现在为止，这个一览表是最高水平的。一览表立足于

“州首脑必须在不久的将来使州的森林管理和国家林业向前发展”的视

点，决定了今后的方向。 

一览表的重要特点是其不完全性，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许

有助于作为林业长期发展的依据，但是却没有制定高水平林业立法的手

段，也没有为排除森林荒废、给被破坏被放弃的森林带来秩序的那样大

规模预算分配的必要提示。这意味着，公共企业必须在现行法律及现有

水平的资金范围内，开展这些工作。而且，在这样的条件下，指令的若

干项显然是不可行的。 

三、俄罗斯林业政策的未来 

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目标是在 2013 年 10 月 1 日之前制定并通过国有

林政策基础。这成为森林的恢复和使用、木材加工开发的集约型模式。

在 2013 年 12 月 20 日之前，俄罗斯政府领导森林和林业开发的州计划

遵守上述指令。指令明确了决定林业政策的水平。 

俄罗斯政府在 2013 年 9 月 1 日之前，为使用面向远程监控的联邦

情报系统防止火灾，建立了森林及非山林区域的可靠统计，确立了避免

燃烧干草蔓延到造林地、泥炭地、生活生产基础及人类居住地的可能性

的程序。政府要求在 2013 年 10 月 1 日之前能够使用有利于遥感监测山

火的通讯系统。而且，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在 2013 年 12

月 1 日之前，强化资料的技术基础，同时努力增加拥有接受过森林和山

火国家管理培训的职员齐全的标准机构数量。 

由此，可以基本上避免山火统计的不可靠，同时控制乃至彻底减少

林地及泥炭地火灾。这 2个要求非常重要，可以全面实施，但为此必须

要求追加预算，而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政府要求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以使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作为



 4

特例，可以从事竞争性招标或森林保护和恢复活动。这一要求也非常重

要，据此可以重新建立在优先领域内从事一般的基本的森林管理的机

构，以取代因预算不足无法从事森林保护和恢复的森林企业。 

俄罗斯政府已命令， 修订关于确立森林保护及其有关法律体制的

决定以及为排除有关商业性开发的标准及优先顺序的法律。保护森林对

保证市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健康环境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任何情

况下，采伐森林都不应该是主要的森林使用类型。另一方面，很多受保

护的木材地区，尤其是绿色浓郁的有美感的木材地区以及市街区位于极

限环境条件下，为使森林维持在健康状态，要求开展包括集中采伐在内

的集约林业。如果把这些事情铭记在心，在实施上述指令中，至少要对

人口密集地区的森林进行认真的专门的研究。 

为减少各种森林犯罪和腐败，上述指令在揭发与职员有关的腐败上

是恰当的，但是还存在着如何采取措施的问题。在森林和林业部门，强

化对人的刑事责任，大概于事无补。因为尽管非法采伐的最高刑罚非常

严厉，但被逮捕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无论对谁都没效力。  （白秀萍） 

 

每年投资 300 亿美元保护森林可促进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4 年 3 月 20 日报道：根据国际资源专家委员

会（IPR）和联合国 REDD 项目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构建自然资本：REDD+

如何支持绿色经济》指出，每年投资 300 亿美元（约为全球每年化石燃

料补贴 4 800 亿美元的 7%）用于 REDD+森林资源保护计划，可以促进全

球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发展中国家民众的长期福祉。 

该报告提出了有关 REDD+项目实施方法和发展绿色经济的建议，包

括加强协调、促进私营部门参与、改变财政激励框架、帮助决策者认识

森林资源在支持经济发展和共享公平福利中的作用。报告特别强调了要

确保农村贫困居民的权益。 

森林为全球 16 亿人口提供生计，热带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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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每公顷 6 120 美元。虽然森林能够产生如此高的经济效益，但是据

FAO发布的数据，从2000-2010年全球平均每年损失1 300万 hm
2
的森林。

市场因素和政策失误都可能破坏支持很多经济体的自然资本，从而阻碍

可持续发展。 

报告指出，将 REDD+项目纳入经济规划至关重要，因为许多经济部

门的消费模式都加快了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将 REDD+纳入绿色经济规

划将会提高这些经济部门的资源效率。 

截至目前，REDD+项目的总投资为 62.7 亿美元。但是，预计从 2020

年起每年需要 300 亿美元的投资。报告旨在通过阐述 REDD+项目在支持

经济发展和提高投资的长期回报中的作用，鼓励更多的 REDD+资金投入。 

报告显示了 REDD+项目活动可以通过提高耕地的产出增加收入，开

发新的绿色产业，促进森林生态旅游和需求量日益上升的农产品的可持

续生产。例如，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经济刺激方案能够为全球带来 1 600

万个额外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恢复 15%的退化森林能够帮助发展中

国家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翻一番（报告引用了坦桑尼亚案例）。  

报告还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绿色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保护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本的重要意义。                   （谭秀凤） 

