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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球木材产量恢复增长：所有主要林产品产量 

回弹至经济危机前水平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5 年 12 月 18 日消息：根据 FAO 当天发

表的最新数据，2014 年全球所有主要木材产品的产量显示出自 2008 - 

2009 年世界经济下滑以来最大增幅。 

在 2014 年，包括工业原木，锯材、人造板、纸浆和纸张在内的木

材产品增长介于 1％~5％之间，超过 2007 年经济衰退前水平。增长最快

的是亚太和拉美加地区。 

FAO 森 林 经 济 及 统 计 工 作 组 负 责 人 胡 韦 纳 尔 （ Thais 

Linhares-Juvenal）说：“受 2008-2009 年全球经济下滑影响最大的是

木材产业。该产业目前处于过去 5年来的最快增长期，这对于国家经济

和全球数百万林区人民的福祉和生计至关重要。”  

FAO《林产品统计年鉴》为年度出版物，旨在提供信息和工具，协

助各国评估林产品产业对全球和国家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并改善

其森林管理和林业政策。 

一、木屑颗粒产量创纪录 

2014 年木屑颗粒燃料产量创新高，比上年增加 16％，达到 2 600

万 t，主要得益于欧洲消费量的提升。全球产量几乎全部来自欧洲和北

美（分别为 60％和 33％）。欧洲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消费者（78％），

其次是美国（12％）。2014 年北美向欧洲（主要是英国）出口的颗粒产

品同比增加了 25％。 

亚洲 2014 年木屑颗粒的产量和消费量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多。韩国

已成为继英国、丹麦和意大利之后的第四大木屑颗粒进口国，进一步推

动了本区域许多国家，特别是越南、中国和泰国的木屑颗粒生产。 

木屑颗粒已在欧洲以及韩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使用，以实现其可再

生能源目标。自 2008 年以来，对木屑颗粒作为绿色能源的需求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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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行动，这一需求还将继

续扩大。 

二、人造板及锯材产量激增 

在所有区域，人造板和锯材的产量及消费量继续强劲增长。全球人

造板和锯材产量分别增长 5％和 4％。人造板是产量增速最快的产品类

别，其推动因素是亚太地区（主要是占全球产量 49％的中国）快速且持

续的增长。总体而言，在生产过程中亚太地区的产量在 2010-2014 年期

间激增了 62％，而其他区域同期则实现 9％的增幅。 

三、中国纸业市场恢复增长 

2014 年，欧洲和北美的纸张生产呈停滞状态，而非洲、拉丁美洲和

亚太地区的产量则有适度增长。 

中国纸张生产在 2013 年略有下滑，但 2014 年纸张的产量和消费量

均恢复增长，从而推动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增势。 

四、南美正在成为国际木浆市场的重要力量 

随着巴西、智利和乌拉圭新制浆厂的建设，南美洲已经逐步成为世

界主要木浆出口国。2014 年，南美洲木浆出口量占全球的 30％。2014

年，巴西超越加拿大，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四大

纤维浆料（废纸、其他造纸用纤维浆和木浆）的生产国。   （张建华） 

                                

日本促进再造林低成本化 

 

日本《木材情报》2014 年 12 月发表森林综合研究所鹿又秀聪的文

章，分析了日本再造林成本和如何削减成本的问题。这是日本为推进农

林水产技术会议新农林水产政策，于 2009 年起实施 4 年的实用技术开

发事业“以柳杉再造林低成本化为目的开发育林成本预测手段及适地诊

断系统”项目的研究成果。 

在日本，由于低廉的木材价格及高额的再造林成本等主要原因，拖

延采伐及放弃再造林的情况时有发生。林地及山上立木价格特点是，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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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上立木价格 2013 年为 2 465 日元/m
3
，这是 10 年前 2003 年立木价

