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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森林的未来持乐观看法的 10 个理由 

 

国际环境与热带林保护网站（www.mongabay.com）2016年 6月 5日

报道：当前世界森林的状况很容易让人们感到悲观。毁林率居高不下、

特别是在热带和北方地区。干旱、森林碎片化、采伐造成的森林退化、

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使森林更容易遭受火灾。在过去的两年

中，加拿大、俄罗斯、美国、印尼、巴西和刚果盆地都有大面积的森林

火灾发生。人口的增长和肉类消费量的增加促使人们不得不千方百计扩

大土地种植面积。巴西的政治危机使十多年来在制止毁林方面取得的成

果面临一朝被毁的危险。美国可能会选出一位令很多环保人士感到恐慌

的打算推翻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承诺并且赞同使用化石燃料的总统。 

但是对于世界森林的前景也有一些令人持乐观看法的理由，下面就

是其中的 10个主要理由。 

1. 环保工作的影响力加强 

在过去的 40 年中，毁林的原因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大部分的

毁林是因为小农为自己和本地市场生产粮食。但是现在，热带地区毁林

主要是由于为城市市场和出口而进行的大宗商品生产，也就是说公司在

毁林中充当了更主要的角色。这种转变使公司成为环保人士推行对森林

更加有利的采购方式的主要目标。事实上，环保人士发起的运动已经开

始使林业部门的生产、贸易和采购原料的方式发生转变。巴西亚马孙地

区的大豆产业在 2006 年率先实行零毁林政策。随后，亚马孙地区的养

牛业在 2009 年也作出类似承诺，2010 年后一些油棕榈生产公司开始效

仿。印尼的制浆造纸业则从 2013 年开始实行零毁林政策。其他部门也

正在为此做准备，麦当劳和美国嘉吉公司（世界最大的动物营养品和农

产品制造商之一）都做出承诺在采购供应链中不采购涉嫌毁林的咖啡和

可可原料。 

2. 公司的承诺和行动 

为了响应环保组织以及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和地方政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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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司正在改变行为方式。2010年以来，很多公司采取了‚零毁林‛

政策，为商品采购来源建立了社会和环境保障制度。参加者包括美国和

欧洲的一些面向消费的公司、跨国的大宗商品贸易商、国内种植商和生

产商等。另外，新的技术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公司供应链的透明度。 

3. 监管技术的进步 

21世纪初，巴西亚马孙森林面积每年减少 230万 hm
2
。2004年，巴

西开始使用卫星监视系统，有关部门可以按月了解森林被砍伐的情况。

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森林破坏率随之下降了 80%。分析人士认为卫星系统

提高了森林利用的透明度，是使森林破坏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后来，技

术又有了发展。世界资源研究所开发的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网络平台使巴西的监测范围扩大到整个热带地区，可以接近实

时地监视任何地方的森林情况。同时，触发式相机和音频传感器器等近

地和地面监测技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移动电话的普及使得每个人都能

成为保护森林的环保者、举报者、民间记者或科学家。手机还前所未有

地为孤立的团体和社区之间的联络、分享知识和发动对破坏性计划的抵

制创造了可能性。 

4. 政府采取的步骤 

与私人部门一样，政府对待森林问题的态度也比以前更加认真了。

例如，挪威政府已经承诺为热带林保护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而且还

宣布了零毁林的采购政策。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批准了有

关木材进口的政策，意在堵住造成非法木材流入国内的漏洞。对象牙贸

易的制裁可以使对森林生态系统极为重要的非洲象和亚洲象受到保护。

从热带国家的情况看，去年的雾霾危机促使印尼承诺在改革林地用途方

面迈出重要一步，其中包括泥炭地恢复政策和冻结新的棕榈油开发许可

证。如果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实行，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几十年来森林退化

和破坏的局面就会得到扭转。 

5. 气候变化方面的进展 

去年的巴黎气候协议给保护森林注入了新的活力。联合国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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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在巴黎会议上取得重要进展。遏制气候变化不仅有利于加强森林

