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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森林宣言”彰显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停止毁林意愿 

 

森林欧洲网（www.foresteurope.org）2014 年 9 月 30 日消息：联

合国气候峰会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在纽约举行，32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以

及 30 个公司、60 个民间社会和土著居民团体共同签署了纽约森林宣言。 

纽约森林宣言认为，森林保护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之一，提

出到 2020 年将毁林面积降低一半，并于 2030 年停止毁林，还提出恢复

森林和农田 3.5 亿多 hm2（超过印度国土面积）。这意味着在 2030 年之

前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 亿~88 亿 t，相当于 10 亿辆小汽车的排

放量。该宣言包括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计划，以指导政府、企业和社会组

织实现上述目标。 

峰会期间，纽约森林宣言签约方还宣布了一系列额外的举措和联合

行动，其中欧洲地区的行动计划包括：由主要捐助方为停止毁林和森林

保护项目筹资；几个欧洲最大进口国制定公共采购政策，以可持续的方

式采购大豆、棕榈油、牛肉和木材等与毁林有关的商品。 

虽然这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宣言，但这是第一次由各国

领导人为结束天然林损失而制定的一个全球性时间表。    （徐芝生） 

 

日本将通过森林吸收温室气体实现减排新目标的 3/4 

 

日本《林政新闻》2013 年 12 月 4 日报道，日本修改了针对防止气

候变暖的温室效应气体削减目标，决定在 2020 年度通过森林吸收实现

减排总量的 3/4。与以前相比，提高了森林吸收温室气体的地位，但是

没有提出实现削减目标的财源保障目标。 

新的削减目标是日本环境大臣石原伸晃在2013年 11月于波兰华沙

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9 次缔约国会议（COP19）上公布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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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排放量 1990 年为 12.6 亿 t-CO2，2005 年为 13.5 亿 t-CO2，2020 年约

13 亿 t-CO2（目标）。2020 年的减排目标是比 2005 年减少排放 3.8%，其

中 3/4、相当于 2.8%以上通过森林吸收来实现。 

在京都议定书第 1 承诺期（2008-2012 年），为确保 6%减排目标中

的 3.8%通过森林吸收源实现，强化了年均开展森林间伐 55 万 hm
2
的措

施。预测这个间伐量能够完成，但仅靠当初预算出现资金不足，通过追

加每年约 1 000 亿日元的修正预算后才勉强完成。关于 2013 年以后的

第 2承诺期，国际上承认森林吸收量可按年均 3.5%计算。但是，由于国

内的森林正在进入成熟期，预测吸收量将会减少，所以在第 2承诺期的

最终年度 2020 年确保森林吸收占 2.8%成为实质上的上限值（表 1）。 

表 1 日本在第 1 承诺期和第 2 承诺期森林吸收温室气体目标的差异 

 京都议定书第 1承诺期 

（2008-2012 年） 

2013 年度以后 

（第 2承诺期：2013-2020 年） 

日本减排

总目标 

与 1990 年总排放量相比 
（2008-2012 年平均） 

▲6% 

（2020 年度单年） 

+约 3% 

与 2005 年总排放量相比 
（2008-2012 年平均） 

▲约 12% 

（2020 年度单年） 

▲3.8% 

森林吸收

目标 

吸收量 

（2008-2012 年平均） 

约 4 800 万 t-CO2/年 

相当于国际规定的计算上限 

（2013-2020 年平均） 

约 4 400 万 t-CO2/年 

相当于国际规定的计算上限 

（2020 年单年） 

约 3800 万 t-CO2以上 

占总排放量比例 

（2008-2012 年平均） 

与 1990 年比，3.8% 

与 2005 年比，3.5% 

（2013-2020 年平均）  

与 1990 年比：3.5% 

与 2005 年比：3.3% 

(2020 年单年) 

