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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非法采伐问题分析（一） 

 

日本《木材情报》2013 年 4 月发表了鸟取大学教授根本昌彦的文章，

题为“世界非法采伐问题现有局面”，副标题为日本要求制定“非法木

材排除法”。全文编译如下： 

一、引言 

非法采伐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广泛认知，21 世纪前 10 年在

G8 等会议上进行了商议，各国都推进了非法采伐对策。在主要的木材生

产国巴西、印尼、喀麦隆，非法采伐在 2000 年以后的 10 年中减少了

50%~75%；在日本、美国、EU 等主要消费国和地区，非法木材的进口在

2004 年达到峰值后减少了 30%。推进非法采伐对策的结果是，近 10 年

避免了 1 700 万 hm
2
森林消失，至少抑制了 12 亿 t二氧化碳排放。 

但是，认为非法采伐和非法木材问题接近于解决还为时过早。如果

加强管制，同样为逃避管制采取的手段也更加巧妙，用各种方法洗白，

表面上伪装成合法木材进行流通的情况也会增多。而且，排斥强化限制，

限制较松的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新的非法木材资源的温床，非法木材需要

限制更松散的市场作为销路。在这个意义上，也存在着非法采伐问题反

而更加广域化和严重化的一面。 

作为保护热带林的强有力手段的 REDD+，以严格的森林管理为前提，

因此采取措施应对非法采伐是必须，但另一方面，在非法木材销售所波

及的资金流大于通过森林保护获得的信用额的情况下，消除非法采伐的

激励将失去作用。因此认为，非法采伐对策对 REDD+的成功与否也将产

生很大影响。基于对非法采伐问题的上述思考，本文就非法采伐的蔓延、

特点及其对策加以整理，同时探讨日本应采取措施的方向性和今后对非

法采伐问题的对策。 

二、非法木材贸易凶险化巧妙化 

根据国际 NGO 全球见证组织（Global Witness）2012 年发布的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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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潜在的危机？：因土地和森林纠纷引起的凶杀案增多” 

（ A Hidden Crisis?:Increase in killings as tension rise over 

land and forests）的报告，过去 10 年，因土地、森林等权利问题引

起的凶杀事件在世界上至少有 711 起，每年的杀人案件从 2004 年的 37

起上升至 2011 年的 106 起，呈增加的趋势。案件数量在巴西最多，其

次是秘鲁、哥伦比亚、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等。 

事件的背后，存在着资源开发方与当地社区等通常对立的关系，据

说在杀人事件以外也发生了数十万起暴力和胁迫事件。而且，这种社会

形势也是引起非法采伐的主要原因。事实上，非法采伐很多是在造林地

及农地开发的名义下进行的，形成了对人权的侵害。而且，在政治不稳

定的情况下，也存在着警察及军队等支持开发方压制住民的行为。 

例如，2011 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地居民 Tika 被杀事件就是

采伐业的 Siforco 公司单方面取消与当地约定的基础建设、加快采伐引

起的。为压制反抗的当地居民，公司方面叫来的警察滥用职权，结果发

展到强奸及暴力和杀人。当时，Siforco 公司正要取得 FSC 认证，如果

该事件不被公开，在这个地区生产的木材作为合法的可持续的木材流通

的可能性很大。 

在柬埔寨，2012 年 4 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被杀害的是当地环境

NGO（NPGR）办事处处长 Mutty，他在对非法采伐进行调查时被柬军开枪

打死。5月份还发生一起抗议开发橡胶园的15岁少女被军队杀害的事件。 

在这些事件以外，渎职及贿赂已经很寻常，非法木材经过伪装伪造

等进行走私贸易。根据 2012 年公布的国际刑警组织和 UNEP 的联合报告，

成为国际贸易对象的非法木材包括走私在内，估计为 15%~30%，交易价

格超过 300 亿~1 000 亿美元。报告还指出，最近非法采伐更加巧妙化，

介绍了如下 10 种非法采伐和 20 种“洗白”（Laundering）的具体手段。 

1．非法采伐：1)在保护区等禁伐区内采伐；2）无许可证采伐；3）

在纠纷地带（国境周边）采伐；4）超过许可量采伐；5）伪造许可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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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6）通过贿赂获得采伐权；7）伴随造林地的新增或扩增的采伐；8）