格（4 801 日元/m
3
）的约 1/2，是 20 年前 1993 年（12 874 日元/m

3
）的

约 1/5。假设每公顷可产原木 400 m
3
，这时森林所有者只能收入 100 万

日元，那么，再造林费用需要多少呢？ 

一、从数据看再造林成本现状 

表 1 日本柳杉林每公顷林业经营成本（万日元） 

林龄 工时费 种苗费 其他 合计 

1 37.1 25.8 12.6 75.5 

2 14.5 0.2 16.0 30.7 

3 1.8 0 3.2 5.0 

4 3.2 0.1 3.4 6.7 

5 6.1 0 2.3 8.5 

6~10 14.0 0 15.6 29.6 

11~15 3.9 0 15.9 19.8 

16~20 7.8 0 5.7 13.6 

21~25 8.3 0 4.4 12.7 

26~30 2.7 0 4.4 7.1 

31~35 1.2 0 3.8 5.0 

36~40 1.9 0 5.7 7.6 

41~45 0.7 0 4.2 4.9 

46~50 0.8 0 3.8 4.6 

合计 104.0 26.1 100.9 231.0 
来源：日本平成 20 年度林業経営統計調査 

根据 2008 年度林业统计调查，柳杉不同林龄单位面积林业经营费

用如表 1 所示。根据这一调查，

从栽植到 50 年生的林业经营费

用约为 231 万日元/hm
2
，其中 156

万日元（占全部费用 68%）是造

林初期最初 10 年里的费用。 

根据日本各县网站公开信

息计算的从栽植到割灌的标准

单价：柳杉每公顷栽植 2 500 株，

在 6年生之前每年进行割灌，不

含消费税等，总费用从 138 万日

元（宫崎）到 183 万日元（秋田）

不等。对决定标准单价时的累积

计算依据进行了调查，工时费及苗木价格是导致标准单价差距的主要原

因。关于具体数据，因情况不同难以统计，但苗木价格为柳杉扦插苗

60~120 日元/株，实生苗 60~140 日元/株，每人每日工时费为 1.2 万~1.8
万日元。 

仅从林业经营统计调查及造林补助的标准单价来看，再造林费用约

为 150 万日元/hm
2
。如果对造林的补助金是 68%，那么森林所有者的负

担约为 50 万日元/hm
2
。按现柳杉立木价格，皆伐收入为 100 万日元/hm

2

左右，开展再造林时林主手头剩余 50 万日元/hm
2
。可见，抚育 50 年以

上得到的森林收入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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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削减再造林成本 

近年来，通过将采伐作业使用的林业机械应用于造林作业，谋求削

减成本及提高生产效率的“传统作业体系”以国有林为中心正在扩展。

如果考虑木材生产的循环，当然皆伐和再造林要连续进行。以前的传统

作业体系没有得到充分实施是因为采伐作业者和再造林作业者很少合

作以及没有全年均可栽植的容器苗。在此，介绍一下常见的传统作业体

系。 

再造林从整地开始。所谓整地，就是清理妨碍植苗的树枝及低木等

的作业，因皆伐时林分状态及采运作业的方法，整地作业量有很大变动。

为尽量减少人工作业，常见的方法是“全木集材”、“使用造材机载道

边造材”、“用 Grapple 去除枝条”。 

接下来是植苗。以前一直是开春栽植，也有的地区是秋天栽植。采

伐是全年进行，所以要使传统作业体系贯穿全年，就必须推动全年开展

栽植作业。截至现在，从成活率和栽植效率这 2点看，容器苗栽植是传

统作业体系的主流。但是，容器苗与通常的裸根苗（实生苗）相比有一

定重量，因此要避免人工运输。因此，原木集材运输使用的福沃达及集

采索道被用于苗木的运输。但是，在通常的采伐现场，大型机械完成采

运作业后转移到其他采伐现场，所以要进行传统作业，必须和采伐业者

和造林业者合作。 

割灌约占造林初期成本的一半。林业最重的劳动就是割灌作业。通

常，割灌在种植后 5~6 年期间每年进行，在下层植被多的地区，每年割

灌 2次。割灌次数如能减少，不仅能减少成本，也能期待作业的省力化

效果。关于省略割灌时柳杉的生长，对 7年内无割灌，杂灌草与常绿树

和落叶树呈补丁状混交的林分进行了调查。这项研究指出，从柳杉和杂

灌草的竞争关系判断，如果藤蔓植物不繁茂，以往进行的 5~6 年间的清

理割灌完全可以减少几次，那时是否要割灌的判断是，柳杉树梢没有覆

盖杂草灌木以及即使覆盖了也持续不到 2年以上的就不需要割灌，这是

很重要的。而且，根据割灌时间改变后柳杉的生长过程的计算机预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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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植栽后 5~6 年里每年实施以往的割灌，是不使柳杉生长降低的十分