 

中国“爱鸟周”活动让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凝聚起来 

 

本刊讯，中国全国“爱鸟周”活动启动仪式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在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举办。国家林业局领导、社会各界热衷于野生动物

保护事业的人士以及当地群众等近千人参加。“爱鸟周”是 1981 年为保

护迁徙于中日两国间的候鸟而设立。1992 年国务院批准的《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条例》将“爱鸟周”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启动仪式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赵学敏会长、国家林业局动植

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总工程师严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

士武、中国生态书画院院长张虎等领导分别在启动仪式上致辞；赵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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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向北京市房山区授予“中国黑鹳之乡”牌匾；当地农民代表宣读了保

护野生动物倡议书。同时，还举办了全国“爱鸟周”生态书画展、野生动植

物保护图片展、民间演出及专家咨询、爱鸟护鸟科普宣教活动，受到当

地群众的欢迎。这些生态文化活动使全国“爱鸟周”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生动活泼，激发了当地群众对黑鹳及其它野鸟保护的关注，让全社会关

爱鸟类保护的“正能量”正在有效释放。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鸟类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鸟类资源是生态系统

重要的组成成分，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自 1981 年国务院决定每年春季在全国开展“爱鸟周”活动以来的 33 年

里，全国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全国各级野生动

物保护保护协会坚持不懈地开展各种“爱鸟周”活动，由原来各地的分

散活动到全国统一主题开展全国“爱鸟周”活动联动，让越来越多的社

会力量凝聚起来，参与到保护鸟类等野生动物、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的行动中来。                                       （徐芝生） 

 

REDD+近期若无资金支持将面临失败的风险 

 

国际热带林与环境保护网站（mongabay.com）2014 年 2 月 6日报道：

全球林冠项目（Global Canopy Programme）、亚马孙环境研究所（Amazo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财政倡议（UNEP Finance 

Initiative）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各国政府和多边机构不能大

幅度增加对 REDD+的资助，这个拯救世界热带林的宏伟计划可能会以失

败告终。 

这份报告在分析 REDD+目前的资金缺口时发现，如果要达到欧盟提

出的在 2020 年前将热带地区毁林降低 50%的目标，以目前的资金只能完

成目标的 3%，也就是说有 97%的资金缺口。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能得

到承诺的极少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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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现在还没有为 2015-2020 年的中长期减排目标提供资

金来源。这个问题严重威胁着 REDD+的成功实施，因为如果没有中期所

需的资金，REDD+实施国就不愿意参与 REDD+和为之配备资源，也不利于

私营部门的参与。” 

全球林冠项目的一位财政负责人在声明中指出：“只有到 2020 年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导下建立了全球的规范碳市场（相对于

自愿碳市场）后，对于 REDD+减排的大规模需求才能实现。”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近期措施，其中包括：由捐助国政府购买几十

亿美元的碳信贷，为 REDD+碳信贷设定价格底线以减少碳市场不确定性

和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以及为 REDD+项目提供贷款。报告还提出可以通

过现有的多边基金（如世界银行管理的基金）和新成立的公有部门和私

有部门伙伴关系来为 REDD+提供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如果没有中期的财政鼓励措施，热带林国家和私人部门就没有动力

为 REDD+做出政治、人力和财政方面的必要投入。因此，必须要大规模

地增加资金的投入，激励有关方面开展工作。对所有参与者采取基于表

现的鼓励方式可以提高 REDD+投资的风险回报率，借助金融杠杆拉动私

人部门的资金，为达到 REDD+政策的目标配置足够的资金，保持住森林

资源丰富国家政府的政治热情。 

毁林和森林退化所造成的碳排放约占人类活动产生的排放量的

1/10。巴西、印尼、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因热带林被破坏而

产生的碳排放量是最大的。                            （周吉仲） 

 

欧盟议会批准第一个 FLEGT 自愿伙伴协议 

 

据 ITTO《热带木材市场报告》2014 年第 5 期报道： 2014 年 2 月

27 日，欧盟议会批准欧盟与印尼森林执法、施政与贸易（FLEGT）自愿

伙伴协议（VPA），使印尼成为第一个获得批准的 VPA 协议国。该协议承

认，印尼国内通过木材合法性认证体系认证（SVLK）的采伐和加工的木



 8

材和 木材产品符合 2013 年生效的欧盟木材法规。 

印尼与欧盟 VPA 获得欧盟议会批准后，意味着印尼出口到欧盟国家

的木材和木材产品，能够免除强制性尽职调查。专家预言，印尼的木材

和木材产品出口量今年将会因此有一个较大飞跃，预计将增加 5%~10%。 
（谭秀凤） 

 

