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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的非法采伐法 11 月 30 日生效 

 

澳大利亚农业部网站 2014 年 10 月 8 日消息：为了保护合法的市场

以及抵制来自非法源头的木材产品，澳大利亚木材新的非法采伐法将于

2014 年 11 月 30 日生效。新法对木材进口商和加工商提出了有关尽职调

查程序（due diligence process）的新要求。 

2012 年 11 月生效的 2012 非法采伐禁止法案，就是为了支持合法采

伐木材贸易的法案。那些故意、有意或不顾一切地进口或加工非法采伐

的木材或木材产品的行为被视为犯罪。涉及的对象包括进口木材或木材

产品到澳大利亚的企业以及国产原木的加工商。 

为了进一步促进合法采伐木材的贸易，在即将生效的 2013 非法采

伐禁令修正规则中要求：企业必须要对其准备进口用于加工的源自非法

采伐的木材所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应对，即开展尽职调查。新法中明

确规定了一些源自非法采伐的木材或木材产品。 

新法生效的头 18 个月，政府的工作重点将是帮助大家了解尽职调

查程序这个新要求以及就如何开展这项工作举办培训活动。政府强烈鼓

励木材进口商参加培训活动。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自由党议员、联邦农业部长国会秘书科尔贝克

( Richard Colbeck)说，10 月和 11 月农业部将在全国开展讲习班和研

讨会，帮助企业了解新法和转换角色。 

科尔贝克说，澳大利亚已经广泛地与各企业商谈制定解决实际问题

的可行的而又不给企业过度增加负担的规则。政府已经努力确保为澳大

利亚木材加工企业提供有效程序以帮助他们相信自己使用的木材来源

合法。企业必须开展一项相对简单的尽职调查程序，请求木材供应商提

供售卖木材的合法来源的证据。 

科尔贝克说，农业部正在进行准备工作，使尽职调查程序这个新要

求在实施中易于操作。澳大利亚正在承认国际认证体系，以便企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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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已经被认证为合法采伐的木材采用改进了的尽职调查程序。澳大

利亚已经扩大了可采用的认证体系范围，既包括森林管理委员会（FSC）

认证体系，也包括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的产销监管链（CoC）。 

科尔贝克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密切合作以制订

具有各国特色的认证体系指南，这在此类活动中尚属首次。该指南将帮

助澳大利亚进口商弄清楚木材来源地各国采用的认证体系。 

非法采伐是许多国家的重要问题。它不仅破坏了森林环境,降低了

生物多样性,破坏了政府的体制和税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而且剥夺了

当地社区提高生活品质的机会。澳大利亚政府承诺与这些破坏行为作斗

争，支持合法采伐木材及木材产品的贸易。 

澳大利亚农业部已经制定了意见书，概述了如何配合企业支持新法

的执行以及开展尽职调查。                             （张建华） 

 

全球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大幅下降急需可持续的应对方法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4 年 9 月 29 日发布了第 10 版《2014 地

球生命力报告》（简称《2014 报告》）。《2014 报告》称，仅在 1970-2010

年 40 年中，全球野生动物的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以上。野生动物的持续

减少警示人类必须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方法，因为严重恶化的生态状况已

威胁到自然系统和人类生存。 

《地球生命力报告》是 WWF 每两年发布一次的旗舰出版物。WWF 在

《2014 报告》中利用伦敦动物学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指数（LPI）追踪了 1970-2010 年 1 万多种脊椎动物

种群规模的变化趋势。《2014报告》中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测量工具由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提供。 

1．野生动物数量下降极其严重 

《2014 报告》中数据显示，目前，地球上物种数量的减少趋势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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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都要严重。在 1970-2010 年间，LPI 所追踪的鱼类、鸟类、哺乳动物、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减少了 52%。其中，淡水物种的数量下降了

76%，平均下降量是陆生物种和海洋物种的两倍。热带地区的降幅更大。

拉丁美洲下降最为明显，降幅达 83%。 

《2014 报告》显示，有记录以来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最大威胁的原因

是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合并造成的影响。渔业、狩猎也对生物多样性造

成严重的威胁。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威胁越来越令人不安。研

究显示，气候变化很可能已经要为将来物种的消失而负责。 

虽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到非常严峻的程度，但《2014 报告》还是

强调指出，对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保护。例如在尼泊

尔，近年来老虎种群数量是增加的。整体而言，在保护区种群数量减少

的速度不及非保护区的一半。 

2．生态足迹增加 

《2014 报告》称，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已经超过了自然的可再生

能力的 50%。也就是说，需要 1.5 个地球生产的资源才能支撑目前人类

所必需的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指支持每个人生命所需的生产土地与水源面积，是用以