必要的抚育方法，割灌次数约是以往的一半即隔年割灌，预测可使 10

年生时柳杉的树高降低 20%左右。根据这些研究可以认为，树木的生长

高度略有降低但以削减成本优先时，割灌的隔年实施也是选择之一。针

对割灌省力化问题，也研究了大苗栽植。大苗通常比普通苗木售价高，

植栽效率也降低了，因此即使实现了割灌省力化，却未必能降低再造林

成本，但根据林地状况也会有其优点。 

表 2 一定条件下再造林成本测算 

栽植株数 2 500 株/hm
2
 

工时费 1 4000 日元/人日 

普通苗：75 日元/株 

容器苗：120 日元/株苗木价格

大  苗：150 日元/株

传统型：5次 

容器苗：3次 割灌次数

大  苗：2次 

鉴于以上情况，基于传统作业体系及割灌省力化，对再造林成本可

削减多少进行了测算，测算条件如表 2 所示。苗木价格定为普通苗 75

日元/株，容器苗 120 日元/株，大苗 150 日元/株。关于容器苗及大苗，

从现状看定价较低，但如果将来需求增长，完全可以按这个价格上市。

关于割灌次数，以隔年为基础容器苗为 3次，大苗比往常减少 1 次，为

2次。而且，隔年割灌比通常情况下下层植

被要多，因此设定劳动力增加 2 成。测算

结果为，与传统型作业成本约 140 万日元

相比，利用容器苗的低成本作业可将成本

减少至约 90 万日元，减少约 35%。大苗作

业的成本也减少了约 15%。 

三、今后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以上阐述了再造林的低成本化问题，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最初

必须考虑的是鹿害问题。此次的测算不包含鹿对策费用，但如果由森林

所有者支付将是很大负担。尤其是在多雪地带或陡坡地区，使用鹿网有

困难的地方很多，这也是放弃再造林的重要原因。 

鹿害不仅危害幼苗还啃食树皮，唯一根本的办法就是控制数量。对

整个林业生产现场而言是这样，但也使苗木生产出现了劳动力不足。根

据研究，现在，为掌握苗木供应实情对于除了冲绳以外的 46 个都道府

县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在以森林组合为首的山林现场，绿色雇

佣政策取得了效果，促进了年轻人从事林业，但是苗木生产业者后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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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和高龄化发展很快。有些地区苗木生产者的平均年龄为 75 岁，还有

的县几乎不生产苗木而依赖其他县供应。对苗木生产者至今几乎没有补

助及融资的制度，培养接班人对策也不充分。今后，要像容器苗生产那

样，在推进需要初期投资的事业时给予充分考虑。 

最后，苗木供应问题。近年九州地方由于各地建设大型锯材厂，原

木需求增加，供应量随之增多。推测，皆伐面积必然增大，再造林所需

苗木随之增多。为推进再造林，稳定的苗木供应不可缺少，为此锯材厂、

木材生产企业、造林业者、苗木生产者等的信息交流很重要。（白秀萍） 

 
中国领跑可持续森林认证 

 

PEFC（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中国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15 日报

道：截至2015年12月初,中国境内PEFC森林认证面积增长超550万hm
2
，

据此，在刚召开的 PEFC 森林认证周上，中国被 PEFC 委员会评为“2015

年度 PEFC 森林认证面积增长最多的国家”。 

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CFCC）于 2014 年 2 月与 PEFC 实现互认，

中国 PEFC 森林认证面积获得快速增长凸显了中国作为森林认证领域地

区领导者的地位。 

PEFC 首席执行官 Ben Gunneberg 在瑞士蒙特勒召开的 PEFC 年度大

会上表示：“考虑到目前正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我们务必倍加

关注森林可持续经营在减缓气候变化、缓解贫困、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

面为我们提供的诸多利益”。                            （张建华） 

 

世界资源研究所一张图可读懂巴黎气候大会重要成果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15 年 12 月 13 日用一张图绘制出巴黎气

