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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16 年世界森林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网站 2017 年 1 月报道：《2016 年世界森林

状况》报告已由 FAO 出版，报告的副标题为“森林与农业：土地利用所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State of the World’s Forests (SOFO) 2016，
Forests and agriculture: land-u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015 年 9 月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由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

的《改变我们的世界 —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 议程》）

已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这是一份关于人类、地球和繁荣的行

动计划。 

《2030 议程》提出了展示行动计划规模与宏伟志向的 17 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体性特征及其相互联系

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呼吁各国立刻采取行动，为今后 15 年实现这 17 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其中，粮食安全和全球森林可持续管理是可持

续发展目标 2 和目标 15。即：“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

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

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 

针对于此，2015 年 9 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 14 届世界林业大会强

调了森林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作用。在德班宣言中，大会憧

憬了森林对实现《2030 议程》的贡献。森林和树木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支持，能固定土壤、稳定气候，调节水流，提供庇护及栖息场所，为

传粉昆虫和动物以及农业有害生物的天敌提供栖息地。森林和树木还为

亿万民众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为其提供食物、能源和收入。然而，农

业依然是全球毁林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农业、林业和土地政策往往

存在分歧。 

《2016 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在提升农业生产力和粮食安全的同

时，遏制甚至扭转毁林趋势是可以实现的，其中特别介绍了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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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突尼斯和越南 7国的情况。土地利用

综合规划是平衡各项土地用途的关键，而且有了促进可持续森林和农业

发展的正确政策，土地利用综合规划将得到加强。 

《2016 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1）要满足全球对粮食和其他依赖土地的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就必须有可持续管理的高生产力的土地。 

（2）森林在水循环、土壤保持、碳封存、栖息地保护以及授粉等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可持续管理森林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

都至关重要。 

（3）农业依然是全球毁林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因此，目前亟需促

进农业与林业之间更为积极的互动。 

（4） 2015 年各国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共同提出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综合的和不可分割的”。实现可持续农业、粮

食安全以及可持续森林经营，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部分，因此这几

个核心目标的实现应努力同步进行。 

（5） 森林、农业、粮食、土地利用和农村发展等政策之间需要协

调改进。清晰的法律框架对管理土地利用变化同样很重要，包括认可传

统习惯性权利的土地权属制度，以保障利用土地和森林产品。 

（6）在那些主要由大规模商业性农业造成土地利用变化的地方，

需要采取适当的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来有效地调节土地利用变化。私人

治理措施，如自愿认证体系和零毁林承诺等，也对土地利用变化具有积

极的影响。 

（7）在那些主要由为生计而开展的农业活动而造成土地利用变化

的地方，实施更广泛的减贫和农村发展措施需要伴有提高当地农业、混

农林业以及其他土地利用的具体行动。 

（8）土地利用综合规划提供了战略框架，在国家、地方和乡村各

级平衡土地利用。这应该包括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确保土地利用规

划的合法性，以及在规划实施和监督中得到各利益方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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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过农业集约化以及社会保护等其他措施可以实现粮食安全，

不应以牺牲森林为代价换取农业用地的扩张。            （张建华） 

 

中国 2017 年底全面禁止象牙贸易将对遏制非洲象盗猎 

产生重大国际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6 年 12 月 30 日消息：中国国务院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出《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

知》。通知规定“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先行停止一批象牙定点加工单位

和定点销售场所的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

停止。” 

WWF 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对中国政府宣布将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禁止国内象牙贸易表示欢迎，这标志着世界上

一大合法象牙市场的终结，同时成为加速国际社会共同遏制非洲象盗猎

危机进程中的重大利好举措。 

 2016 年 9 月 24 日-10 月 5 日，第 17 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CITES)缔约方大会(COP 17)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大会

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所有助长盗猎及非法买卖的合法象牙市场所在国采

取措施，关闭其国内合法象牙市场。 

2016 年 8 月，WWF 和 TRAFFIC 发布了《保护非洲象的举措：中国象

牙商业性禁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认为象牙禁贸可在两年内实施

完成，这不仅可提高公众的大象保护意识，也有助于通过有效执法来打

击非法贸易。WWF 和 TRAFFIC 还建议禁令应为永久性禁令，以防止出现

投机和囤积象牙的情况。与此同时，也应设立一个合理机制使象牙雕刻

技艺得以传承。 

报告认为，非洲象盗猎的情况在 2011 年创历史新高，此后持续每

年全非洲约 2万头非洲象被猎杀，主要满足亚洲市场对象牙的需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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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禁贸势必会带来较为显著的效果，但如果需求仍然存在，单靠禁令是

不足以阻止非法象牙交易的。WWF 和 TRAFFIC 期待中国政府继续努力减

少象牙需求，增强公众意识，并且持续与其他国家政府，保护组织，企

业公司和地方社区合作，共同终结非法象牙贸易，使非洲象的未来摆脱

盗猎的威胁。 

2013 年在曼谷召开的第 16 届 CITES 缔约方大会(COP 16)上发起了

“国家象牙行动计划”（NIAP），这一计划已初现成效。中国与其他 18

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制定和实施了 NIAP，应对全球盗猎大象的危机。2015