小农扩大农地的采伐；9）伴随着畜牧业、大豆生产等农地开发的采伐；

10）以开设道路、开发矿山为名的采伐 

2．非法木材“洗白”：1）将超过采伐许可地内许可采伐量的非法

木材伪装成合法木材；2）将其他来源的非法木材带入采伐许可地伪装

成合法木材；3）利用某地区的采伐许可证，在运输过程中混入其他地

区的非法木材；4）加工厂的原木堆放场地将非法木材混入合法木材中；

5）在加工厂通过出材率的夸大报告或加工能力过小的报告或混入人工

林木材的报告等，使混入非法木材的增量部分蒙混过关，伪装成只有合

法木材；6）将 A 国的非法木材在国境地点使用贿赂手段变为 B 国产的

合法木材销售；7）将从 A 国出口到 B 国的非法木材作为合法木材再返

销 A 国；8）在争议地区等没有政府管理的情况下，在国境地带军队等

控制着非法木材和合法木材；9）在非法木材从 A 国到 B 国的运输中将

货物卖给第 3国 C 国的商人，作为 C 国原产材进入 B国；10）通过贿赂

关税职员伪装产地及加工地；11）濒危种与珍贵种等作为其他树种进行

虚假申报；12）使用出口许可证将其他地区的非法木材作为合法木材出

口；13）同一个出口许可证多次利用，将非法木材作为合法木材出口（进

出口误差的原因之一）；14）用贿赂及造假伪造许可证；15）利用出口

许可证将合法木材和非法木材混在一起出口给一些销售公司；16）尽管

取得造林许可，但实际上采伐天然林后不进行造林，如此反复操作；17）

取得工厂交货用的人工林木材许可证（无上限），假冒造林木上交非法

木材；18）使非法木材混入合法种植的林木；19）在允许开发牧场及农

场（尤其是大豆及棕榈）后，在许可地外围进行非法采伐；20）在道路

建设等情况下，假冒障碍木非法采伐周边森林。 

正如开头所说，非法采伐和非法木材至少在表面上正在减少，但是

通过洗白继续进行着走私交易。其总量不清楚，但的确有相当的数量。

洗白手段中的第 7、16、17、18 等手段与造林相关的事项是近年印尼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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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洗白的典型案例。在印尼天然林采伐及非法木材的限制得到加强，非

法木材相关的揭发检举数量大大减少，审判案件从 2006 年的 1 714 件

迅速减少至 2009 年的 107 件，表面上非法木材减少了。但另一方面，

尽管造林地实际上没有增加，而人工林木材生产量却由 2000 年的 370

万 m
3
增至 2008 年的 2 230 万 m

3
，增加了 5 倍以上。也就是说，很多的

人工林木材是逃避国内法律制度的伪装的非法木材。（待续） （白秀萍） 

 

FAO 出版人工林工业原木生产能力评估报告 

 

据 ITTO 热带木材市场报告 2014 年 6 月 16-30 日消息，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出版了人工林工业原木生产能力评估报告。 

2013 年 5 月，在葡萄牙埃什托里尔举办的第三届人工林国际大会建

议，加强对人工林木材生产现有数据的统计。为扩大和改善全球森林资

源统计，FAO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国别报告、科学文献以及问卷和与专

家访谈对人工林工业原木的生产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世界不到

7%的人工林面积，提供了 1/3 的工业原木产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

工林木材原材料的供应为扩大人造板制造业和出口提供了保障。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工林已成为木材生产的主力，并在工业原木

和薪材的供应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12 年 78 个国家的人工林总

产量为 5.62 亿 m
3
，相当于全球工业原木总供应量（17 亿 m

3
）的 1/3。 

人工林工业原木产量按区域计算，南美（2亿m
3
）、亚洲（1.51亿m

3
）、

北美和中美（1.04亿m
3
），大洋洲、欧洲和非洲人工林工业原木产量比

较少，为2 600万~4 700万m
3
。人工林工业原木产量占木材产量的比例为

南美和大洋洲80%、亚洲43%、非洲37%、北美和中美22%，欧洲国家最低，

为8%。 

2012年人工林工业用原木产量前10位的国家是巴西(1.319亿m
3
)、美

国(1.019亿m
3
)、中国(6 420万m

3
)、印度(4 310万m

3
)、智利(3 840万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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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2 750万m
3
)、澳大利亚(1 920万m