候变化大会取得的成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

约方会议第 21 次大会（COP21）上，195 个缔约方于巴黎当地时间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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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通过了历史性的全球《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下图可以清晰地带人们领略巴黎气候大会的成果。 

                       

                                                 （张建华） 

 

瑞士联邦环境署发布《2015 森林报告》 

 

瑞士联邦环境署（FOEN）网站消息：2015 年 8 月 27 日，隶属瑞士

联邦环境、交通、能源和通讯部的瑞士联邦环境署（FOEN）与瑞士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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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雪和景观研究所（WSL）共同发布了瑞士《2015 森林报告》。上

一次的森林报告发表于 2005 年。 

    《2015 森林报告》就瑞士森林的现状和利用提供了信息。此次报告

基于国际公认的和标准化的泛欧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

（pan-European C&I for SFM）。《2015 森林报告》回顾了自《2005

森林报告》发布以来瑞士森林的发展情况。 

瑞士国土面积 41 285 km
2
 (412.85 万 hm

2
)，森林面积 131 万 hm

2
,

约占国土面积的 32%。公有林占森林面积 71%，私有林占 29%。林木蓄积

生长量每年为 1 000 m
3
。在阿尔卑斯（Alpine regions）地区，特别是

在阿尔卑斯地区和阿尔卑斯南坡，森林已经持续增长了 150 年，自《2005

森林报告》以来增加了差不多 7%。尽管没有与之前的阶段增长的一样多，

但立木总蓄积进一步增长了 3%。然而，瑞士高原的立木蓄积下降了，特

别是云杉的蓄积下降了几乎 1/3。因为总的蓄积量很大，森林充当了越

来越多二氧化碳的贮存库。 

立木蓄积持续增长，然而不同地区森林树种的差异很大。虽然瑞士

高原的针叶林蓄积下降，但是所有地区的阔叶林蓄积却都增加了。与其

他欧洲国家相比，瑞士森林可以提供充足的木材，每公顷林地生产木材

350 m
3
。相当部分的木材是生长在陡峭的甚至难以到达的地形上，而在

这些地方采伐木材是不合算的。此外，许多以大径级树木为主的立地树

木过熟，不适合采伐，因为大径级的木材是现在市场不需要的。然而，

从生态角度讲，瑞士的森林还相对年轻，因为几乎没有树木已经完成其

自然寿命。从这个观点讲，实际上很需要更多些高龄级的树木。 

瑞士森林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多样性。针叶林占森林面积的 43%，阔

叶林占 25%，混交林占 32%。自 1995 年以来，针叶林和混交林所占比例

下降了 3%，被阔叶林取而代之。 

瑞士森林的功能很多。现在，几乎一半的森林是保护林，约 1/3 的

森林用于木材生产。其他重要的功能主要是自然和景观保护以及休憩功

能，约占瑞士森林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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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对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量的限制，尽管它只

能吸收一小部分由工业、交通和私人家庭排放的二氧化碳。然而，森林

吸收的二氧化碳约占瑞士承诺减排二氧化碳的 40%。森林提供服务所创

造的经济价值每年达数百万瑞士法郎。因此，瑞士林主就其森林提供的

碳贮存进行索赔就可以被理解了。 

详细请上网查询FOEN: Forest Report 2015 (PDF) 。 （张建华） 

 

越南计划至 2020 年将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42% 

 

越南人民报网（Nhandan）2015 年 12 月 18 日消息：越南政府副总

理黄忠海(Hoang TrungHai)要求，在 2016-2020 年阶段，越南力争将森

林覆盖率提升至 42%，以减少自然灾害，维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 

黄忠海副总理要求，提高林业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同时本着提高

效率和竞争力的方向加大增长模式调整力度，满足木材加工出口业的原

材料需求。据此，林业年均生产总值增长率达 7%；至 2020 年，木制品

和林业产品出口总额达 100 亿美元，造林面积达 1 480 万 hm
2
，自然森

林资源储备与 2015 年相比增长 20%。 

黄忠海副总理要求对木制品和林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提高产品附加

值，加强使用国内生产的原材料等。此外，应建立森林种植、原料收购

和加工、产品销售等林产品生产链，同时成立各家中大型企业，以企业

为生产链和主力产品尤其是出口产品的连接中心。          （张建华） 

 