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森林保护策略的长期效果受质疑 

 

国际热带林与环境保护网站（mongabay.com）2014 年 1 月 24 日报

道：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是 15 年来全世界最具争议性的造纸企

业。环保人士、人权组织和自然保护学者一直对 APP 的非法采伐、破坏

老虎栖息地以及与苏门答腊林区居民发生冲突等种种错误行为进行抨

击。绿色和平组织、雨林行动网络、世界自然基金会、雨林联盟、地球

之友以及许多当地的非政府组织都加入了批评 APP 的队伍。这些组织机

构的指责使几十个大公司对 APP 采取抵制态度或将 APP 从供应商名单中

清除。 

去年 2 月，APP 制定了森林保护策略，承诺对雨林和泥炭地进行保

护，避免以毁林的方式从事纤维生产，减少社会冲突以及在征求社区意

愿和事先知情的前提下营造新的人工林。从 2013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的

该公司策略适用于 APP 的所有业务和供应商。 

过去，APP 也曾信誓旦旦地做出过承诺，但是其后不久就又故态复

萌了。因此一些社会团体对 APP 现在的这个政策当然会持怀疑态度。但

该政策如今已经实行了将近一年，APP 已从实际行动上出现明显转变。

人们看到，APP 欢迎来自批评阵营的声音，建立了受理投诉的制度，甚

至对破坏禁止砍伐森林规定的行为进行自我检举。原来激烈批评 APP 的

绿色和平组织现在对 APP 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 

虽然 APP 在森林保护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是人们对于 APP 能否保

持良好的形象和如何纠正过去的错误仍然十分关注。一些非政府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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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能否兑现长期承诺仍持深深的怀疑。在印尼这样一个法律有时不清

晰和不能彻底执行、竞争对手不受相应的环保承诺约束、政府政策有利

于砍伐森林而不是保护森林的国家，APP 试图实现零毁林的策略将遭遇

体制的挑战。最近的研究显示，印尼的森林砍伐还在以很快的速度发展，

而且其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状况说明处理从事天然林开发的企业

问题比以往更加重要。APP 的森林保护政策仍然是一个激烈辩论的而且

非常重要的问题。                                     （周吉仲） 

 

芬兰新林业政策方案已提交国家议会 

 

波罗的海林业网（www.hdfestforest.com）2014 年 2 月 11 日报道：

2月 11 日，芬兰农林部向国家议会提交了新的林业政策方案。这份文件

概述了芬兰在林业多样化经营和支持生物经济增长方面的计划。观察员

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努力提高林业行业的竞争力。 

该方案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生物经济的问题，其中包括可再生资源、

生物产品和生物能源的可持续生产。预期这些措施会促进芬兰经济的可

持续增长和创造新的就业。 

虽然芬兰农林部没有证实新的政策提案是否完全遵照欧盟林业法

规拟定，但欧盟的相关政策肯定对该政策提案有明显影响。 

芬兰每年的森林蓄积生长量在 1亿 m
3
以上。新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

开发丰富的森林资源。芬兰农林部长亚里·科斯基宁（Jari Koskinen）

说：“我们有通过森林产业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就业和创业以及开展

保健和游憩的绝佳条件。如果我们的森林能多样化经营开发和管理，这

一切都是可能实现的。” 

新政策制定的主要战略目标包括营造一个有利于林业繁荣的良好

环境，加强林业行业的多元化经营，以及确保芬兰森林的可持续性和多

用途利用。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该政策方案提出了 13 项措施，其中包括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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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和促进林业公司出口创汇等方面的措施。 

芬兰总理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对新的林业政策的制

定给予了支持，芬兰议会将在近期讨论和批准这个方案。  （周吉仲） 

 

绿色和平组织称：欧洲在防止非法木材进口方面做得不够 

 

热带雨林与环境保护网站（mongabay.com）2014 年 3 月 4日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称，欧盟木材法规生效一年来，欧洲并未全面贯彻实施这