3
)、南非(1 590万m

3
)、泰国(1 460

万m
3
)和印尼(1 250万m

3
)，10国合计为4.69亿m

3
，占全球人工林工业原木

总产量的83%。                                       （谭秀凤） 

 

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 16 项决议应对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 

 

据日本环境与交流网 2014 年 7 月 10 日报道，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UNEA）于 6月 27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落下帷幕。经过 5天的讨论，

大会通过了主要针对环境问题的 16 项决议。此次大会，有来自 160 多

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高层代表和不同部门的利益攸关者参加，是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 

大会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 16 项决议，加强对大气污染（造成每年

700 万人丧生）、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每年约 2 130 亿美元）、海洋塑

料垃圾（给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每年 13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化学物

质及其有害垃圾（日常生活使用的化学品超过 10 万种，造成物种及生

态系统、水体富营养化、平流层的臭氧层的减少）的治理。而且，大会

再次重申了成员国在里约+20 成果文件中做出的承诺，特别是可持续发

展背景下的环境支柱部分和第 88 款加强环境署的作用。 

另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网站 2014 年 6 月 28 日报道，第一

届普遍会员制的联合国环境大会强调了其作为全球环境的权威部门，应

对全球环境挑战并为联合国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指南的重要历史意

义，认可了联合国环境大会在推进完整和连贯的可持续发展环境支柱方

面的基础作用，以及为全球环境议程制定解决方案的作用。 

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举办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包括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全体部长会议呼吁把环境支柱彻底地纳入可

持续发展进程，承认健康的环境是实现有雄心的、普遍的和可实施的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必要条件和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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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呼吁成员国加快推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包括资源效率

和可持续生活方式；通过所有国家全方位合作，采取紧急行动，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包括全面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等。（白秀萍） 

 

日本森林国营保险将移交森林综合研究所管理 

 

日本林野厅网站最新报道，日本“修订森林国营保险法的法律”于

2014 年 4 月 9 日通过并成立，4 月 16 日公布。依据此法，以前由国家

实施的森林国营保险将于 2015 年 4 月 1 日移交给独立行政法人森林综

合研究所（简称“森综研”）管理。 

森林保险是森林所有者防备突发性灾害的唯一安全保障，是重要的

公营保险。移交后，国家也要依法充分参与。 

移交时，有效合同由森综研自动接管（不需要手续），森综研接管

后，合同的补偿内容不变。 

在移交前，和以前一样可以加入森林国营保险，2015 年 4 月 1 日移

交后，由森综研管理下加入森林保险。 

森综研接管后，森林保险制度的补偿内容及森林组合等加入保险的

受理窗口不变。移交后努力提高森林保险的服务水平。 

移交后，国家继续进行森林保险的规划和筹划业务，同时监督森综

研在合理设定森林保险费率等方面的业务运营情况。而且，政府对森综

研进行的长期借款等要进行债务担保，在资金筹集困难时要采取财政扶

持措施。 

森林国营保险移交给森综研管理是政府行政改革的一环。为缩减国

家业务等，日本加快了对森林国营保险移交给国家以外者管理的讨论，

结果认为，国家一定要参与森林保险，但没有必要亲自作为实施主体，

而且森综研作为森林和林业领域唯一的独立行政法人，从事着关于森林

灾害的研究开发业务，并拥有关于森林自然灾害的专业知识等，因此森



 8

林保险业务可以移交给森综研管理。                      （白秀萍） 

 

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和马来西亚林业研究所发布保护亚洲热带林

遗传多样性研究结果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网站（iisd.org）2014 年 4 月 15 日消息：

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Bioversity International）和马来西亚林业研