欧盟是越南木材和木制品的第四大出口市场 

 

越通社（VNA） 2015 年 12 月 19 日消息：欧盟木制品销售量占全球

木制品销售量 1/4。这也是越南木材和木制品的重点市场。目前，欧盟

是越南木材和木制品出口的第四大市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中国。 

 10

http://www.bafu.admin.ch/publikationen/publikation/01815/index.html?lang=en&download=NHzLpZig7t,lnp6I0NTU042l2Z6ln1ad1IZn4Z2qZpnO2Yuq2Z6gpJCHeXx4gmym162dpYbUzd,Gpd6emK2Oz9aGodetmqaN19XI2IdvoaCVZ,s-.pdf


这是越南木材和林产品协会（VIFORES）副主席阮孙权 12 月 18 日

在河内市举行的“越南与欧盟木材及木制品贸易交流的现状和趋势”研

讨会上所做出的评价。该研讨会由越南木材和林产品协会、平定省木材

和林产品协会、胡志明市手工艺和木材加工协会与森林趋势组织

（Forest Trends）共同举办。 

越南出口的最重要的木制品包括户外木制品、木椅、木制家具和木

制办公用品。在欧盟区内，英国、德国和法国是越南木材和木制品的最

重要贸易伙伴。上述 3个市场贸易额占越南向欧盟出口木材和木制品总

额的 2/3。 

欧盟不仅是越南木材和木制品的销售市场，而且是越南进口木材来

源之一。2014 年，越南从欧盟进口木材的贸易额达 1.72 亿美元，占越

南向欧盟出口的木材和木制品总额的 1/4。 

2015 年前 8 个月，越南对欧盟出口木材和木制品贸易额达 4.42 亿

美元，越南从欧盟进口木材贸易额达 1.11 亿美元。        （张建华） 

 

2016 年越南木材和木制品出口额有望增长 10% 

 

越通社（VNA）2015 年 12 月 22 日消息：越南木材与林产品协会

（VIFORES）代表透露，预计 2016 年，越南木材和木制品出口额有望达

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有望成为促进越南木

材和木制品出口增长的重要推手。 

今年年初，越南木材与木制品行业已提出 2015 年木材与木制品出

口额达 70 亿美元的目标。截至今年 11 月底，越南木材和木制品出口额

达 58 亿美元。12 月份，越南木材和木制品出口额达 12 亿美元。因此，

越南已完成了既定目标。目前，越南是世界第 6大木材及木制品出口国。 

越南木材出口企业已有 20 年的经验，他们十分熟悉市场对产品的

要求，也十分了解如何选择满足市场需要的木材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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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FORES 表示，越南木材企业数十年来已同东盟各成员国开展贸易，

因此，当东盟经济共同体建立后，将为促进越南与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往

来以及扩大越南木材和木制品出口等提供便利。           （张建华） 

 

科威特成为第 169 个湿地公约缔约国 

 

湿地公约网站 2015 年 9 月 7 日消息：湿地公约秘书处 7 日在总部

瑞士格兰德宣布科威特成为第 169 个湿地公约缔约国，宣布科威特穆巴

拉克湿地自然保护区（Mubarak Al-Kabeer Reserve)被列入国际重要湿

地名录，成为该国第一个国际重要湿地。 

科威特是通过《国际湿地公约》的保管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加入湿地公约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极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为人类与环境带来效益，因而被认定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穆巴拉克湿地

也成为 2 200 多个国际重要湿地家族中的新成员。 

湿地公约秘书长 Christopher Briggs 表示，非常欢迎科威特加入

湿地公约，并希望加入公约这一举措有助于预防、阻止和扭转该国湿地

退化和丧失的局面。 

穆巴拉克湿地自然保护区面积约 5.1 万 hm
2
，坐落于科威特最大岛

屿 Boubyan 岛，地势低洼，拥有浅层盐沼及小泻湖，是重要的候鸟迁徙

中转站，并维持着较高的水鸟种群繁殖密度，这包括世界上繁殖量最大

的蟹鸻种群（Dromas ardeola），同时附近海域还生活着许多经济鱼类，

大量的海豚与鼠海豚种群也在此栖息。                   （李玉敏）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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