3.0%以上 

2.8%以上 

（参考）森林吸收量的国际计算上限 
2008-2012 年平均为 3.8% 

（与 1990 年总排放量比） 

2012-2020 年平均 3.5% 

（与 1990 年总排放量比） 

确保森林吸收量的必要对策 

○开展森林间伐等 55 万 hm
2
 

○适当管理和保护防护林等 

○推进木材和木质生物量利用 

○推进间伐 52 万 hm
2
 

○适当管理保护防护林 

○推进木材和木质生物量利用 

○开展再造林 

○扩繁生长优异苗木的母树 

注：下划线数字为日本减排目标值；▲表示减少。 

    为确保森林吸收量，第 2承诺期也必须和第 1承诺期一样，完成年

平均 52 万 hm
2
的森林间伐。林野厅希望在采取预算措施的同时开展税制

改革，如利用地球暖化对策税及创立全国森林环境税等。但是，关于扩

大暖化对策税的用途，仍然遭到经济界的强烈反对。“新目标的 3/4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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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承担”，也许成为打破僵局的突破口而引起关注。    （白秀萍） 

 

巴布亚新几内亚林业近况 
 

据日本《海外森林与林业》2013 年 6 月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简

称“巴新”）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拥有热带林资源的国家之一，森林产

出的木材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为巴新的国家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

对占人口 80%以上的地方居民而言，森林为提供粮食、纤维、建筑资料

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国家概况 

巴新国土面积约 46 万 km
2
，在太平洋岛屿国家中面积最辽阔，海拔

3 000~4 500 m 的山岳地带沿东西走向横贯新几内亚岛，在西北部塞皮

克河流域和西南部的弗莱河流域分布有大面积的湿地等，地形富于变

化。巴新位于赤道南侧，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区，通常全年降

雨丰沛。人口约 701 万（2011 年，世界银行），在太平洋岛屿国家中人

口最多，绝大部分为美拉尼西亚人。 

主要产业包括石油、液化天然气、黄金等矿业，咖啡及椰干等农业，

以及以天然林采伐为主的林业。全国人口的 80%以上居住在大城市以外

的地区，很多地区还没有道路、自来水和通电，自给自足地经营着农业、

渔业和狩猎业等。 

森林面积为 2 900 万 hm2，占国土面积 63%。森林面积中约有原始林

2 600 万 hm2，约占森林总面积 91%。巴新原始林所占比例极高，其原因

有二：一是地形陡峭、道路通行受到限制；二是国土的 97%属于“传统

土地（Customary land）”，为地区居民所占有，因此森林开发难以推进。 

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巴新林业已成为仅次于矿业、农业的产业。

据巴新林业局 2013 年 4 月发布的森林工业概览，2005 年巴新林业产值

占 GDP 的 9.2%、政府岁入的 2.4%和出口贸易额的 4.7%。巴新的林业生



5 
 

产一般由马来西亚等外国企业获得采伐权，在数万乃至数十万公顷的区

域进行天然林择伐作业。而且，近年以棕榈油等种植为目的进行了林地

开发和挪用，由此被采伐的木材很多用于出口（2005 年出口量为 280

万 m3），其中 90%以上出口到中国。 

二、REDD+进展情况 

巴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是国内外已指出巴新开展了不可持续

的森林作业，森林资源的减少和退化问题受到重视。从近年气候变化对

策的观点出发，温室气体的国内排放量的 95%来源于森林（巴新政府资

料），应对森林减少和退化是当务之急的课题。而且，近年巴新大学的

研究也表明森林的减少和退化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1972-2002 年的

30 年里大约有 790 万 hm
2
的森林减少和退化，其主要原因是外国企业开

展的大规模森林采伐和人口迅速增加导致自家用农地的扩大。 

在这一背景下，巴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上作为

热带雨林联盟的代表积极提出了关于 REDD+的建议（提出 REDD+基本建

议的国家是巴新和哥斯达黎加）。而且，在国内以气候变化和发展办公

室（Offi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为中心积极开展了

REDD+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讨论。 

另一方面，在政府机构实施能力方面还有很多的困难，所以 REDD+

的具体开展森林监测的准备比其他国家滞后。关于森林监测，巴新林业

局为负责实施的机构，人才、资金、设施设备等都十分缺乏，巴新政府

获得援助机构的支援很有必要。                        （白秀萍） 

 
墨西哥林业政策 

 

日本《海外森林与林业》2013 年报道，墨西哥位于南美洲，国土面

积约 197 万 km
2
。截至 2010 年，森林面积约 6 500 万 hm

2
，约占国土面

积 33%。在 20 世纪 90 年代，墨西哥森林的年均减少率为全国森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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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52%，2005-2010 年年均减少率为 0.24%，降至 90 年代的一半以下。 