究所（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ysia）共同发布了一项关

于采伐给亚洲热带森林遗传多样性造成影响的研究结果，并推出了一份

宣传材料，帮助决策者和森林管理人员提高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意识。 

这项研究的题目是：“将遗传因素融入亚洲热带用材林经营中：目

前的状况”，研究重点是采伐作业对龙脑香混交林所产生的影响，如采

伐强度、最小采伐径级以及树木伐除的空间模型等。研究结果显示，即

使是进行1次采伐都可能会因为近亲繁殖的增加和幼苗活力的降低和其

他因素而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研究发现，保护性活动，其中包括将保

证群落最低密度作为制定采伐方案的前提条件，不仅能够防止生物多样

性损失，而且还可以提高热带林保护的价值以及景观的连续性。 

题为“维持亚洲用材林中的热带乔木数量，确保其遗传活力”的宣

传材料概述了研究结果，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内容涉及制定各树种

的采伐指南、确定最低群落密度和最小采伐径级以及培训森林生物学家

等。给森林管理人员提出的建议包括，避免大量伐除超出最大采伐径级

的树木，及时伐除丛生植物以防近亲繁殖，随时监测种苗和幼树的生长

情况。                                              （周吉仲） 

 

欧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湿地保护项目在白俄罗斯启动 

 

据白俄罗斯通讯社 BelTA 报道，欧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保护

和可持续管理白俄罗斯泥炭地，减少碳排放，帮助湿地生态系统适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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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项目于 2014 年 2 月在白俄罗斯启动。该项目为期 4 年，目标

是恢复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的 Zvanets 和 Sporovskoye 2 处沼泽湿地，

这里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水栖苇莺

（Aquatic Warbler）的主要栖息地。 

有关资料显示，1997 年白俄的水栖苇莺种群数量约 1.2 万只，这一

数量是一个物种生存繁殖下去的最低限。正常情况下，白俄的水栖苇莺

种群数量应不低于 5万只，而目前的规模仅有 6 000~8 000 只，而且数

量仍在持续下降。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白俄罗斯大面积的泥炭湿地尚未被排干水，

当地人习惯在湿地上收获芦苇、灌木和其它木本植物作为饲料。而当大

面积的湿地被排干水后，当地人能够轻易地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干草，所

以湿地内的收获量急剧下降，造成湿地内灌木和木本植被大量繁殖，由

此改变了湿地原有的生境，对湿地中现存的物种造成威胁，一些独特的

物种面临濒危甚至消失。因此，要维持泥炭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就要积

极地实施保护措施，通过物理方式大规模清除灌木植被。目前，白俄罗

斯已经制订了恢复湿地水文的措施，并已购买了大量设备，用于收获和

加工清除的植物。 

白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环境部为该项目的执行机构，合作伙伴包括白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Zvanets 和 Sporovsky 2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

地 Drogichin 区和 Bereza 区的主管机构以及白俄罗斯鸟协（APB 

BirdLife）。                                          （李玉敏） 

 

美国农业部拨款加强湿地保护 

 

据美国农业部网站 2014 年 3 月 18 日报道，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

护局（NRCS）将提供 36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帮助明尼苏达州、北达科

他州和南达科他州的农场主和牧场主保护湿地、改善候鸟和其他野生动

物的栖息地、控制洪水和发展农村经济。援助资金将通过“水银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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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P）发放。 

“水银行计划”是自然资源保护局为帮助土地所有者保护大草原低

洼区（prairie potholes）的湿地和草地而设立的一个大项目中的一部

分，目的是维持这一地区湿地和草地的多种效益，包括保护水质、减少

洪水、增加碳汇和改善湿地及野生动物栖息地。 

自然资源保护局主任贾森•韦勒（Jason Weller.）称，“水银行计

划”为维持野生动物（特别是水禽）的生存而保持一定量的地表水提供

了独特的机会，同时也有助于防洪、改善水质和发展农村经济。 

根据“水银行计划”，土地所有者与政府签订一个为期 10 年的租赁

协议，用于保存和保护湿地及相邻的土地，土地所有者每年将获得一定

补偿。如果没有“水银行计划”，这些湿地和土地可能被用于生产农作

物或其他需要排水的活动。该计划将有助于恢复大草原低洼区超过 300

种候鸟的栖息地，这些候鸟依赖于湿地进行繁殖、筑巢和休憩。2012 年

已有超过 1.5 万英亩属于农民的土地加入了“水银行计划”。 

“水银行计划”不资助湿地增强的项目，而且原合同期满后将不再

续签。如果为了改善候鸟栖息地需要采取保护措施，土地所有者和经营

者可以申请自然资源保护局的其他财政援助项目，如环境质量奖励计划

或州保护项目等。                                     （李玉敏） 

 

美国科研人员开发出湿地水质检测新技术 

 