保护力度，而且还能以其他方式改善森林健康状况。模型显示，由于气

温和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将使大面积热带地区林木面临干旱和死亡的

危险，因此如果气候变化得到抑制将有利于森林状况的改善。 

6. 森林保护政策进一步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可 

过去，热带国家的林业政策往往是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的主导下制定的。这种做法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当地社区对森林保护的敌

视态度，无法制止住疯狂的毁林，有时甚至加剧了当地民众与政府之间

的冲突。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巴西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

要以破坏森林为代价。巴西在扩大农业生产的同时，毁林减少了 80%。

这对于以脱贫为首要任务的印尼和其他国家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值得借

鉴的经验。哥斯达黎加开展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和墨西哥开展的土

著居民土地所有权保护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了新的模式。 

7. 传统土地所有权改革 

过去的 5年中，在森林保护方面有两个重要趋势：一个是公司承诺

零毁林；另一个就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保障依靠森林为生的社区的土

地所有权对于保护森林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当地人的传

统管理权得到认可，他们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会做得更好。一个事实就

是当地人管理的地方所发生的毁林往往少于国家公园内发生的毁林。现

在墨西哥和印尼等国家都在进行地权改革，原来由国家拥有的几百万公

顷土地以后有可能转由当地社区来管控。 

8. 商品价格受抑 

全球大部分商品市场的委顿至少暂时抑制了热带地区土地价格的

大幅度上升。尽管近几个月来棕榈油的贸易价格持续反弹，但仍没有达

到几年前峰值的 3/5。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也远低于 2015年初的水平。

环保人士认为，大宗商品暴跌为购买保护用地或者说服政府建立保护区

创造了条件。 

9.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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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服务的认可度不断提高。

去年新加坡的雾霾危机提高了人们对于苏门答腊森林在保障区域空气

质量方面所起作用的认识。另外，巴西发生的严重干旱引起了人们对于

亚马孙大规模毁林的后果、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的担

心，因为毁林可能会导致水电站停止发电、城市缺水、水库断水、农田

干裂，以及因河床干涸而导致水路运输中断。热带地区毁林对降雨量的

影响不仅远超国界，甚至会波及海洋对岸。 

10. 森林恢复 

卫星图像、不断提高的科学水平以及对缓解气候变化的陆地方案的

兴趣增长正在促使人们去扭转几十年来地球所发生的环境破坏。2011年

的‚波恩挑战‛的目标是在 2020年之前恢复 1.5亿 hm
2
被破坏和退化的

土地，在 2030年前恢复 3.5亿 hm
2
土地。虽然有人说这个目标根本不可

能实现，但是各国仍然做出恢复生态系统的重大承诺，其中拉丁美洲政

府和投资者要恢复 2 500多万公顷土地。也许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印尼

政府在去年的大火和雾霾危机后提出的：不在泥炭地开辟任何新的种植

园、恢复火灾中被烧毁的全部林地。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给人们信心的事情，例如：保护区的面积在继

续扩大，投资者更加注重环境保护，新一代慈善家将大笔资金投入林业，

各种电影和媒体宣传森林以及居住在森林中的人和野生动植物物种。 

（周吉仲） 

 

47 国代表在挪威讨论热带林保护问题 

 

国际环境与热带林保护网站（www.mongabay.com）2016 年 6 月 21

日报道：6月中旬，来自 47个国家的政府、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大约

500 位代表参加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 REDD 交流会（Oslo REDD 

Exchange，简称 REDDX），就热带林保护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会议

期间宣布了几件事，其中的一件是挪威政府和德国政府承诺增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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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的资助额，另一件是美国与挪威签署了协议，对热带林保护和恢