衡量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的需求的一种分析方法。此分析将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地球生态的能力进行比较。 

《2014 报告》显示，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发

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其生态足迹和发展水平没有直接的关系。高收入国

家的人均生态足迹平均是低收入国家的 5 倍。人均生态足迹最高的 10

个国家分别是：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丹麦、比利时、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新加坡、美国、巴林岛和瑞典。 

低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最小，但其生态系统却遭受到最严重的损

害。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已持续 50 多年超过地球再生能力的

总量了。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迹上涨幅度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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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 

3．急需可持续的解决方法 

在地球处于严峻态势的这个时刻，《2014 报告》是一个供各国政府、

企业和社会团体进行全球对话、决策和行动的平台。 

《2014 报告》通过收集全球范围内有代表性的成功项目案例为扭转

当前局势指出行动的方向。在亚洲，许多城市正在通过各种创新的方法

来实现碳减排、整合可再生能源以及促进可持续消费。在非洲，政府可

以为保护野生动物与企业共同保护自然区域。在全球其他地区，《2014

报告》强调了控制污染、转换市场以及改善生活等其他成功案例。 

WWF 的“一个地球的观点”表明，地球每个角落都可以为维持一个

不超越地球再生能力的足迹贡献一份力量。《2014 报告》认为，通过 WWF

的名为“一个地球生存”的项目，可以扭转报告中显示的生物多样性下

降的局势。                                            （张建华） 

 

东盟承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越通社（VNA）2014 年 10 月 20 日报道：《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缔约方大会第12次会议（COP12）10月6-17日在韩国平昌（Pyeongchang）

举行。来自 194 个国家的代表团、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NGO）代表

等 2万余人参加会议。东盟各国环境部长 10 月 17 日发表联合声明，重

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承诺。 

联合声明强调了生物多样性对促进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

和地区繁荣的重要性；承诺扎实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2011-2020 年

阶段战略计划，力争至 2020 年完成《爱知目标》（Aichi Targets）等。 

会上，东盟各国环境部长对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在加强东盟各成员

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及有关国家政府、地区和国际组织在实现本地区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 3 项目标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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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东盟各成员国将加强和提高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绩效，

推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提升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

的认识。 

此外，东盟各国环境部长还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和提升城市生活质

量这一迫切问题上，因为城市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目前，东盟仍是世界上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易损性

最高的区域之一。                                      （张建华） 

 

巴西创建国家级保护区保护亚马孙雨林 

 

2014 年 10 月 21 日路透社消息：巴西政府当日宣布，它已经把一块

比美国特拉华州面积还要大的环境丰富的巴西亚马孙雨林划为联邦管

辖的保护区。 

巴西环境部称，这个新保护区名为 Alto Maues，面积 66.8 万 hm
2
, 主

要是未被人类开发的原始林。 

被划为联邦管辖的保护区意味着采伐和类似的开发都被禁止。把大

片的近乎是原始林的雨林划为联邦保护林，是巴西政府打击毁林和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 

创建这些保护区也是巴西气候政策的一部分。毁林是造成巴西碳排

放的主要原因，而大多数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是由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 

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对创建这个保护区的政令非常期待。保护区中有

亚马孙雨林独一无二的物种，如灵长类，因此建立保护区是非常必要的。

WWF 说，在 Alto Maues 保护区内至少有 13 种灵长类以及 600 多种鸟类。 

WWF 认为，得到联邦保护的地区并不能确保它的完整性。自 2008 年

以来，巴西的毁林在 2013 年首次呈上升趋势。非法采伐者和土地掠夺

者加大了他们的非法行为，向政府挑战。2013 年，世界最大雨林的毁林

总面积达 58.91 万 hm
2
，与 2012 年相比上升 29%。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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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棕榈树亟待拯救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2014 年 10 月 7 日消息：2014 年 7 月

30 日发表在 PLoS ONE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Comprehensive Red List 