墨西哥的林业政策由环境自然资源部制定（Sencretaríadel Medio 
Ambientey Recursos Naturales，SEMARNAT），并主要由其管辖机关——

国家森林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Forestal，CONAFOR）和国家自然

保护地区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de áreasNaturales Protegidas，
CONANP）实施。其中，CONANP 负责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管理，

CONAFOR 负责自然保护区外的森林管理（图 1）。 

 
CONAFOR 是 2001 年根据总统令设立的，致力于墨西哥国内森林

资源的保护管理和恢复，以及制定以推动森林活动为目的的计划和实施

可持续的森林开发。该机关总部设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哈利斯科州

的瓜达拉哈拉，墨西哥国内各州设有 1个以上的办事处，职员总数超过

2 000 人。 
在 CONAFOR 正在实施的政策中，有 2007 年开始的关于森林保护

的国家计划。在墨西哥，将人类享受来自自然的恩惠如森林多种功能等

统称为“环境服务”。近年来，基于不仅要享受这种环境服务，而且要

对此进行合理支付，使今后也能够持续地享受到环境服务的考虑，推动

了生态系统服务支付（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活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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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阿尔布鲁（地名，音译），旨在通过开展合理的森林管理来维护健

康的森林，在其森林内开展持续的经济活动，提高森林所有者的收入，

以此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墨西哥国有林很少，森林的所有权大部分

属于农民及原住民等贫困社区，因此要实现森林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

使其持续地享受到环境服务，得到居住在林区的人们的理解和协作是必

不可少的，必须建立直接关系到改善他们生活的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体

系。                                                （白秀萍） 

 

英国伦敦东部将建欧洲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大西洋城市网站（the Atlantic Cities）2014 年 8 月 13 日消息，

伦敦正在实施一项恢复东部湿地野生状态的战略工程，到 2017 年，伦

敦东部的上利亚河流域(Upper Lea Valley)的湿地将成为欧洲最大的湿

地保护区。报道称，到 2017 年，伦敦东部的上利亚河流域将重新恢复

原有的野生状态，其水域将重现芦苇和水禽，绿色湿地网络将由高楼林

立的内城延伸至郊野；通过清除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水库周

边的排污口，打通并绿化被污染区和私有地隔断的水渠，该工程将呈现

出惊人的效果。到 2017 年，伦敦将拥有一个湿地流域的完整网络，湿

地面积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的 3倍。湿地建成后，沿途河道可以避免因

暴雨而泛滥，从而减轻洪水对周边低洼地区的风险。 

与伦敦西部的繁荣和贵族气相比，伦敦东部在历史上被看成是贫民

区，早在 17 和 18 世纪，东部是纺织、印刷、汽油、化学品等工业工厂

的聚集地，一直支撑着伦敦的发展。但经历几百年发展之后，这里却沦

落为严重污染的工业废墟，到处是被遗弃的旧轮胎、化工厂垃圾等废料，

许多地方几乎变成了巨大的垃圾填埋场，为一片破败萧条的景象。调查

显示，这里的土壤 75%重度污染，工业污染包括石油、汽油、焦油、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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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砷、铅和一些非常低含量的放射性物质，并且已有大量有毒工业

溶剂渗入地下水，一些重金属甚至渗入地下 40 m 的水中和基岩中。利

亚河也被垃圾覆盖，就连居住在此地的村民也不知道河在哪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为东部的生态修复及经济发展带来契机。奥运会