复提供双边支持。 

挪威首相埃娜•索尔贝格（Erna Solberg）在会议开幕式上说：‚我

们必须结束毁林。但是只有当所有的国家都参与，这个目标才可能实现。

解决毁林问题的责任不应当只让发展中国家来承担。‛ 

德国议会国务秘书托马斯•西尔伯霍恩（Thomas Silberhorn）在会

上宣布德国准备向 REDD+项目增加 5 000 万欧元资助金，使总资助额达

到 2亿欧元（2.25 亿美元）。他指出：‚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事关人类

生存的问题。‛ 

在 REDDX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与挪威气候和

环境部长赫尔格森（Vidar Helgesen）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对世

界热带森林保护工作提供支持。赫尔格森指出，要落实具有历史意义的

巴黎协定，所有国家必须在国内和国际做更多的工作。 

挪威做出的新承诺是为提高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

监测平台的土地利用变化信息的透明度而追加 1 400万美元资助金。挪

威总共承诺每年为热带森林保护提供的资金已经达到 30亿挪威克朗（折

合 3.61亿美元）。 

REDDX会议介绍了刚果（金）马伊恩东贝（Mai Ndombe）区的 REDD+

项目进展情况。该项目的范围包括近 30万 hm
2
的刚果盆地热带林，其中

生活着倭黑猩猩和森林象等一些濒危物种。项目区内有国际公认的顶级

规模的湿地保护区和非洲最大的淡水湖区。在刚果（金）政府的支持下，

马伊恩东贝的 REDD+项目在 2011 年正式开始启动，其目标是在未来 30

年中实现碳减排 1亿 t。其中 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是减排 2 900万 t。 

马伊恩东贝约有 5万居民。项目的目标除了保护森林和减少碳排放

之外，还包括通过减排的经济激励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将有利

于缓解当地的贫困，并提高居民的清洁饮水、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项

目参与人员说，这是为刚果河流域建立绿色发展模式的第一个步骤。 

刚果（金）REDD国家协调员瓦卡迪路（Victor Kabengele Wa Kad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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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要将当地社区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 

但是，对马伊恩东贝项目的批评也不绝于耳。虽然这个项目已经运

行了 5年，而且距碳减排 2 900万 t的第一期目标的时限只剩下了 4年，

但是目前却还没有进入实质性减排阶段。国际环保组织 EIA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的代表在 REDDX小组会上指

出，该项目的计划并没有涉及如何解决当地社区的不满，落实对当地社

区的保障措施，以及与当地社区分享利益的方式等内容。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原住民参与 REDD+的规划和实施过程的重要性。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世界依赖森林得到生活资料、粮食和燃料的贫

困人口有 5亿人，其中约有 2亿人是原住民。研究表明，由原住民和当

地社区管理的地区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最好。以巴西为例，社区管理的

森林的破坏率平均只有其他地区的 1/22。所以说，如果不保护原住民，

就无法真正保护森林。REDD+的支持者说，REDD+项目不仅有助于保护森

林立地和吸引资金向原住民流动，还有助于明晰土地权利和使其合法

化。以往的研究发现，全世界的当地社区和原住民对近 75%的本应属于

自己的土地未享有权利。国际原住民气候变化论坛（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Forum on Climate Change）的伊布拉西姆（Hindou 

Ibrahim）认为，需要从超越树木或金钱的视角来看待 REDD+，实际上它

关系到的是权利和人，因此首先需要做的是明晰土地权利。 

非法采伐是会议始终贯穿的一个议题。索尔贝格指出，如果不能以

协调合作的方式制止住热带的毁林，‚纽约森林宣言‛和‚巴黎协定‛

的目标都无法实现。在会上发言的其他人也对停止非法采伐森林的问题

发表了意见。克里和赫尔格森签署的协议中也提出要更加努力打击非法

采伐及相关贸易。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统计，在全球的木材贸易中，非

法采伐木材占 15%~30%。而在亚马孙、刚果盆地和东南亚等热带林产品

的主产林区，这个比例更高，甚至可以达到 50%~90%。有关人士指出，

非法采伐不仅是林业问题，同时还是国际犯罪组织的财政基础之一。这

是各国将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另一个原因。       （周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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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次会议召开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6年 5月 6日报道，‚生物多样性

公约（简称‘公约’）‛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次会议在位于加拿大蒙

特利尔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总部举行。 

‚公约‛执行秘书布劳略•费雷拉•德索萨•迪亚斯先生致开幕词。

他说，各个附属机构过去共举行了 27 次会议，各缔约方商定了跨领域

工作方案，通过了 2 项议定书、1 项补充议定书和许多原则和准则。此

外，就所有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和各主要非政府组织而言，2010年在名

古屋通过的‚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已被正式确认为整个

联合国系统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其 20 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及相

