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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保护自然环境利用自然资源堪称世界楷模 

白秀萍 

 

不丹王国（简称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东、北、西

三面与中国接壤，南部与印度交界，为内陆国。面积约 3.8 万 km
2
。人

口 73.6 万（2012 年）。 

山地面积占国土 95%以上。地势北高南低。喜马拉雅山脉横亘北部，

中部为喜马拉雅山地，南部为丘陵和平原地带。境内河流密布，水利资

源丰富。北部山区气候寒冷，中部气候温和，南部属于湿润的亚热带气

候。年降雨量为 3 000~6 000 mm。 

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前价格计算）约 14.88 亿美元，

人均GDP约 2 121 美元。经济建设严重依赖外国和国际组织援助，在联合

国发布的 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排名第 140 位，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土面积仅几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100 万、山

地占 95%以上、经济极不发达的内陆小国，却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 

一、不丹提倡“国民幸福总值”思想，强调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更要追求国民幸福总值 

在1976年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不丹第四代国王

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强调：“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

GNH）比国民生产总值更为重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概

念。“繁荣”意味着物质的增长，而幸福更多地是指精神的满足。这种

精神的满足是由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带来的，因此，“幸福”涵盖的范

围比“繁荣”更大。对于人类来讲，经济的繁荣是手段，而幸福才是目

的。与繁荣相比，国民的幸福更为重要。不丹国王提出的“国民幸福总

值”理念，已被写入2008年颁布的不丹宪法：国家将创造条件追求国民

幸福总值。 

不丹提倡“国民幸福总值”思想。在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

更要追求“国民幸福总值”。近30年来，不丹经济有了很大增长。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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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超过7%，而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在没有把经济增长

放在最优先位置上取得的。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欧

美发达国家也逐渐意识到，经济的发展不是全部。 

不丹追求“国民幸福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2006 年被评为全

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幸福指数”亚洲排名第一，世界

排名第十三。 

二、汲取周边国家教训，发展经济不以环境资源为代价 

不丹第四代国王旺楚克说道：“惟有喜马拉雅高耸、雨雪丰沛、森

林茂密，吾国才会国泰民安，政府要为此而勤勉努力。”这句话代表了

不丹政府保护自然环境的基本理念。 

不丹拥有辽阔的森林，林业对全国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现代化时，不丹政府就有强烈的环

保意识，吸取邻国过度采伐森林的教训，转变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政府制定的法律明确规定：要保证全国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严禁造

成环境恶化、威胁野生动植物生境的工业和商业活动；采伐树木必须向

有关部门提交申请。政府还规定，每人每年至少种10棵树。 

在环境保护方面，不丹吸取邻国尼泊尔为增加旅游收入允许外国游

客自由旅游而造成环境破坏的教训，从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的角度出

发，政府规定每年入境的外国游客限制在6 000人，其行程必须经政府

审核。虽然现在放宽了限制，但入境游客必须由国内旅行社全程陪同，

包括食宿行在内，每天交纳250美元，其中60美元上缴政府。这样，既

限制了外国游客的数量，又增加了外汇收入。而且，为保护环境，不丹

政府禁止攀登5 000 m以上的高山。 

不丹的经济发展不以GDP为中心。相反，高度重视森林、水系等自

然环境的保护，禁止乱砍滥伐，要求裸露的土地都必须种上树木。不丹

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成效显著，同时森林资源又保护了本国的自然环境,

维护了世界物种的多样性,为全球生态平衡做出了贡献。不丹被联合国

环境开发署列为世界10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之一。为表彰不丹国王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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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突出贡献，2005年联合国首届“地球卫士奖”授予

了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三、合理利用受到保护的自然资源发展水电业，使水力发电业成为

