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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式组织在玻利维亚社区森林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欧洲热带森林研究网络（www.etfrn.org）2015 年 9 月报道：在过

去 30 年中，促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社区森林管理一直是国际发展合

作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与林业部门相关的国际政策发展进一步促

进了社区森林管理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在减少毁林以及制定国家 REDD+

战略和行动计划的背景下，许多国家政府正在考虑转让森林资源的使用

权甚至所有权给当地社区，或者已经这样做了。许多国家致力于建立社

区森林管理的法律和体制，并得到国际捐助组织的大力支持。 

2014 年，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代表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开

展一项研究，探索社区如何管理其森林资源。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是，

许多社区都面临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难题，尽管有来自外面的援助，仍需

要进行能力建设才能确保可持续的森林管理。研究还发现，伞式组织

(umbrella organization)可在社区森林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伞

式组织，是指由多个机构组成的团体，其成员间协调行动共享资源。伞

式组织可为其成员提供资源和进行认证，并为其成员负有一定的责任。

负责社区森林管理的伞式组织在弥补单个社区的弱势方面是有效的，包

括应对单个社区所面临的组织问题、市场营销以及森林管理的技术和造

林方面的问题等。 

GIZ 的研究分析了 3 种伞式组织：2 个在危地马拉，一个在玻利维

亚。这些机构帮助社区对具体的森林服务功能进行管理，并通过多片森

林的整合达到高效和经济运作所必需的规模。伞式组织弥补了单个社区

在管理方面的弱势和能力的缺乏，但并不需要将社区结构转发变为企业

模式。伞式组织的活动范畴包括行政和法律事务，投资和贷款，争取社

区利益，开展相关的营销活动，并通过促进加工业完善价值链。 

在上述 3个伞式组织中，玻利维亚的跨社区林业委员会是特别成功

的，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社区森林管理的样板，因为不同国家的社区面临

类似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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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社区林业委员会 

2005 年，德国发展服务组织（DED）和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

为促进玻利维亚社区森林管理创立了跨社区林业委员会（COINFO），其

目标是代表各个森林社区的政治利益及其与森林有关的商业利益。 

COINFO很快得到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市区政府和林业行业的认可。

它开始由 5 个社区构成，目前其社区成员数量已扩大至 17 个社区，共

拥有 9万 hm
2
森林的管理权。这些森林每公顷的阔叶树种高达 30种之多，

其中有 15种现在已经得到利用（2005年得到利用的阔叶树种只有 5种）。 

COINFO成立之前，社区没有能够适应负责任和有计划的森林资源管

理的组织机构，也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社区同意建立伞式组织的主要

原因是单独的社区没有足够的谈判能力和市场能力，而这一弱点往往会

被木材买家利用。COINFO的工作开始于基本的组织发展和能力建设，每

个村培训 3~4人，培训的目标岗位是森林管理和作业方面的法律事务管

理员和技术员，从事会计和簿记工作的财务官，以及从事文书和联络工

作的秘书。 

到 2013年，17个成员社区中有 11个已经独立开展采伐活动。其他

成员社区在 COINFO 的支持下也获得合法森林管理权。对于所有的森林

经营活动，COINFO 按公平的价格收取费用并提供有资质的人员（1名森

林工程师和多名技术员作为森林调查和采伐专家）培训社区成员。此外，

COINFO注重帮助其成员社区开展有效的森林经营和制定采伐计划，并组

织木材运输。 

二、COINFO 的作用 

虽然玻利维亚的非法采伐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但多数的社区天然林

仍然基本完好，具有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和许多可供收获的硬木树种。

原木平均价格为 200 美元/立方米，但价格变化幅度很大，从欠知名树

种的 120美元/立方米到高质量玻利维亚红木的 1 200美元/立方米。在

2013年，3 860 hm
2
森林的采伐权可通过出售 3 100 m

3
原木产生 63万美

元收入。销售木材所得利润首先用于向 COINFO 支付服务费，然后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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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按自己的利益分配体系进行分配。大部分利润被均匀地分配给各家