Assessment Reveals Exceptionally High Extinction Risk to 

Madagascar Palms）揭示，尽管马达加斯加的保护区面积在扩大，但由

于森林退化和破坏性采伐，许多棕榈树种仍旧面临灭绝的威胁。192 个

当地特有棕榈树种中的 83%受到威胁，因此，棕榈树成为马达加斯加所

有被综合评价过的植物中受威胁最严重的树种。 

IUCN 物种存活委员会（SSC）棕榈树专家组负责人贝克博士（William 

Baker）说，新保护区的落实一定要有地方社区的参与，这对马达加斯

加棕榈树的存活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棕榈树灭绝的潜在后果，对关键树

种如对棕榈树的保护对其他树种尤为其重要。人类也是那些依赖棕榈树

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而生存的有机物中的一分子。 

2003 年，随着发现许多未被保护的地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

要，马达加斯加政府增大了保护区的面积，从 170 万 hm
2
（占马达加斯

加岛面积的 3%）增至 600 万 hm
2
（占马达加斯加岛面积的 10%）。保护区

网络的扩大对保护棕榈树非常有益，使保护区内棕榈树种群的数量得以

大大增加。特别是在 8个重要的棕榈树保护区中，3个是新建的。 

然而，保护的水平仍然不足以阻止马达加斯加棕榈树的消失。至今，

只有一个保护区符合规定的保护状况，其余的还未被正式指定。因此，

在保护区，棕榈树受到的主要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农业和生物资源的

利用带来的威胁。 

尽管扩大了保护区，但仍有 28 个棕榈树种未得到保护，一些树种

属极度濒危，特别是那些生长在远离保护区的破碎生境中的棕榈树种。

这些生长在未被人类接触的小生境中的种群更容易受到环境不确定性

的影响，因此急需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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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第一作者，IUCN 的 SSC 棕榈树和马达加斯加植物专家小组成

员，Mijoro Rakotoarinivo 博士说，随着人口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再

加上气候变化对物种消失造成的影响，必须优先采取行动才能挽救马达

加斯加的棕榈树。 

在 2012 年更新的 IUCN 濒危物种名录中，马达加斯加所有棕榈树种

都得到评估。32%的棕榈树种被划为极度濒危树种，23%为濒危树种，22%

为易危树种。一些在保护状态下退化了的树种也得到确认，如 Dypsis 

ambositrae, D. ifanadianae 和 Voanioala gerardii,从濒危树种上升

到极度濒危树种。                                     （张建华） 

 

《2014 加拿大森林状况报告》发布：加拿大林业部门 

2013 年增势强劲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网站 2014 年 9月 24 日消息: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NRCan)部长兼安大略省北部联邦经济发展促进事务部部长——格雷•雷

克福德当日宣布《2014 加拿大森林状况报告》发布。 

《2014 加拿大森林状况报告》突出的是加拿大林业部门令人兴奋的

机会和不断增长的乐观情绪。报告证实加拿大政府给林业部门的定向投

资是成功的，它提高了加拿大森林资源的价值，开拓了新的市场，支持

了加拿大的就业，促进了加拿大的繁荣。 

尽管加拿大森林工业在某些部门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在锯材行

业，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受到市场趋势的挑战。然而，2013 年复苏的步伐

使森林工业上缴的税收是多年来的最多一次。加拿大 2013 年林产品出

口额从 2012 年的 251 亿加元升至 284 亿加元，提高了 13.1%。各部门林

产品生产水平都较高。加拿大林业部门 2013 年的营业利润达 27亿加元，

比 2012 年上升 152%，是过去 8年中的最高值，显示了加拿大 2011 年和

2012 年的财政疲软已经得到相当可观的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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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还向加拿大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在可持续森林经营方面加拿大

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加拿大承诺对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和维护

的报告一定是透明公开的。加拿大林地面积 3.48 亿 hm
2
,其中 1.53 亿 hm

2

已经被认证为可持续经营的林地，占全球认证森林的 41%。 

加拿大每年采伐的森林不足其森林面积的 0.5%。 

加拿大政府正在帮助加拿大森林工业使其市场多样化并为市场带

来创新的高价值产品。2007 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已经投资 18 亿加元用

于支持加拿大森林部门的转改和复兴。                   （张建华） 

 

粮农组织推出首个综合性开源工具 Open Foris 

以改进国家森林监测系统 

 

2014 年 10 月 10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消息：FAO 近期推出免

费软件工具 Open Foris（开放式林业信息系统），希望它能够改善许多

发展中国家监控其森林状况的方式，以应对毁林和气候变化。 

开发该软件的目的是为各国在从评估、设计和实地数据采集到分析

和报告的这一森林资源清查的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芬兰政府和德国政

府为 Open Foris 软件的开发提供了支持。 

1．Open Foris 是全球知识共享平台 

有关森林的准确信息对各国政府可持续管理其自然资源至关重要，

但近 80％的发展中国家在获取和利用其森林资源基本信息方面存在困

难。与此同时，毁林和森林退化是全球人类碳排放量的最大来源，而毁

林和森林退化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FAO助理总干事爱德华多•罗哈斯•布里亚莱斯(Eduardo Rojas)解释

说，“许多国家对其森林根本就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没有这方面知

识就很难制定出有效的森林政策来遏制毁林和森林退化，也无法推进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他补充说，“我们希望 Open Foris 成为一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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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常规的工具，因为作为首个综合性的开源工具，它不仅可以在整个数

