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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确定次生热带林的碳贮存能力是原始林的 1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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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称近一半世界自然遗产地受工业发展威胁 

柬埔寨计划重新引进老虎使老虎种群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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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签署仪式结束 潘基文呼吁各国 

继续采取行动促协定早日生效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6 年 4 月 22 日消息：举世瞩目的《巴黎气候变

化协定》（《巴黎协定》）签字仪式纽约时间 22 日晚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落下帷幕，包括 60 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 175 个国家

的代表在协定上签字。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协定签字仪式闭幕式上指出，就如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一样，世界各国政府今天也谱写了新的历史。他呼吁各国以

勇气和决心尽快促进协定的生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COP21)196 个缔

约方于去年 12 月 12 日一致通过《巴黎协定》。协定涉及目标、减缓、

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

根据协议，各方将以“自主贡献”(INDC)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 

潘基文表示，今天的签署仪式是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新策略而

投下的一张信任票。各国政府以他们的签字同未来签订了一个契约。将

这一强有力的政治势头保持下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今天签署协议的所

有国家在国家层面加入这一协定，那么就可以达到协定生效所需的法律

要求。根据规定，《巴黎协定》在得到至少 55 个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量 55%的 UNFCCC 缔约方批准后的 30 天方可生效。 

目前所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都在 22 日

签署了《巴黎协定》。根据程序，各国在签署协定后，必须要采取下一

个步骤，使《巴黎协定》在国内得到接受或批准。 

已经有 15 个国家（巴巴多斯岛、伯利兹、斐济、格林纳达、马尔

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瑙鲁、帕劳、巴勒斯坦、圣基茨和尼维

斯、圣露西亚、萨摩亚、索马里和图瓦卢）不仅在 22 日签署了协定，

同时还向联合国交存了协定的批准文书。它们大多为深受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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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法国是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东道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协定》签

字仪式开幕式上成为在潘基文秘书长之后第一个发言并签署协定的联

合国会员国首脑。他在讲话中强调，《巴黎协定》的签署来之不易，法

国将作为榜样，努力将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并执行协定。从现在

到 2020 年，法国每年将为气候变化出资 3亿~5 亿欧元。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致辞表示，国际社

会拥有建设新的能源未来和寻找高效、清洁和可替代资源所需的技术力

量。协定的生效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美国期望在今年内批准协定。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巴黎协定》签署仪式上强调，加拿大除了在

国内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之外，对发展中国家也负有责任。它

与 19 个国家签署了“创新使命”（Mission to Innovation）全球倡议，

承诺在未来 5 年将投资 25.6 亿美元，以支持发展中国家走上一条更加

清洁和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同时鼓励私营部门在这方面发挥领导力。 

特鲁多表示，在巴黎协定达成后一个月，加拿大政府就与各省和地

区的负责人以及土著人领袖举行了会议，制定了一个国家行动计划，并

鼓励绿色经济增长。为了鼓励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采取行动，加拿

大将向“低碳经济基金会”投资数百亿美元，以便立即增加在绿色技术

研发方面的投资，同时使清洁技术能够更快地进入市场。特鲁多最后承

诺加拿大致力于在今年下半年批准《巴黎协定》。 

致力于宣导气候变化问题的联合国和平使者、好莱坞著名影星莱昂

纳多•迪卡普里奥应潘基文秘书长的邀请，在《巴黎协定》签字仪式的

开幕式上代表社会团体发表致辞。莱昂纳多表示，今天众多国家以前所

未有的数量来到联合国签署这一协定，这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但

如果大家在返回自己的国家后，不能将这一协定所做的承诺化为行动，

那么今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 

175 个国家的代表在 22 日签署了《巴黎协定》，这一记录被打破了

1982年12月10日创下的在单日中签署一项国际协议国家数目最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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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记录，当时有 119 个国家签署了《海洋法公约》。      

协定签署日恰逢世界地球日，潘基文在祝辞中说，落实《巴黎协定》

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世界变得美好的保障。（张建华） 

 

中国签署《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宣布将在 9 月前批准协定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6 年 4月 22 日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22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并在仪式的开幕式上致辞。 