庭，但有些钱是用来资助村里基础设施项目，如社区活动中心、学校或

教堂等。 

此外，伞式组织还发挥一些重要的社会和环境保护作用。COINFO可

以防止更多的森林转化为农田。林区巡逻工作得到加强，对非法采伐者

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村民们现在能够买新衣服、自行车、摩托车等，

从村庄总体发展中受益。 

男人、妇女和青年依各自体能承担适当的社区森林活动。只有年轻

的或体能适合的男性从事一线森林作业;女性往往带着孩子去森林中为

工人做饭。在某些情况下，妇女承担了秘书的工作。 

综上所述，COINFO协助社区开展组织管理工作，并对社区群众提供

有关森林管理的各项培训：记账、采伐、销售、融资，以及与政府当局

和捐助组织的沟通。COINFO的活动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并增加了林

业收入。此外，由于有效的森林管理产生了足够的利润，促使社区建立

起成熟的利益分享机制，这对社区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COINFO 面临的挑战和经验教训 

透明度和财务管理技能的缺乏和对外援的依赖性是社区和 COINFO

面临的主要挑战。在社区森林管理中，特别是对于合同的跟踪和管理这

种许多村民不熟悉的事务而言，透明度是最重要的。曾有社区领导把木

材同时卖给几个不同的买家，在社区领导重复收到多个买家的预付款

后，把债务留给社区。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实现全面经济独立。迄今为

止，COINFO 一直由 Chiquitano 森林保护基金会、GIZ、CIAT 和市政府

等各种机构支持。因此，COINFO面临着经济独立的问题。 

除 COINFO 外，玻利维亚还有 9 个从事社区森林管理的伞式组织。

这些伞式组织可以借鉴 COINFO的许多经验，其中包括：（1）有效的沟

通。只有通过有效的沟通才能说服社区群众相信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好

处。（2）需要对森林管理活动进行有效规划。（3）提供服务的费用。

（4）需要确保在各级运作层面上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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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社区森林管理 

为进一步促进社区森林管理，应特别注重以下 3方面。 

1. 经验交流 

那些已经迈向社区森林合法管理和经营盈利的国家和机构已经取

得许多经验，尤其是组织机构建设、制度性协议、木材商品化以及建立

适当的市场结构等核心领域的经验，值得其它国家和机构学习和借鉴并

从中获益。捐助组织应促进南南交流和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信息交流。 

2. 通过教育和培训开展能力建设 

为扩大伞式组织，有必要调整和完善林业学校和大学有关社区森林

管理的课程，以便对大量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另外，还迫切

需要建立配备实际培训材料的针对社区森林用户群体的区域培训中心。 

3. 注重发挥基层林业组织的作用 

国家林业主管部门下设的林业办事处是开展社区合法森林管理的

主要联络点。林业办事处拥有训练有素的林务员是社区森林管理的先决

条件。在社区林业的早期阶段，管理活动将完全由包括国家政府在内的

公共捐助者资助。只有当社区开始赚取利润，社区森林管理经费的来源

才会发生转变。 

五、总结 

近年来，社区森林管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伞

式组织已被证明在实施社区森林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伞式组织

使社区森林能够达到有效森林管理所需的适当规模。他们还将社区与法

律部门、木材行业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此外，伞式组织可

以使社区更有组织性和更有效率，从而以较低成本有效地推销木材。 

一个伞式组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援助机构和政府的支持。

致力于实施社区森林管理的援助机构应该促进建立伞式组织，努力创造

更好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在建立这些组织之前，目标必须明确阐述，并

且必须与社区进行沟通。 

为了激励社区成员建立一个伞式组织，必须让社区从一开始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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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直接利益，例如：改善市场准入，销售价格更优，更高的收入，

花费在克服官僚障碍上的时间更短，等等。一旦一些社区已经建立并构

建一个伞式组织，这个组织与其成员之间需要进一步的顺畅交流。该组

织必须确保取得其成员社区的信任以便更好开展工作。这可以通过建立

代表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采用透明的决策流程等方式加以促进。另

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逐步培养社区在森林管理方面的

技能。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强调透明性。 

总之，伞式组织必须遵循以下目标：（1）使社区森林管理达到适

宜规模;（2）解决社区在森林管理方面的缺陷并弥补其能力不足;（3）

加强所有森林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4）通过森林减压和收入增加发

挥伞式组织的积极作用;（5）努力提高透明度和经济独立性。（徐芝生） 

 