全国第一大产业和最大出口创汇产业 

不丹地形北高南低，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受阻于喜马拉雅山脉,

为不丹带来了大量降水,加之冰川融化水,其水力资源异常充沛。但是，

水力资源是一把双刃剑，雨水既能发电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

同时也是造成重大灾害的风险隐患。如果大量砍伐森林，这个几乎全是

陡峭山地的国家,在暴雨之后必然会因为失去了森林的庇护而引发山

洪、泥石流及山体滑坡等毁灭性的地质灾害。 

不丹森林资源和水资源得天独厚。如果砍伐森林出口原木可很快获

得经济收益，而建水电工程前期投资甚大,要先贷款，后还债，然后才

能获利。在眼前经济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抉择面前，一向重视保护自然

环境的不丹政府，没有选择急功近利地砍伐森林,而是利用本国的地理

优势和受到保护的自然资源发展水力发电业。2000年时，不丹最大的产

业是农业，但是到2007年，水力发电业占GDP的份额猛增到20.4%，超过

农业成为不丹最大的行业。2010年水电产值占GDP的17.6%，超过农业

（16.8%）、建筑业（14%）和制造业（8.7%）。现在发电总量的85%出口

印度，使电力成为不丹最大的出口产品。 

不丹水力发电业的发展除具备地形、降雨量及冰川等有利自然条件

外，政府和人民对森林等自然环境的保护功不可没。在不丹，森林是保

护山区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重要保障。只要自然环境得到保护，水系

就是可再生的无尽资源。 

四、结语 

不丹是一个山地小国，也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却是“国民幸福

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丹成功的经验在于并没有把经济增长作为压

倒一切的目标，而是汲取周边国家的教训，在严格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

下，利用地形优势和受到保护的自然资源发展水力发电业，为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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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口创汇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保护自然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上，不丹

堪称世界的楷模。——不丹生态文明理念很值得学习借鉴，能否在绿色时报上介绍一下该国的做法，尤其

是先进的理念。请斟酌。陈述贤 6 月 4日 

 

日本森林采伐标准 

 

日本森林法施行令（2013 年 3 月）就森林采伐方法、采伐限额做出

了明确规定。 

1.关于采伐方法的规定 

在森林采伐标准中，采伐包括主伐和间伐，主伐又包括皆伐和择伐。

在不包括灾害伐的情况下，通常采伐方法指的是皆伐、择伐和间伐。主

伐和间伐的采伐原则如下： 

1）主伐 

①在以水源涵养或防风、防干旱及防雾为指定目的的防护林，原则

上不指定采伐树种。 

②在以防止泥石流、防止滑坡、防沙、防洪、防潮、防雪灾、护鱼、

护航、公众保健及保护名胜古迹为指定目的的防护林，原则上为择伐。 

③在以防止雪崩或落石危险或防火为指定目的的防护林或防护设

施内的森林，原则上禁止采伐。 

④在非禁伐的森林，允许采伐的立木，原则上为标准伐期龄以上的

树木。 

2）间伐 

①在不禁止主伐的森林，可进行采伐的林地原则上是按照农林水产

省令规定计算出的树冠疏密度在 80%以上的区域。 

②在禁止主伐的森林，原则上禁止采伐。 

    2.关于采伐限额的规定 

1）主伐 

①在同一单位的防护林等，各采伐年度可以进行皆伐的采伐面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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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原则上不超过该同一单位防护林等森林中被指定为择伐的森林及禁

止主伐森林以外的面积合计值（相当于面积合计的数值），与适合达到

该指定目的树种的标准伐期龄为标准规定的伐期龄相除后得到的数值

（相当于该数值的面积）。 

②在因地形、气象、土壤等状况下特别有必要维持或增强防护功能

的森林中，各采伐年度可皆伐的每处面积限度，按农林水产省令规定，

根据维持或强化其防护功能的必要程度，规定该指定作业资格者指定的

面积。 

③在以防风、防雾为指定目的的防护林中的皆伐，原则上为该防护

林中其立木的全部或相当一部分大致是标准伐期龄以上的部分，采取宽

20 m 以上带状保留。 

④各采伐年度可以择伐的立木材积，原则上不超过该采伐年度之首

日该森林的立木材积乘以按农林水产省令规定计算出的择伐率得出的

数值（相当于这个数值的材积）。 

    2）间伐 

①各采伐年度可以采伐的立木材积，原则上不超过该采伐年度之首

日该森林立木材积的 35%，而且通过其采伐该森林树冠疏密度即使低于

80%但不超过可以确认从该采伐年度的下一个采伐年度首日算起大致 5

年后其森林的该树冠疏密度确实可恢复到 80%以上范围内的材积。 

（白秀萍） 

 