虽然结束了，但东部的新生才刚刚开始。目前正在实施的湿地恢复工程

将从奥林匹克公园的北部一直延伸至乡村地区，形成一个无缝隙的水生

环境。工程投资 1 350 万美元，包括建设一条沿河自行车道、改善垂钓

环境、建设了望塔以及将一些废弃工业大厦改建为游客中心。（李玉敏） 
 

欧洲主要森林国家原木和锯材的消费、生产和价格分析 
 

日本《木材情报》2014 年 2 月报道了奥地利、芬兰、法国、德国、

瑞典等欧洲 5国的原木和锯材的生产、消费和价格动向。 

一、锯材和原木的消费与生产情况 

奥地利：针叶树锯材的消费呈增加的趋势，阔叶树锯材消费很少。

奥地利针叶树板材用原木的生产量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 700 万 m
3

逐渐增至 2007 年的约 1 300 万 m
3
。由于金融危机，生产出现了毁灭性

减少。类似状况在 90 年代初也发生过，此后生产低谷持续了很长时间。

进入 21 世纪后生产量增加。阔叶树板材用原木的生产极少，仅相当于

针叶树锯材生产量的 5%~6%。 

芬兰：针叶树锯材消费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金融危机之前的一段

时间里没有增长，此后也没有恢复。阔叶树锯材的消费极少。针叶树板

材用原木的生产高峰期是 2003 年，达到 2 360 万 m
3
。此后在 2009 年仅

有 1 500 万 m3，但 2010 年又增至 1 920 万 m3。阔叶树板材用原木生产

极少，平均生产量仅 130 万 m
3
。 

法国：针叶树锯材消费呈增加趋势，2012 年达到 1 000 万 m
3
。但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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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下滑，生产量减少，这种情况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还会

持续多久，尚且不清。法国与其他 4个国家相比开展了阔叶树生产。生

产和消费平衡。法国的针叶树板材用原木的生产在高峰期的 2000 年之

前处于增长趋势，但此后生产量下降。阔叶树板材用原木的生产在 80

年代末期之前缓慢增加，此后长时间持续减少。 

德国：针叶树锯材的消费在 1961-2012 年与其他 4国相比是高水平

的。德国人口多，消费呈增加趋势。德国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

德国经济强盛，消费猛增，已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阔叶树的消费直

到 1980 年前后都是增加的，此后出现减少。阔叶树板材用原木的生产

在 70 年代末相当于针叶树板材原木生产量约 3 倍，但此后以来，特别

是进入 21 世纪后，阔叶树板材用原木生产量所占比例下降。针叶树板

材用原木的生产高峰是因为风暴造成了大量的风倒木。 

瑞典：1961-2012，板材用原木的消费量十分稳定，21 世纪初期有

所增加。阔叶树锯材的消费极少。瑞典是“针叶树之国”，和芬兰一样，

是针叶树锯材的主要出口国。针叶树板材用原木的生产在 1961-2012 年

增加了，针叶树锯材的生产也大致一样。生产高峰是因为风暴造成了大

量风倒木。阔叶树板材用原木的生产极少，仅为 20 万~30 万 m
3
。 

二、锯材品和板材用原木的出口价格 

关于针叶树锯材的出口价格（按 1 美元等于 102.2 日元计算），5

国之间的走势高度一致。俄罗斯出口价格最低，而芬兰和瑞典的出口价

格最高。但由于锯材的树种及质量没有考虑在内，所以还不能从这个比

较中得出如此结论。 

阔叶树锯材的出口价格走势和针叶树锯材一样，5国之间相互追随，

但是，价格走势的类似性不明显，这是由于树种和质量的不同。例如，

橡树、山毛榉的价格比桦木高，而且对价格有影响的芬兰和瑞典的出口

量极少，对价格有一定影响。针叶树锯材和阔叶树锯材在价格水平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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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 

针叶树原木的出口价格和针叶树锯材一样，相互追随。俄罗斯的出

口价格最低。出口价格不同是因树种和品质所致。 

阔叶树锯材的出口价格，在奥地利、德国、法国和俄罗斯 4个主要

出口国之间也存在着适度的追随，但俄罗斯的出口价格仍然是最低的。

出口价格的不同缘于树种和质量的差异。 

三、结语 

在列举的 5个国家中，针叶树的消费均呈增加趋势。如果考虑人口

规模，主要国家的针叶树锯材的消费当然属德国最高。奥地利、芬兰、

瑞典这 3个国家，人口较少，受惠于丰富的森林资源。消费远远低于生

产。针叶树板材用原木的生产与锯材的生产保持紧密相随。 

出口量多的国家是德国和瑞典，奥地利和法国较少。针叶树在这些

国家是代表性树种。针叶树锯材的出口价格走势在 5国之间相互追随。

阔叶树锯材出口价格变化不大，但从2000年初至 2008年呈增加的趋势。

原木出口价格比锯材低，但是这两个出口价格均成为提高板材用原木价

格的良好指标。锯材出口价格和原木出口价格双方均为平均出口价格，

未考虑树种和品质。 

温室效应气体及对此人类警觉意识的提高，与其他替代材相比木材

对环境更加友好，因此要增加建筑行业使用的锯材，在欧洲为增加木材

利用量，开展了很多的宣传。                          （白秀萍） 

 