全球森林观察组织发布监测巴西毁林的 GLAD 预警系统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16年 8月 24日报道：当日，全球森林观

察组织（GFW）发布了巴西 GLAD预警系统，每周发布巴西全国各地新的

毁林数据。GLAD预警系统由马里兰大学、谷歌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创建，

是巴西前所未有的预警速度最快、图像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森

林监测工具。而它也首次实现让巴西市民可以同政府一起实时监测巴西

的毁林状况。 

巴西森林资源丰富，有著名的亚马孙雨林和塞拉多热带大草原，对

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巴西已

在减少毁林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每年的毁林速度仍然高于其他热带

国家。为此，巴西开发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森林监测工具，如巴西政府开

发的 PRODES 系统、DETER 系统和非政府组织 Imazon 开发的 SAD 系统。

与这些已有的森林监测系统相比，新发布的 GLAD 预警系统具有预警更

迅速，像素分辨率更高，覆盖范围更广等优点，而且还增加了公共参与



 7 

性，允许任何联网的人在发现毁林时可以发出警报。 

巴西环境部下属的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源协会(IBAMA)的 DETER 卫

星预警系统每 3个月发布 1次信息。与之相比，GLAD预警系统每周都能

通过 GFW的电子邮件订阅服务将森林信息提供给公众。 

GLAD预警系统的预警位臵更加精确。DETER系统和 SAD 系统的预警

范围是 250m×250m。但据报告显示，非法伐木者会调整和缩小采伐点的

面积，以逃避卫星探测。只有准确识别了非法活动的位臵，才能做出快

速响应。GLAD 预警系统监测范围为 30m×30m，可以预警到小规模的毁

林。 

GLAD 预警系统的预警范围广。过去 10 年里，亚马孙地区的毁林状

况大幅下降，但在国内其他不太知名地区的毁林状况却在加剧。这是因

为巴西以前的预警系统只监测亚马孙地区。GLAD预警系统可以监测包括

塞拉多热带大草原和大西洋森林在内的巴西所有地区的森林变化情况。 

在通过降低毁林来减少碳排放方面，巴西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巴

西由热带林采伐造成的碳排放量已从 10年前的 69%下降到 20%。巴西森

林是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有了 GLAD 预警，巴西政府就有了打击

非法采伐森林的强有力的工具。                        （廖世容） 

 

柬埔寨政府称大规模的非法采伐已经不复存在 

 

亚洲新闻网（www.channelnewsasia.com）2016年 8月 14日报道：

柬埔寨环境部大臣赛索奥在接受亚洲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柬埔寨政府严

肃看待毁林问题，自从洪森首相年初下令禁止木材出口以来，已不再有

更多木材流向越南。他说：“禁令效果显著，木材不再外流。大规模的

非法采伐已经停止。” 

今年 1月份，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全面禁止向越南出口木材，并下

令关闭边境以防止木材走私。这是柬埔寨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打击非法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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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动的一项措施。 

赛索奥解释说：“家具或其他木材成品是可以出口的，但是半成品

不可以。” 

此前，美国的环保组织森林趋势（Forest Trends）曾报告说，尽

管柬埔寨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但是木材仍然在继续流出国门。该组织称，

根据越南海关的统计，今年 2月和 3月，有 1.5万 m
3
的柬埔寨木材进入

越南，价值约 1 200万美元。森林趋势负责政策、贸易和财政项目的坎

贝（Kerstin Canby）说：“在柬埔寨宣布禁止木材出口之后，仍然有

办法使木材从某种通道进入越南境内。这些活动的规模通常较小，而且

不通过官方渠道。” 

赛索奥不认可这份报告的内容，称其是受政治驱动。他说：“我怀

疑这份报告的真实性。这类报告的背后有政治目的。这份报告是毫无根

据的。他们从来也没有与我们谈过此事，也没有要求我们核实真相。报

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 

赛索奥说，尽管仍然有人小规模地继续从事非法采伐，但是全国范

围内打击非法木材贸易的行动相当成功。打击行动的力度非常大。我们

也承认非法采伐仍有发生，但是大规模的非法行动已经得到制止。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90年柬埔寨的森林面积为 1 294万 hm
2
，