一法规，非法采伐的木材，特别是来自刚果（金）的非法木材，依然偷

偷进入了欧洲。 

绿色和平组织刚果（金）事务负责人蒙塞布拉（Raoul Monsembula）

说，刚果（金）的采伐部门处于管理混乱状态，所以只有通过有效切断

刚果（金）非法木材流向欧盟国家的途径才能使其广袤的森林和依靠森

林为生的人民得到保护。 

继美国和澳大利亚制定了打击非法木材的法规之后，欧盟也制定木

材法规，禁止进口非法采伐的木材。在去年 3 月欧盟木材法规开始生效

时，观察人士曾认为欧盟国家与刚果（金）之间的木材贸易关系几乎会

全部切断。但是经过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一年来的调查，发现

情况并非如此。 

去年 5月，有一船刚果（金）的大美木豆（Pericopsis elata）木

材进入了欧盟市场。绿色和平组织称，有些地方官员根本不查验木材的

来源是否合法。虽然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指出来自刚果（金）的非洲崖豆

木（Millettia laurentii）是非法采伐的，但这些木材还是被进口到

了捷克、意大利和德国。在断定这些木材非法后，德国政府已将其没收。

绿色和平组织荷兰分部的一位成员在博客中就此事评论说：“德国政府

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是并没有就这个案件进行刑事调查，将这批木

材带入欧洲市场的德国公司也没有因此被罚款或起诉。在市场上供应这

些木材的瑞士公司也没有被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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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从Sicobois采伐公司进口的木材也受到绿色和平组织的质疑。

3月 3日，绿色和平组织说，从 Sicobois 公司进口的木材涉嫌非法和社

会暴力。Sicobois 公司的木材贸易有很多违规之处，其中包括原木标记

不正确而影响到其可追溯性以及在实际上采伐已开始后才取得采伐许

可证。而且采伐地社区群众向主管部门提出 Sicobois 公司在采伐前没

有事先向社区进行咨询征求同意。 

欧盟木材法规在去年 3月生效时曾受到欢迎，但是一年来的实施情

况显示，欧盟国家的政府和主管部门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以保证法律

的正确落实。 

非法采伐不仅加剧了气候变化、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且往

往导致采伐公司与当地居民的冲突，也使国家的税收和生态系统服务的

收入减少。                                           （周吉仲） 

 

对中国原木出口推动新西兰林业出口贸易额增长 

 

雅虎网 2014 年 1 月 27 日报道：新西兰统计局 1 月 27 日宣布，新

西兰的林产品出口额在过去的 20 年中已经翻了一番多，其中对中国原

木出口功不可没。 

2012 年，新西兰的林产品出口额为 45 亿新西兰元（新元），与 1992

年的 19 亿新元相比形成巨大反差。在新西兰，林产品是居乳制品和肉

类之后的第 3大出口产品。 

20 年间，新西兰出口的林产品种类和出口国也发生了变化。1992

年时，原木在新西兰林业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 1/4，但由于海外特别是

中国的需求，2012 年原木出口的所占率已经升至 35%。 

从 1992 到 2012，新西兰原木出口额从 4.43 亿新元增加到 16 亿新

元，提高了 2倍以上。2008 年以来，出口额增长十分迅速，年均增幅达

到 22%。 

据有关人士分析，出口额增加主要是原木出口量增加了 2倍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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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价格提高了近 16%。 

面向中国的原木出口对新西兰原木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大。1992 年，

新西兰对中国原木出口额仅为 5 900 万新元，而到 2012 年时，出口额

超过了 10 亿新元。现在中国已经超过韩国和日本成为新西兰原木出口

的最大市场。 

目前，新西兰是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的世界第3大原木出口国。2012

年新西兰原木出口额占世界原木出口总额的 8%。新西兰林产品出口额居

第二位的是锯材，其它依次为木制品、纸和纸产品及木浆。 

1992-2012 年，新西兰对原木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目前中国是

其主要的林产品市场之一，中国从新西兰进口的林产品占 2012 年新西

兰林产品出口总额的 34%，而 1992 年只占 4%。           （周吉仲） 

 

2013 年沙捞越原木的 60%出口到印度 

 

据 ITTO《热带木材市场报告》2014 年第 4 期报道：马来西亚沙捞

越木材协会公布，2013 年沙捞越共出口原木 280 万 m
3
，价值 16.9 亿马

来西亚林吉特；出口材种主要是柳桉，出口量约 130 万 m
3
，出口的其他

原木有冰片香木（kapur）约 22 万 m
3
，浅色硬木约 44 万 m

3
。 

2013 年，印度从沙捞越进口原木约 172 万 m
3
，成为沙捞越原木的第

一大进口地区。其他主要进口区依次为中国台湾、中国大陆、越南、日

本和印尼，分别进口约 36.3 万 m
3
、26.7 万 m

3
、17.7 万 m

3
、14 万 m

3
和

7 万 m
3
。                                              （谭秀凤）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