据《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Methods》（湖沼学与海洋学：

方法）杂志 2014 年 3 月报道，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

一项水质检测新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详细、更高频率的水质数据，

使管理者全面了解水质状况，做出明智决策。 

该项新技术基于市场上出售的原位紫外-可视光光谱仪（situ 

ultraviolet-visual spectrometers）开发而成。紫外-可视光光谱仪

用来测量水所吸收的光波波长，以收集水质数据。该设备可以在很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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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内每 15 秒收集一次数据，这比传统的水质抽样加实验室分析的

技术采样频率高很多，但缺点是只能检测部分关键的水质参数：硝酸盐、

溶解性有机碳和浊度。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组运算程序显著扩

大了从紫外-可见光光谱仪中获取的信息量。具体而言，新技术可以使

研究者获得有机氮、磷酸盐、总磷、水盐分等方面的信息，据此可以深

入了解一系列的水质问题，包括水富营养化问题。 

研究人员在一处恢复的半咸水潮汐沼泽湿地测试了该技术，结果显

示，该湿地盐分在潮起潮落时可以在几分钟内从淡水转变为盐水。研究

人员从光谱仪测定的数据中获取了湿地中的硝酸盐、总凯氏氮、溶解性

有机碳、磷、总磷、总悬浮固体物、盐浓度等信息。这些数据与水质抽

样实验室分析所得数据相比，两者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研究人员认

为，该技术可以在不降低数据精度的情况下收获更高监测频率的水质数

据。 

研究成员之一、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系的弗朗索瓦

‧柏根（François Birgand）博士表示，不完整或非定期的水质数据使

人们无法了解有关水质的准确信息，而基于不准确信息的决策是有风险

的；该技术将帮助人们获得更多更详细的数据，从而了解更为全面的信

息并做出明智决策。研究者正在利用该技术收集的数据来识别化肥径流

对某一水体的污染程度，以及湿地在减轻径流污染中所发挥的作用。 

            （李玉敏） 

 

2013 年日本木材进口情况 

 

日本林野厅网站 2014 年 3 月 31 日报道，日本林野厅根据财务省 3

月 13 日发布的 2013 年全国贸易统计数据，对当年全国木材进口额和进

口量进行了汇总和公布。林野厅按供应来源对全国木材进口总额和原

木、锯材、胶合板、木片、集成材等主要产品的进口额和进口量进行统

计，公布了过去 3 年木材进口的实际成绩，揭示了近年来木材进口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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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日本木材进口额为 1.216 万亿日元，比上年提高 27%。尤其

是从越南的进口，由于胶合板及木片进口量增加，比上年提高了 61%。

从中国主要进口胶合板、集成材等人造板及一次性筷子等，占日本木材

进口总额的 15%，连续 7 年中国成为日本进口木材及木材产品的第一大

供应国。2013 年日本进口的主要木材产品为： 

1．原木进口量为 456 万 m
3
，比上年增加 1%；进口额为 1 074 亿日

元，比上年增加 50%。主要供应国为美国（占进口量 48%）和加拿大（占

27%），两国合计占原木总进口量的 75%。 

2．锯材进口量为 750 万 m
3
，同比增加 14%；进口额为 3 022 亿日元，

同比增加 50%。主要供应国为欧洲国家（占 43%）及加拿大（占 32%），

合计占锯材总进口量的 75%。 

3．胶合板进口量为 303 万 m
3
，同比增加 2%；进口额为 1 738 亿日

元，增加 22%。主要供应国马来西亚（占 52%）及印尼（占 32%），两国

合计占总进口量的 84%。 

4．木片进口量为 1 102 万 t，同比减少 1%；进口额为 2 180 亿日

元，同比增加 8%。主要供应国为澳大利亚（占 21%）及智利（占 20%），

两国合计占木片总进口量的 41%。而且，从澳大利亚及智利进口的木片

逐渐减少，而从越南及巴西进口的木片有所增加。 

5．集成材进口量为 88 万 m
3
，同比增加 11%；进口额为 504 亿日元，

同比增加 39%。主要供应国为奥地利（占 24%）及芬兰（占 23%），两国

合计占集成材总进口量的 47%。集成材进口量的 80%以上为结构用集成

材。                                                （白秀萍） 

【本期责任编辑  白秀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