美国经济概观与北美针叶材出口动向 
 

日本《木材情报》2014 年 3 月报道了美国宏观经济概况和针叶树原

木及锯材的出口动向。 

从 2013 年 8 月的住宅建筑行业统计数据看，美国住宅市场新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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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和销售仍然不景气。现在，在强劲住宅市场的恢复中面临以下潜在

的不利因素：利率上升、雇佣市场疲软、政府的巨额公债、家庭的主要

收入下降、严格的住宅信贷标准、新的银行规定、诸多欧洲国家经济退

缩、独户住宅和公寓住宅的比例变化、郊区的居住生活人气下降。 

从小型独户住宅、出租房屋比例提高的长期展望来看，要改善住宅

市场就必须有更强的经济恢复，但住宅市场恢复关键是促进因家庭形成

的变化所导致的“被关闭的需求”的增长，美国住宅市场将会逐渐地持

续增长，而且期待市场在 2014 年得以改进。 

1．美国产针叶树原木及锯材的出口 

2013 年 1-8 月，美国针叶树原木对亚洲的出口量比上年同期提高

30%。对中国的出口持续增加，与上年同期相比，原木出口量增加 43%，

出口额增加 68%。另外，中国对美国产针叶树锯材的进口量提高 49%、

进口额提高 35%。进口额的提高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化所至，但也有俄

罗斯提高关税的影响因素。美国产针叶树原木对日本的出口也增加了，

出口量约增加 43%，出口额增加 31%。 

2．加拿大产针叶树原木及锯材的出口 

2013 年 1-8 月，加拿大产针叶树锯材的出口因美国和中国的需求增

加，出口额和出口量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31%和 10%，这相当于 2012

年加拿大针叶材总出口的 75%以上。加拿大产针叶树原木出口约 2/3 面

向美国，期待着通过美国住宅市场的改善，在 2013 年增加出口 12%。 

1-7 月，加拿大产针叶树锯材对美国市场的供应在金额和数量上分

别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40%和 17%。 

中国几乎占加拿大产针叶树原木出口额的一半。中国的木制品需求

高涨是以 2013 年前半期住宅建筑行业活跃为起因的。根据最近公布的

中国官方统计，与上年相比，住宅建设投资额提高了 13%，商业楼建设

投资额提高了 23%。加拿大产锯材，在中国主要用于公共住宅建设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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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框架、墙壁及地板的基材，内装修材，门及窗框等。2013 年 1-8

月，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针叶树原木合计为 221 万 m
3
，进口额达 5.048

亿美元，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比上年增加了 12%和 28%。尽管处于经济

放缓的过程，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适应巨大的城市化

发展和继续建筑几百万的住宅，期待中国开始加速从加拿大进口针叶树

锯材。据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全球市场业内分析人士称，在 2015

年之前，中国的进口将通过来自加拿大的出口增加 20%，以应对强劲的

需求。 

据《木材资源季刊》（Wood Resource Quarterly）报告称，曾经由

俄罗斯支配的中国的原木进口市场，在过去 4年里已发展为供应渠道多

样化的市场。新西兰在 2013 年超过俄罗斯成为对中国最大的针叶树原

木供应国。俄罗斯的竞争力在下降，美国和加拿大现在供应了中国全部

进口原木的 25%。俄罗斯对中国的原木出口似乎在持续缩小，但未来存

在着俄罗斯锯材厂提高供应能力的机会。 

3．美国产及加拿大产原木和锯材的价格 

从北美销往亚洲的原木及锯材的出口，在 2013 年第 2 季度创出了

新记录，超过 7亿美元的有价值的产品横跨太平洋运到了亚洲。加拿大

西部及美国西部的锯材厂以高生产率增加了对中国、日本及韩国出口的

原木的大量生产。这对提高价格造成了压力，价格大致是 2009 年 2 倍。 

最近，尽管经济衰退，北美材价格的长期预测大致顺利。总体上，

锯材价格截至 2014 年 12 月可望上升 30%。              （白秀萍） 

【本期责任编辑  白秀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