张高丽表示，中国将在今年 9 月 20 国集团峰会在杭州召开之前，

完成参加《巴黎协定》的国内法律程序，批准该协定。同时，中国已向

其它 20 国集团成员发出倡议，并将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该协定获得

普遍接受和早日生效。 

张高丽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并积极推动了协定的达成。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

人民崇尚“言必行，行必果”。中国将为认真落实《巴黎协定》做出艰

苦不懈的努力。 

张高丽表示，中国承诺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尽早达到峰值的一系列行动目标，并已经将这一目标纳入

国家的整体发展议程。中国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积极参加

《巴黎协定》的后续谈判，并深化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张建华） 

 

新的研究显示，化石燃料有可能在 10 年内在全球被逐步淘汰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线学术新闻网 EurekAlert 2016 年 4 月

15 日消息：根据英国一家主要的能源智库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萨塞克斯能源研究小组（SEG）当日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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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研究与社会科学》（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的文章预

测，主要通过依赖燃烧化石燃料而生产能源的方式将在 10 年内在世界

范围内逐步被淘汰。 

文章的主要作者，受聘从 2015 年 11 月起担任萨塞克斯能源研究小

组主任的 Benjamin Sovacool 教授认为，过去的能源领域发生重大变化

的确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下一次巨大的能源革命很可能仅在过去所需时

间的一小部分后就会发生。但是 Sovacool 教授提醒说，下一次巨大的

能源革命的发生需要在协同的、多学科的、多方的努力下才能实现。而

且这一努力必须要从过去的能源系统和技术变革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在这篇文章中，Sovacool 教授就能源变革的整个历史进行了分析，

而且认为，仅仅回顾过去就会经常让人极度沮丧。例如，在欧洲，从木

材到煤炭能源变革花了 96~160 年的时间，而电力成为能源的主流只用

了 47~69 年的时间。 

但 Sovacool 教授表示，这一次情况可能与以往不同，资源的匮乏、

气候变化的威胁以及极大提升了的科技知识和科技创新能力，会大大加

快全球向清洁能源未来的变革速度。 

该研究强调了那些往往被分析师们忽略了的众多快速变革的例子。

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在 2003~2014 年完成了淘汰煤炭的转换;印度尼

西亚的一个重大的家庭能源计划仅用了 3年时间就让 2/3 的人口完成了

从煤油炉到液化气灶的转变;法国的核能计划使得电力供应市场的供给

从 1970 年的 4%飞速跃升到 1982 年的 40%。以上这些例子的共同点是有

政府的强烈干预以及消费者行为模式的转变。 

Sovacool 教授指出，能源变革是长期的非常缓慢的事情，常常是要

几十年或几百年才能发生，这是对能源变革的主流观点，但是现在这一

观点发生了变化。如果在技术、政治法规、关税和定价制度等各个方面

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以及能源使用者和技术采用方在行为模式上发生了

转变，那么在较短时间内转换到一个新的、清洁的能源体系就不是不可

能的了。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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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确定次生热带林的碳贮存能力是原始林的 11 倍 

 

美国《每日科学》（Sciencedaily）网 2016 年 2 月 8 日报道：在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人类如何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上面，尤其是对造成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的减排。通常减