德国发布研究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为区域经济带

来良好影响 
 

日本环境与交流信息网 2014 年 3 月 11 日消息，德国联邦环境部发

布了关于国内 15 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生物圈保护区观光业经

济效果的研究结果：UNESCO 生物圈保护区为区域经济带来良好影响。该

研究由联邦环境部委托维尔茨堡大学实施，阐明了这 15 个地区分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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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全部保护区合计每年接待游客约 6 500 万

人，相关销售额近 30 亿欧元，相当于超过 8.6 万人的生计。联邦环境

部长亨德里克斯评论道，“生物圈保护区拉动了农村地区的旅游业。这

不仅对生物多样性，对地区经济也是一个好消息。”本研究对访问国内

生物圈保护区的到访者结构、支付行为、动机进行的调查显示，以前不

知名的地区因被认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而获益。而且，保护区特有的自然

景观的商品开发，今后还有很大的空间。                （白秀萍） 

 
英国投入近 40 万英镑修复因洪水和暴风雨损坏的国家公园设施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4 年 5 月 7 日消息，英国环境、食品和

农村事务部发布消息称，将投入 39.4 万英镑用于修复因 2013-2014 年

冬季洪水和暴风雨受到损害的国家公园。修复对象为英国的 5个国家公

园。例如，在湖区国家公园，12 月份的洪水损坏了公园内的马特·福特

水闸电气和液压系统，现在正采取手动方式管理着每年超过 1 000 次航

行的船只，为修复损失将支付 8.2 万英镑。在达特穆尔国家公园

（Dartmoor National Park），为修复被损坏的步行道、骑马道及排水

设施将支付 15 万英镑。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负责资源管理的

副部长说道，国家公园是英国宝贵的自然环境的核心部分，“这些修复

工作将会产生投入费用 4倍的价值，在旅游季节前务必完成”。 

另外，为支援洪水灾后的重建，将一般家庭及企业主今后应对洪水

补助上限调整为 5 000 英镑，对所有的受灾企业主减免租税以促进灾后

恢复。为使浸水农田恢复耕作，正在募集 1 000 万英镑的补助金，用于

农户补助。                                          （白秀萍） 

 

不丹生态旅游 

 

根据不丹农林部森林与公园局（DoFPS）2011年出版的《不丹林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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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报告，DoFPS下设的自然游憩与生态旅游处（NRED）在确定保护区

生态旅游潜力、旅游产品和服务，以及管理、监测和评价自然保护区等

方面，为保护区提供技术支持，并出台了关于制定和管理生态旅游和游

憩项目的相应准则和标准。 

2005年，NRED为外国人参观保护区制订了参观许可证制度，这种参

观许可证对萨克藤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外的其它保护区是免费发放的。萨

克藤野生动物保护区于2010年9月开始收取门票，票价为每人1 000卢比。

不丹皇家植物园2009年开始收取门票，其他保护区和休闲公园也在制订

各种产品和服务的收费标准（含门票）。 

NRED还针对一线工作人员和利益相关者开展生态游、自然游、乡村

游、健康和卫生、地方旅游产品开发、游客管理和解说等方面的培训，

制定或协助制定游憩区运营计划，通过与捐助者和私营部门建立的伙伴

关系，拟定项目建议书以及制定资金筹措机制和发展战略。 

一、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项目 

为使农村社区从保护区和政府保留林的生态旅游和自然旅游活动中

受益，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项目被确定为不丹第10个五年计划中的

优先事项。 

目前，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项目已在旺楚克国家公园、皇家玛

纳斯国家公园、楚恩馨拉国家公园、旺楚克百年纪念公园和萨克藤野生

动物保护区等5个保护区中实施。布姆德林野生动物保护区、晋美多吉

国家公园、Phibsoo野生动物保护区和Toorsa自然保护区的社区生态旅

游项目也正在规划中。 

二、公园节活动 

为促进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开发，2009年开始推出每年一次的公园

节。旺楚克百年纪念公园每年2月23-25日举行游牧民节，楚恩馨拉国家

公园每年8月18-20日举办蘑菇节，晋美多吉国家公园于每年1月7-9日举

办羚牛节，英国皇家植物园每年5月中旬举办杜鹃花节，其他公园也在

规划公园节活动。 

三、环境教育和讲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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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ED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和加强不丹休闲公园和保护区的环境