森林覆盖率为 73%。2015 年的森林面积为 946 万 hm
2
，森林覆盖率为

53.6%。柬埔寨的毁林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土地特许经营

（economic land concessions，ELC）是主要因素之一。私人投资者可

以利用这种长期性租借从事大规模的农业。政府采取这种方式的目的是

振兴经济和为农村人口创造就业。目前柬埔寨有 270多个 ELC项目，涉

及的土地面积至少有 1 200 万 hm
2
。特许经营商有权清伐林地开展产业

式农业。他们可以在许可范围内砍伐树木、加工木材并合法出口。但是

很多人在树木被砍光后便一走了之，也有一些人涉嫌继续利用这些土地

来将从许可区之外砍伐的木材“洗白”。 



 9 

赛索奥承认当前还存在一些制度方面的问题，并说政府正在不断加

强森林保护工作，其中包括实行土地登记制度、将土地最长租借期从 90

年缩短到 50 年、打击非法采伐、禁止木材出口、重新审核所有的 ELC

合同以保证每个人都遵守规定。赛索奥说：“对于那些不遵守法律法规

者，我们会取消其投资资格。在这方面我们是非常严格和公平的。今后

不会再授予新的 ELC。木材出口禁令将长期实行。我们不允许任何木材

流出国门。” 

在全国打击非法木材行动中没收的数以千吨计的木材将会通过公

开拍卖来出售。其收入将用于促进柬埔寨教育事业。 

除了 ELC以外，赛索奥还谈到普通老百姓受利益驱使而从事毁林的

问题。他说：“一公顷稻田每年的经济收入不会超过 1 000美元，但是

如果到森林中砍伐一些树木，在短期内就能收入 1 000美元。经济上的

诱惑和护林人员数量的不足都加剧了解决毁林问题的难度。” 

为打击毁林，柬埔寨环境部计划把更多的土地纳入国家公园和野生

动物保护区范围。同时，政府也在推进保护林的共同管理。柬埔寨全国

现有约 600 万 hm
2
保护林。政府准备通过社区林业项目邀请更多的民间

团体和地方社区来保护本地森林。 

目前柬埔寨有 400多个由当地居民自愿组成的社区林业组织。其成

员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同时参与森林经营管理，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森

林资源。赛索奥说，环境部还准备在一些保护林中开展旅游活动。一些

过去在林中狩猎的人现在已成为导游。政府希望将这种方式推广到柬埔

寨的其他地区。                                       （周吉仲） 

 

森林和河流的相互作用对生态恢复的重要性 

 

美 国 科 学 促 进 会 主 办 的 全 球 互 联 网 新 闻 服 务 网 站

（www.eurekalert.org）2016 年 8 月 24 日报道：瑞典于默奥大学研究

人员在《生物科学》（BioScience）期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人类对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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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流的不正当利用方式破坏了河岸生态系统的生境、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虽然许多地区的河岸生态恢复已有突破性进展，但仍

需考虑恢复河岸环境周围的生态系统才能取得彻底成功。 

于默奥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克里斯特•尼尔森（Christer 

Nilsson）教授说：“尽管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但

人们对森林和河流的恢复工作几乎总是分开进行。当一个生长在水中的

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时，人们可能会采取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

局部恢复的措施，但实际上，针对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在恢复过程中

要对陆地和水域环境同时加以考虑。”  

河岸是森林与河流相交的地方，是森林和水相互受益的环境。一方

面，河岸的树木为河流提供树荫，落入水中的树叶和昆虫可以为包括鱼

类在内的水生生物提供食物。另一方面，河水泛滥的过程可以将泥沙沉

淀物、种子和植物的其它部分带到河岸，而河岸新植物的生长则增加了

河岸林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水生幼虫也是陆地昆虫、蜘蛛、甲壳类

动物、蜥蜴和鸟类很好的食物来源；大型动物从河里带出的鱼的腐烂尸

体含氮丰富，可促进河岸树木的生长。 

克里斯特•尼尔森教授说：“森林与河流的这种自然的相互作用对河

岸林景观多样性的形成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恢复河岸植被对保持河

岸物种多样性和实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应对气

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气候变化已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陆地环境和水生环境，但目前我们