排要么通过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要么通过增加碳贮存降低温室气

体排放。而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碳禁锢在

活体的木本植物的生物质中。因此，拥有大量树木的森林，便成为特别

重要的碳库。森林的碳汇功能更多是指原始林的碳汇功能，而次生热带

林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碳库。 

天然更新或次生热带林(Neotropical)，是指在成熟林被皆伐后或

在废弃的草地或农地上再生或被恢复的热带林。现在，次生热带林占了

全球所有热带林的一半以上。 

    2 月 3 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2月 11 日《自然》印刷版发表）

了由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研究人员牵头的 15

个国家 65 名科研人员组成的庞大的次生林国际协作研究团队的研究论

文，题目为“新热带次生林的生物量恢复”（“Biomass Resilience of 

Neotropical Secondary Forests）”。研究结论明确，即在废弃的草

地或农地上再生或被恢复的热带林的碳储存能力惊人的强大。研究人员

指出，再生幼林的碳储存力增长惊人得快，生长 20 年后，它们每年恢

复的生物量就能达到 122 t，足够每年每公顷贮存 3.05 t 碳，是原始林

贮存碳能力的 11 倍。 

以上结论是通过对拉丁美洲 45 处森林立地 1 500 块森林样地的研

究分析后得出，因此次生热带林在碳储存方面的能力比以往人们认知中

的要大得多得多。所以，研究认为在那些天然更新非常快的地方，就不

必要再花钱植树了。 

次生林地上生物量恢复区别非常大。在全年雨水充沛以及用水很便

利的地区生物量的恢复就很高，而再生林周边的土壤肥力或森林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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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就没那么重要了。 

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数据制作了一幅拉丁美洲生物量潜能图。该地区

和各国决策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哪些林区应该得到保护，如根据

生物量恢复的快慢就可以确定其碳贮存潜力的高低。 

由于次生热带林在全球碳循环中所起的潜在作用非常重要，研究团

队强调，在制定缓解气候变化策略时，次生热带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既要减少毁林也要促进森林的再生长。 

由于人类的破坏,现在全球一半以上的热带林是次生林。因此,弄清

楚次生热带林要多快才能恢复到像原始林那样足够给人类提供生态服

务是非常重要的。                                     （张建华） 

 

巴西实施新的森林法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2015 年 11 月

26 日报道：一个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巴西国家太空

研究院（INPE）、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和 UNEP-WCMC 等主要研

究机构组成的联合项目组，携手开发和推行一种土地利用模式，而这种

模式对于制定能够兼顾粮食生产、生物燃料生产和环境保护的政策是起

到支撑作用的。 

该项目组对全球生物圈管理模型（GLOBIOM）进行改良，使其能够

对公共政策的潜在影响是如何对温室气体排放、农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

产生影响而作出评价。 

该项目成果对巴西《森林法》的实施至关重要，可减少巴西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由于森林再生长以及毁林的减少，2030 年毁林模拟排放量

预测值为 110 MtCO2e，比 2000 年以来的排放量下降 92％。 

同时，由于排放量减少，GLOBIOM 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巴西的耕地将

会扩大。所有模拟结果表明，环境法规（包括森林法和保护区法）不会

阻止巴西耕地的扩大，因此允许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和生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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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森林法》对亚马孙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还需要采取更多的

措施来保护塞拉多（Cerrado）和卡丁加（Caatinga）生物群落的生物

多样性。预计在 2010~2050 年间卡丁加群落 1 100 万 hm
2
热带旱生林将

丧失。2050 年前，如得不到保护，被确定对卡丁加群落生物多样性非常

重要的超过 51％的卡丁加天然林将会消失。如果将成熟林和其他天然林

的损失都考虑在内，塞拉多 20％以上未受保护的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意

义的区域可能丧失。 

在实施森林法上，巴西也面临重大挑战。例如，需要制作一张高品

质的农村环境地籍图，以确保恢复被非法采伐的森林面积；需要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一个如在亚马孙雨林建立的强大的监控系统。 

如果能成功地实施森林法，那将会给巴西带来诸多益处，包括生物

多样性保护、温室气体减排放和积极的制度建设等。（廖世容 张建华） 

 

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称近一半世界自然遗产地受工业发展威胁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6 年 4 月 5 日报道：WWF 一份新的报告显

示，近半数的世界自然遗产地面临工业发展的威胁。 

由全球发展顾问（Global Development Advisors）Dalberg 编制的 

这份报告“通过自然保护人类：把世界自然遗产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动

力”（“Protecting People through Nature: Natural World Heritage 

Sites as Drive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称，全球 229 处

世界自然遗产地中有114处自然遗产地或自然与文化交混遗产地因工业

活动而受到威胁，如石油、天然气开采或采矿业。 

联合国选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包括澳大利亚大堡礁、美国大峡谷、

中国四川大熊猫保护区等理应得到保护，却遭到工业发展的严重破坏。 

WWF 总干事马可·蓝波提尼指出，这些地方应该得到最高级别的保

护。2015 年联合国成员国一致认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为全球取得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蓝波提尼提醒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8