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为各国提供指导，而且还鼓励和促进创新型开放式

知识的共享。透明度的提高将有助于决策者获得知情和决策所需的信

息。” 

这套新软件还简化了原始数据转换的复杂过程，例如，将树木测量

结果和卫星图像转换成含有统计数据、图表、地图和报告等以交互式网

页为形式的有用信息。此外，该软件包含的内置工具可帮助各国按照国

际要求从事报告工作，例如有关减少由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的碳排放以

及增加森林碳储量的“REDD+”活动的报告工作。 

2．Open Foris 在 10 多个国家试用成功 

10 月 10 日，在盐湖城召开的第 24 届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合会（国

际林联, IUFRO）世界大会（会期 5-11 日）上发布的 Open Foris 软件

已经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 10 多个国家成功测试。 

例如，今年早些时候，厄瓜多尔和坦桑尼亚利用 Open Foris 软件

工具完成了其首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来自阿根廷、不丹、巴布亚新几

内亚和乌拉圭等国的专家在最近已经接受了有关如何使用该软件不同

组件的培训。 

越南每 5 年开展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越南首次在一个地区试用

了 Open Foris，为方便在越南使用该软件对开放源代码作出了调整。护

林员先要收集有关林冠覆盖率和树木的数量、大小、种类、质量以及当

地民众对森林资源利用的信息等，然后将数据输入 Open Foris 软件。 

越南森林调查与规划研究所的胡明祥（Ho Manh Tuong）说，“Open 

Foris 使我们能够对特定时间内森林和树木资源的变量及变化进行计

算，对森林的其他环境价值的变化进行计算，如碳汇、生物多样性和非

木材林产品。通过该项计划，可以对整个国家的森林资源进行评估。”

护林员不久就可以直接用其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输入数据，而无需将收

集的信息写在纸上，这将大大提高清查工作的效率。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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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通过新的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2014 年 10 月 24 日路透社消息：欧洲理事会 24 日宣布，欧盟 28 国

达成妥协通过了欧盟委员会于 2014 年 1 月提出的《2030 年气候与能源

政策框架》。 

欧盟新的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要求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到2030

年欧盟成员国共同减少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 40%。欧盟的这一举措

将为其 2015 年达成全球气候协议打下坚实基础。 

另据联合国消息称，欧盟新的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的通过也获得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热烈赞扬。潘基文指出，协议的通过显示欧盟领导

人再次以其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使欧洲处在领先地位。欧盟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量这一新决定将为在本世纪内保持全球气温升幅不超过 2 ℃的

共同努力作出了切实和显著的贡献。这一决定也为全球有关应对气候变

化的目标设立了新标准，并有助于全球气候谈判。         （张建华） 

 

越南发布 2013 年国家环境报告 

 

越通社（VNA）2014 年 9 月 21 日报道：9 月 18 日在河内，越南自

然资源与环境部举行题为“大气环境”的 2013 年国家环境报告发布会，

旨在分析越南 2008-2013 年关于大气环境的问题。 

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副部长裴格线表示，2005-2013 年，越南自

然资源与环境部已按照生物多样性、城市大气环境、工业区环境、越南

环境综观、固体废弃物等专题制定每年国家环境报告。2013 年，为了对

空气环境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并分析经济、社会、环境 3个因素对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和影响，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已制定题为“大气环

境”的国家环境报告。 

该报告共有 6章：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大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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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污染来源、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大气环境污染的影响、大气环境管

理的优缺点和大气环境保护措施等。                     （张建华） 

                          

越南采取系列措施大力降低对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 

 

越通社（VNA）2014 年 10 月 24 日消息：越南《国际濒危物种贸易

公约大会》管理机构和美国国务院在河内联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减少对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的研讨会，旨在分享知识、

交换经验，提出具体措施，面向制定和实施有关行动计划，以有效维持

和发展“降低对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计划”的可持续合作。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林业总局副局长阮伯义在会上强调，野生动

物非法贸易是一个紧迫性问题，APEC 地区正在面临日趋严重的非法贩卖

野生动物问题，给各国政府和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严

重影响。越南十分重视实施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加大宣传力度，旨在减

少对非法使用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 

今年 2月，越南政府总理向各部委、行业下发特别指示，要求全力

采取一切紧急措施解决这一难题。与此同时，越南也针对不同动物种类

制定了具体的保护行动计划，如“至 2020 年大象保护行动计划”、“至

2022 年老虎保护战略”以及减少对犀牛角需求的国家行动计划等。 

为了促进 APEC 在野生动物领域中的合作，研讨会认为应制定和开

展各项促进法律实施和减少使用野生动物需求的宣传工作等合作项目。 

                                                （张建华）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