教育和讲解，以提高游客体验效果，并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该计划针

对学生、旅游者、社区、研究机构、僧侣、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等各种不同的目标群体制定了相应的环境教育和讲解内容，并通过举

办有关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讲解的研讨会和培训班促进工作人员和利

益相关者的能力建设。 

为加强环境教育和有关自然的讲解，NRED计划用皇家植物园作为全

国环境教育和自然讲解的示范中心。该公园距首都廷布较近，而且公园

内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及各种娱乐设施，是针对学校和其他社会群

体进行环保教育的理想场所。                             （徐芝生） 

 
日本木片工业的现状与课题 

 

日本《木材情报》2013 年 8 月报道了日本木片工业的现状和要解决

的问题。 

一、木片工业现状 

1．木片供需现状 

日本的工业木材需求量在 2012 年约为 7 000 万 m
3
，其中约 3 100

万 m
3
是造纸用的纸浆和木片，占工业用材需求量 44%。但是，在纸浆和

木片需求量中，国产纸浆和木片约 530 万 m
3
，仅占全国纸浆和木片总需

求量 17%，而且加上利用木材工业剩余材、解体材和废材生产的木片约

为 670 万 m
3
，纸浆和木片的国产率仅 32%。除纸浆和木片之外的用材自

给率已超过 40%，今后要实现“森林、林业基本计划”制定的国产材自

给率 50%的目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纸浆和木片的国产率。 

2．木片加工业动向 

（1）木片加工厂动向 

国产木片加工厂在 1975 年达到 7 300 家，生产了约 1 500 万 m
3
的

木片。但是，随着日元升值，造纸业开始从澳洲、智利、越南、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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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木片，国内木片加工厂家也随着锯材厂的减少而持续减少。根据农

林水产省木材统计，2012 年共有 1 536 家木片加工厂，减少到最兴旺时

期的 20%。在现有木片厂中，与锯材厂兼营的有 1 147 家，占木片厂总

数 75%，而木片专营工厂 389 家，仅占 25%。最近的动向是，兼营形式

的工厂减少，而专营工厂从2010年的352家增至2011年的380家和2012

年 389 家。 

（2）木片生产动向 

国产木片的生产量在 2009 年跌入谷底，近几年略有增加，2012 年

达到 586 绝干吨（BDT）。昭和时期（1926-1989）国产木片以阔叶材为

主，但现在，间伐材及锯材剩余材等针叶材木片的占有率提高，2012 年

针叶树和阔叶树木片（不含解体材和废材）的比例为 2∶1。 

从干吨到原木材积的换算值一般为针叶树 2.2m
3
/BDT、阔叶树    

1.7 m
3
/BDT。而且，关于木片用原木的生产量到体积的换算系数，由于

采伐现场到运抵木片加工厂时间的长短对原木含水率变化影响很大，所

以难以规定统一的换算系数，但全国木片工业联合会根据 2010-2012 年

木片用原木的密度调查，现实使用的换算系数为，运抵工厂的原木含水

率（湿量标准）大约为 0.7~0.8 m3
/WMT，针叶树约 1.0~1.3 m3

/WMT。但

是，在木片厂，以往按湿重计算原木价格，而不必计量原木的体积。木

片的发货，按绝干重量出售给造纸厂等，不需要特别考虑木片含水率。 

（3）木片价格动向 

在进口木片中，针叶树和阔叶树木片的价格均受汇率影响波动很

大，与最近日元贬值相比，今后木片的价格会有所上升，但国产木片价

格将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几乎没有变化。 

（4）木片加工厂经营极度困难 

2013 年 5 月木片用原木到厂的收购价，按农林水产省统计，针叶树

为 4 300 日元/m
3
，阔叶树为 8 100 日元/m

3
，但木片的出厂价为针叶树

1.22 万日元/BDT，阔叶树为 1.63 万日元/BDT。按照前面说的换算单价

将此换算为每立方米单价，木片的出厂价为针叶树木片 5 545 日元/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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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树为 9 588 日元/m
3
，原料进价和出厂产品的价差仅为 1 200~1 500