保护了人类，而不是人类保护了它们。各国政府和企业应该知道长远利

益和短期利益的厉害关系。 

根据该报告，90%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人们提供就业和帮助，通过

旅游和自然资源促进了经济发展。有 1 100 多万人口依赖其提供的食物、

水源、住所和药材为生。 

WWF 报告确立了评判达到良好管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的 5 个全球基

本原则：评价（valuation）、投资决策（investment decisions）, 管

理（governance）、制定政策（policymaking）和执行力（enforcement）。

这些原则有助于决策者平衡保护、可持续性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减

少对人类共有的世界自然遗产的破坏。                    (张建华) 

 

柬埔寨计划重新引进老虎使老虎种群复活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网站 2016 年 4 月 6 日消息：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柬埔寨分站主任 Chhith Sam Ath 当日宣布，柬埔寨政府

已经于 3 月通过引进他国野生老虎以恢复老虎种群的计划。 

Chhith Sam Ath 首次承认，柬埔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老虎的繁殖

种群，因此确认这些老虎已经“功能性灭绝”。为使该种群复活，柬埔

寨政府 3 月已经通过重新引入这个大型猫科动物的大胆的计划。。 

柬埔寨干旱林曾经是许多印支虎的（Indochine tigers，Panthera 

tigris ssp.corbetti）的栖息地，但是由于人类对老虎及其猎物的密

集偷猎行为，使得这些大型猫科动物灭绝。 

最后一次发现老虎的踪迹，是在 2007 年由架设在柬埔寨东部的蒙

多基里省（Mondulkiri）野外的摄像机拍摄下来的 

重新引入老虎的计划不仅需要一个足够大的适宜老虎生存的栖息

地，而且还要有强大的法律保障以对付偷猎者，此外，还需要对老虎的

猎物展开保护行动。 

柬埔寨林业局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处处长 Keo Omaliss告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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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计划在初期引入 2 只雄虎和 5~6 只雌虎，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为此计划，柬埔寨政府需要资金 2 000 万~5 000 万美元，而且已经和印

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商谈请他们提供野生虎以供繁育。 

野生动植物联盟（Wildlife Alliance）对柬政府的决定表示赞成。

联盟创始人兼 CEO Suwanna Gauntlett 女士指出，柬埔寨老虎的灭绝是

由于执法太弱造成的，柬政府现在终于开始寻找对策了。 

野生动植物联盟是保护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的非赢利国际组织，总部

在纽约市，金边有分站，负责东南亚和俄罗斯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事宜。

野生动植物联盟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会员。 

毁林和偷猎已使全球老虎数量锐减，据 IUCN 2015 年发布的

2009-2014 年 5 年的实地调查估计，全球老虎数量为 3 154 只。 

4月12-14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第三届保护老虎亚洲部长级会议，

拥有野生虎种群的 13 个国家出席了大会，共商保护野生虎的大事。会

上，印度政府已许诺帮助柬埔寨等打算增加野生老虎数量的国家。莫迪

高度赞扬各国为保护全球老虎作出的贡献和努力。莫迪强调，只有各国

与国际社会一道真诚合作，才能实现全球老虎保护目标，即 2022 年前

全球老虎数量翻番的 T×2 目标。 

另据 WWF 与全球老虎论坛（GTF）4 月 11 日更新的数据，近百年来

全球老虎数量首次上升，最新数量为 3 890 只。WWF 解释，这个数据是

根据 IUCN 2015 发布的数据以及印度、俄罗斯、孟加拉国、不丹等国之

后发布的国家老虎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但 WWF 与 GTF 没有对其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和调查。WWF 同时也承认老虎的生存环境依然十分险峻，老

虎数量的上升不是让大家自满，而是提醒各国立刻将诺言变为行动，否

则，时不我待，机不再来。                              （张建华） 

                                     