对森林和河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气候变化的理解是不够的。这也

往往是制订恢复计划时森林和河流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忽视的一个原因。

天然林中不受人为干扰的河流可能比被皆伐迹地或城区包围的河流更

具有对气候变化的抵抗力。森林和河流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忽视的另一个

原因是大多数地方级别的研究注重短期效益，长期收益往往是未知的。

在少数研究中考虑到了河道和森林的协调恢复作用，但长期效益很少被

评估。                                               （廖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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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的家具需求给罗马尼亚森林工业带来机遇 

 

美国商业资讯网（www.businesswire.com）2016年 7月 20日报道：

从事市场分析研究的英国 Technavio公司在其最新报告中预测，罗马尼

亚的木材产品市场将会以 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这份关于罗马尼亚

2016-2020 年木材产品市场的现状和态势的研究报告将木材产品分为 3

类：刨光锯材、单板和人造板、其他木材产品。刨光锯材占据着木材市

场的半壁江山，单板和人造板的市场份额为 44%，其他木材产品的市场

份额为 6%。 

Technavio 公司认为家具工业的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普及、木材原

材料容易得到以及欧洲国家的需求这 4个因素推动了罗马尼亚木材产品

的市场增长。 

一、家具工业的发展 

根据意大利工业研究中心的分析，罗马尼亚的家具生产排在全球第

28位，家具出口排在第 13位，家具消费排在第 48位。家具市场的创新

水平很高，越来越多的家具生产厂家正在提供美观耐用的产品。木材生

产商与家具生产商密切配合共同致力于创新型产品的生产。随着高档家

具产品的普及化，消费者对中密度纤维板和刨花板的认可度逐步增加。

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家具市场的发展。 

二、生物质能源的普及 

罗马尼亚 50%以上的森林归国家所有。国有林可采伐的木材量约有

13 亿 m
3
（459亿 ft

3
）。生物质能源是罗马尼亚的主要能源。在 2012-2015

年，罗马尼亚用于生物质能源生产的木材超过了 651万 m
3
（2.3亿 ft

3
）。

预计 2015-2020 年罗马尼亚生物质能源生产所需木材将超过 770 万 m
3

（2.72 亿 ft
3
）。薪炭材、木质颗粒燃料和木片的需求量都非常大。 

三、木材原料容易得到 

罗马尼亚的森林覆盖率大约为 28%。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IEEP）

推行的新造林政策主张在欧洲恢复更新数千平方公里森林，其中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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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目前欧洲每年大约增加 45 万 hm
2
森林，因此木材加工业所需

的木材原料很容易得到。 

四、欧洲国家的需求 

罗马尼亚生产的木材产品有 50%以上出口到德国、意大利、土耳其、

比利时、奥地利、法国、瑞士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罗马尼亚也曾是 2007

－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欧洲主要的木材产品供应国。在欧盟国家，

罗马尼亚的家具出口排名第 10 位。对于家具制造商来说，罗马尼亚是

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地方，存在大量的市场机会。         （周吉仲） 

 

日本提高品牌效应 80 年生秋田柳杉被评为“极上品” 

 

据日本《林政新闻》2016年 4月 6日报道，日本秋田县和东北森林

管理局于 3 月 24 日公布，将高龄级秋田柳杉作为“秋田极上品”进行

品牌化推广。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秋田县于 2015 年度开始，积极致

力于推进“由秋田发起扶植支援日本品牌事业”的工作。 

成为“秋田极上品”的秋田柳杉（人工林材）,林龄为 80年以上，

高 4 m，稍端直径 36 cm以上，相当于日本农林规格（JSA）的 1~3等。 

极上品的秋田柳杉需从国有林生产的原木中优选，注册专用商标后

再进行项目评审（Project Review,PR）。 

秋田县和东北森林管理局于 2014 年就签订了“健康秋田的绿色备

忘录”，探讨木材需求的创出策略。其中，提高秋田柳杉的品牌效应作

为重点课题浮出水面，定位为“极上品”，加强在全秋田县的销售和普

及。                                                 （王燕琴）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