日元，木片加工厂的经营极度困难。 

二、木片工业要解决的问题 

日本木片工业为造纸及纤维板等工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来源，有效

地利用了日本的森林资源。今后为促进木片原料新用途的开发研究，应

谋求农业和畜产业的利用、木材成分新用途、净化材料等多方面需求领

域的开发，通过促进森林间伐和郊区林的管理，推动进入成熟期的人工

林资源及郊区阔叶树的经营。 

2012 年 6 月，日本关于电力企业采购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别措施法

付诸实施，启动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固定价格收购制度（FIT），即电力公

司可在 20 年内以固定价格收购太阳能、风能、中小水力、地热、生物

量发电的电能制度（表 1）。 

表 1  日本固定价格收购制度下各类生物量发电电价 

收购电价 

（不含税） 
沼气化生物量 未利用木材 一般木材 

废弃物类 

生物量 
回收利用木材

日元/kWh 39 32 24 17 13 

FIT 规定的木质生物量包括 3 种类型：一是“未利用木材——森林

立木竹的采伐或间伐产生的未利用木质生物量（不含进口）”。在林野厅

指南中规定为间伐材及从制定有森林经营计划的森林、防护林、国有林

采伐生产的木材，统称为“来源于间伐材等的生物量”。二是“一般木

材生物量（含棕榈椰子壳）”。根据林野厅指南规定，包括锯材等加工剩

余材及其他能够证明来源的木材，统称为“一般生物量”。三是所谓“回

收利用的木材”。在林野厅指南中称之为“建筑材料废弃物”，即利用解

体材、废材生产的木片。 

如上所述，即使同样是木片，但也区分为 3种类型，对不同来源的

木片进行分别管理，并有必要告知生物量发电企业。今后，生产生物量

发电用木片的工厂，要按照林野厅指南的规定，设分类管理责任者，同

时制定分类管理方针，接受相关所属团体的批评和认定，并必须附有能

够证明木片原料来源的木质生物量证书。据说接受这一制度认定的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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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发电厂等有30家以上。考虑到在这些发电厂开始实际运转的2015

年，对木质生物量的需求每年至少增加 300 万 m
3
以上，因此建立一个在

以后 20 年稳定供应木质生物量的体制很有必要。与木材生产者合作，

按照林野厅指南规定的企业认定制度，确保稳定供应分类管理的木质生

物量至关重要。日本木片工业被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和责任。 

如上所述，日本小型木片加工厂很多，一半以上面临着严峻挑战，

对生产高效化要求更高，但实际情况是木片价格并没有像木材一样的原

木市场及产品市场等公正的定价机构，而是由相对交易决定，可以说零

散的木片厂没有决定价格的能力。尤其像此次 FIT 那样，在电力收购价

格公开维持 20 年的方式中更需要公正的原料供应价格计算方法。否则，

国民负担的可再生能源电费很难保证回归绿色能源的轨道。（白秀萍） 

 

德国联邦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调整为联邦食品和农业部 

 

德国联邦议院 2014 年 2 月 20 日消息：2013 年 12 月德国总理默克

尔颁布了“总理机构法令”，涉及 5 个部委的更名和职能调整。根据该

法令，自 2013 年 12 月 21 日起，原德国联邦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

部调整为联邦食品和农业部，将消费者保护职能转移至联邦司法和消费

者保护部，而涉及食品和农业的消费者保护职能仍留在联邦食品和农业

部。原联邦司法部调整为联邦司法和消费者保护部。原德国联邦环境、

自然保育及核安全部调整为联邦环境、自然保育、建筑及核安全部，而

原联邦交通、建筑及都市事务部调整为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建设部，将

与实体建设有关的职能转移至环境主管部门，旨在进一步统筹协调发展

与环境问题。                                          （李 茗） 

【本期责任编辑  白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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