日本政府决定 2016 年度林业预算案和上年度林业追加额 

 

据日本《林政新闻》2016 年 1 月 13 日报道，日本内阁会议于 2015
 10



年 12 月 18 日决定了 2015 年度补充预算案，12 月 24 日又决定了 2016

年度预算案，谋求在 2016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日本例行国会上尽早制定

出方针。 

这两项预算案中的林业预算如表 1所示。2016 年度最初预算案中的

概算额为 2 933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55.4 亿，按 2015 年 12 月 18 日

人民币外汇牌价计算），比上年度增加 1.0％,如加上 2015 年补充预算

中的追加额 592 亿日元，合计为 3 525 亿日元，同比增加 21.4％。 
 
表 1  2015 年度林业补充追加额和 2016 年度林业概算决定额     （亿日元） 

分类 
2015 年度最初

预算额

2016 年度概算

决定额(A)

2015 年度补充 

追加额（B） 
A+B

公共事业费 

（与上年度相比） 

一般公共事业费 

（ 与上年度相比） 

治山事业费 

（与上年度相比） 

森林整备事业费 

（与上年度相比） 

灾害恢复等事业费 

（与上年度相比） 

1 918

-

       1 819

           -

          616

-

1 203

           -

         100

-

1 900

99％

      1 800

99％

597

97％

       1 203

       100％

         100

       100％

277 

- 

220 

- 

49 

- 

171 

- 

57 

- 

2 177

113.5％

2 020

111.1％

647

105.0％

1 374

114.2％

157

157.0％

非公共事业费 

（与上年度相比） 

         985

-

        1 033

     104.9％

315 

- 

1 348

136.8％

合计 

（与上年度相比） 

        2 904

-

2 933

101.0％

592 

- 

3 525

121.4％

东日本大地震灾后恢复及振兴对策（东日本大地震灾后复兴特别会计统计）

公共事业费 

（与上年度相比） 

非公共事业费 

（与上年度相比） 

434

-

69

-

304

69.9％

63

91.0％

- 

- 

- 

- 

304

69.9％

63

91.0％

合计 

  （与上年度相比） 

503

-

366

72.8

- 

- 

366

72.8％

注：1.表 1 之外，农山渔村地区整备交付金方面也实施了林业相关事业措施。 

    2.数据因四舍五入，与合计会有出入。 

 

2015 年度补充预算案引人注目的是作为 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

定)的相关对策，新实施的胶合板与锯材生产力强化对策事业（290 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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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进行木材加工流通设施整备的同时，间伐和路网整备也作为补

助对象，形成贯穿上下游的支援模式。使用 290 亿日元的补充追加额创

立新基金，希望数年后能够灵活地支付补助金。 

2016 年度预算案中创建次代林业基础补助金是重中之重，在大臣的

交涉下，认可并实现了 61 亿日元预算额。 

日本林野厅决定将统一实施该补助金和TPP对策中的胶合板及锯材

生产力强化对策事业，通过提高国产材供给力，加速林业增长产业化。 

                                 （王燕琴） 

 

缅甸环境保护和林业部与矿产部合并为资源和环境保护部 

 

据 2016 年 3 月 16-31 日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热带木材市

场报告》报道：缅甸新政府 3 月 30 日在联邦议会集体宣誓就职。缅甸

联邦议会 3月 15 日举行投票，全国民主联盟（NLD）吴廷觉以最高票数

当选缅甸总统。吴廷觉领导的新一届政府于 4 月 1日正式履职。 

新政府精简机构，将原来的 36 个部精简到 21 个，共 20 名部长，

民盟主席昂山素季担任外交部、总统府部 2个部的部长，以及担任总统

发言人。缅甸环境保护和林业部与矿产部合并为资源和环境保护部。 

1992 年曾担任叶辛林业大学（Yezin University of Forestry）副

校长的 U Ohn Win 教授被任命为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部长。U Ohn Win 获

得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流域管理专业理学硕士学位。在水文学、土壤

保持、气候变化适应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有过深入的研究。U Ohn Win

不是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                              （张建华）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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