关指标是全世界有关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行动的重点。联合国大会宣布

2011年至 2020年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并在其‚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承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可持续发展

目标包含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承认生态系

统在降低脆弱性方面的作用。‚巴黎协定‛（简称‚巴黎协定‛）承认

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用。最近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机构决定通过一项关于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进一步突出了

减少生态系统退化和增加重新造林努力的必要性。 

‚公约‛组织目前已有多达 196个缔约方，参与面非常广泛。‚公

约‛十分成功地巩固了国际生物多样性框架和所有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框

架，被确立为保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权利的最进步的政府间论坛之

一，促进推出许多生物多样性举措，创立和巩固了若干国际组织，如全

球环境基金、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制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尽管如此，国家层面的执行工作仍然面临困难。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可推动执行工作，支持缔约

方大会按‚公约‛第 23 条的规定执行全盘任务，不断审议‚公约‛执



 9 

行情况。 

执行秘书还报告了对秘书处的深入职能审查。除其他事项外，审查

提出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新的体制，以便更有效地利用稀缺的人力

和财政资源，更好地融合‚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工作，并指出，联合国

环境大会第二次会议也将讨论‚公约‛的行政管理。 

最后，执行秘书感谢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西兰、韩国、瑞典

和瑞士的捐款，使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土著人民及地方社区的代表能参加

会议，确保更广泛地参与‚公约‛的决策进程。 

UNEP‚环境法和公约司‛司长 Mrema 女士代表 UNEP 执行主任阿希

姆•施泰纳向会议致意，并提醒会议，‚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在实现其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设定的目标和指标，其中包括 20

个生物多样性指标。现在反思为实现‚战略计划‛已取得什么成果和尚

需进行什么工作正是其时。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包括：在保护区方面的

进展（指标 11）和‚关于获取和分享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的生效（指

标 16）。可是在生物多样性（指标 1）、传统知识（指标 18）和设计融

资战略（指标 20）等方面还需加倍努力。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政策总干事 Basile van 

Havre 在开幕式上说，在‚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激励下，加拿大通

过了本国 202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指标，要求联邦、省和地方政府、

集体和私人利益相关者联合行动，土著人民积极参与。1995年完成生物

多样性战略后，加拿大的陆地保护区网络增加了将近 1倍，现在覆盖面

已超过 100万 km
2
；其承诺到 2020年保护区占陆地面积的 17％和海洋面

积的 10％。加拿大通过了濒危物种法案，并继续制定保护濒危物种的计

划；制定了税收优惠等鼓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措施；制定了其应对

外来入侵物种的战略；研究了自然对加拿大人的价值；对保护和恢复湿

地作了大量投资。2016年是纪念‚候鸟公约‛100周年，该公约有助于

加拿大实行其对‚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承诺，并形成一个独特的民间

社会伙伴关系，保护了数百万公顷的栖息地。加拿大人与自然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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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土著人民和新的加拿大人都是如此。加拿大拥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为‚公约‛秘书处设在蒙特利而骄傲。（徐芝生）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将通过社会林业战略促进森林保护 

 

马来西亚婆罗洲邮报网站（www.theborneopost.com）2016 年 6 月

4 日报道：沙捞越州在森林可持续经营、森林保护和社会林业方面无疑

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点是得到全球公认的。但是，沙捞越仍然还

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尤其是在社会林业方面。 

为使沙捞越州的社会林业战略能够符合国家社会林业路线图的标

准，5月 17-19日在沙捞越州第二大城市米里（Miri）举行了为期 3天的

国家社会林业路线图研讨会。此次会议的成果将提交到预定于 7 月 18

日在吉隆波召开的国家级研讨会上讨论，随后，沙捞越州社会林业战略

将与沙巴州和马来西亚半岛制定的社会林业战略相结合形成全国统一

的社会林业路线图。 

社会林业战略的目标是为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建立参与式和创新

的社会林业体系，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林业提高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生

活水平，同时要保障粮食安全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沙捞越项目负责人 P.K. Chai在研讨会

上提交的题为‚森林保护工作的社会参与‛的论文指出，社会林业要让

人民参与森林管理，要服务于人民，促进林产品增长和资源保护，并提

高资源利用和管理的技术水平。社会林业对于沙捞越尤其具有重要的意

义，因为沙捞越州 130万人口中有 50%生活在农村。 

Chai说，尽管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有丰富的本土知识并且懂得社会

林业管理，但林业和森林保护的事情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从来没有向

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进行过咨询。法律禁止当地社区利用森林保护区和

国家公园内的资源。人民被视为侵略者和麻烦制造者。当地人必须遵守

这样的法规，否则就会被法办。一些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过于严格，



 11 

缺少适度的灵活性，导致民众与政府发生冲突。这些法规的实施后果就

是当地人对政府采取冷漠、不合作、不信任和不满的态度。当地居民说

他们被当成了‚外人‛。其实，假设政府能够信任这些当地居民并让其

参与森林管理，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本地的护林员，防止外人进入，

加强执法和森林保护。森林保护与社区福利并不矛盾，保护区完全可以

在满足当地需求的情况下实现保护目标。当地人关于森林和资源利用的

知识对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以及研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

此，必须通过共同管理和资源共享的方式提高当地社区群众在森林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需要采取各种策略通过双向

交流的方式建立相互信任和理解。社会林业战略应当包括资源可持续利

用方式的规定，例如关于乡土果品栽培生产、捕鱼和药用植物种植的规

定和让妇女能够参与手工艺品制作的规定。 

ITTO和沙捞越州林业局已经在沙捞越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林业项目，

这些项目有助于当地居民获得稳定的收入和保障粮食安全，从而减少对

森林的依赖，有利于森林保护。 

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是森林和环境

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实现和加强森林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目标的过

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Chai说：‚政府必须改革政策，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共存与和谐。但

是由于涉及到心态、观念、文化、信仰、对新思想和新挑战的接受能力、

改革的意愿以及需要了解每个社区不同需求，所以改革是需要时间的。

取得成功的最关键条件是磋商、利益、承诺、合作精神、强有力的领导

以及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对项目给予的持续支持。‛          （周吉仲） 

 

越南投入逾 8.9 万亿越盾恢复和发展西原地区森林 

 

越通社 2016 年 7 月 12 日报道：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6 月 26 日

表示，将与相关部委及得乐、多农、嘉莱、崑嵩、林同等西原地区 5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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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联合开展 2016-2020年西原地区森林保护、恢复与发展项目。 

该项目包括 4个主要部分：①森林可持续恢复、发展与管理。该部分的

资金将直接提供给实施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工作的地方单位。②建设基

础设施和改善生计。该部分资金将投入建设林业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

活状况，发展农林结合模式。③促进森林管理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以及

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④投资协调与监督。该部分由农业与农村发

展部直接管理，旨在提高投资协调与监督能力，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

单位能够按照项目的计划和目标完成项目的各项任务。 

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8.93 万亿越盾（约合 26.79 亿人民币），包括

国家财政预算 4.3 万亿越盾和财政预算外资金 4.63 万亿越盾。农业与

农村发展部提出的项目目标为，到 2020 年使西原森林恢复与开发面积

达 271万 hm
2
，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49.8%。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代表称，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西原地

区的林地总面积为 330多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 250万 hm
2
，较 2010年

减少 18万 hm
2
，森林面积中有天然林约 220万 hm

2
，较 2010年减少 27.3

万 hm
2
。                                               （徐芝生） 

 

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新首席执行官上任 

 

据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网站 2016年 1月 15日报道，马来西

亚木材理事会新首席执行官 Abdul Rahim就职，他曾任马来西亚自然资

源和环境部副秘书长，他承诺继续带头推动马来西亚木材贸易与产业的

发展，为马来西亚家具产业全球化做出不懈努力。         （谭秀凤）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