年 10 月 19-23 日，CITES 植物委员会第 22 次会议(PC22)在格鲁吉亚首

都第比利斯召开，也为通过增强 NIAP 以促进国际社会合力终结盗猎和

象牙非法交易提供了机会。 

TRAFFIC 中国项目主任周非说：“关闭合法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是除非各国严格执行自己国家的象牙行动计划，否则非法交易将会持

续泛滥。” 他表示：“TRAFFIC 已经准备好为禁贸后的市场监控和执

法能力建设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协助中国政府有效落实境内象牙禁贸”。 

针对禁贸，中美两国领导人曾在 2015 年 9 月华盛顿会晤中做出共

同承诺，即中美共同承诺在各自国家颁布几乎完全停止象牙进口和出口

的禁令。美国新的国内象牙交易联邦法案已于 2016 年 7 月 6 日生效，

该法案几乎完全禁止了国内象牙交易。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也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宣布在 2021 年前逐步取

缔境内象牙商业交易，但 WWF 和 TRAFFIC 的可行性研究认为，其象牙商

业性禁贸可在两年内实现。                             （张建华） 

                                                 

“树木碳共享”可能成为全球持续变暖状况下拯救树木的关键 

 

国际环境与热带林保护网站（www.mongabay.com）2016 年 8 月 10

日报道：由瑞士巴塞尔大学生态学院（Institute of Botan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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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asel）的生态学家塔米尔•克莱因（Tamir Klein）博士和其他研究

人员在瑞士一处温带森林进行的实验结果表明，尽管已知树木之间会竞

争养分和资源，但实验发现，邻近树木之间，甚至是与不同树种的树木

之间通过土壤中的共生真菌相互交换碳，但这种交换比过去所了解的更

为复杂。该实验是第一个证明不同种类树木之间存在碳交换的实验。 

塔米尔•克莱因博士等人的“温带森林高大树木间地下碳交换”

（“Belowground carbon trade among tall trees in a temperate 

forest”）一文在 2016 年 4 月 15 日在《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

（第 352 卷第 6283 期）。文章称，这个发现完全让人意想不到。 

研究人员用建筑起重机和网状细管给一棵树龄有 120 年和 40 英尺

高的云杉树的树冠注入碳-13（
13
C）来追踪碳交换，使用碳-13 是因为它

比通常空气中含有的碳元素重，易被区别，所以当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后

并将生成物传递到树枝、树干和细树根时，研究家能追踪碳-13 的足迹。 

研究人员发现，云杉树不仅和以前已知那样把碳-13 传递到了它们

自己的树枝、树干和树根，还会通过菌根脉络传递到别的树种，包括周

边的松木、桦木和落叶松。之前由于只知道幼苗之间会进行碳交换，而

且还没有注入碳-13 到大树的方法，因此科学家直到现在才知道大树之

间的碳交换，而且不同种类的健康大树之间也是可以进行碳交换的。研

究结果几乎完全出乎了研究人员的意料。 

研究人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重返森林，小心地把细树根挖出来，追

溯其源，验证碳-13 是从做了标记的云杉树传递到周围其他种类的树上

的。 

这项新发现让生态学家改变了他们对森林的看法，发现树木相互间

的交流比过去所了解的更为复杂，不同种类树木之间能通过菌根脉络完

成碳交换。树木之间不再只是相互竞争，他们也相互合作，相互依附。

这项历经 5年前所未有的实验表明，高大健康的树木会与邻近树木共享

资源，甚至会与不同种类树木进行资源共享，尤其是碳元素。碳交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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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菌根脉络实现，这在世界上大多数森林里都存在。研究人员认为面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这种资源共享可能对森林的存活起到重要的作

用。 

克莱因指出，虽然证明不同种类的树木之间有碳交换的实验是在温

带森林进行的，但原则上只要有菌根真菌存在的森林，不同种类的树木

之间就能进行碳交换，而地球上大多数森林都有菌根真菌。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树木死亡是当今全球主要的问题。虽然导致树木

死亡的直接因素可能是旱灾、晚霜冻、自然火灾或疾病，但是由于燃烧

化石燃料而不断上升的全球气温加剧了这些影响。克莱因指出，不同树

木对环境胁迫压力的反应不同，但当树木与菌根脉络连接时，他们就能

从邻近的树木得到足够的多余的碳，从而改变压力带来的生死命运。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碳共享的程度和细节，但森林生态系统是如何发

挥其功能的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科学家们也相信，在气候变化背

景下如何更好地经营森林提高其恢复力及其存活能力，该发现将起到重

要作用。                                              （张建华） 

 

刚果盆地发现储碳能力相当于美国燃烧化石燃料 20 年排放的 

世界最大热带泥炭地 

 

英国《卫报》网站 2017 年 1 月 11 日报道：由英国里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的西蒙•路易斯(Simon Lewis)和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葛蕾塔•达吉(Greta Dargie)博士等人

共同撰写的论文“中部刚果盆地泥炭地的年代、面积和碳储存”（“Age, 

extent and carbon storage of the central Congo Basin peatland 

complex”）于 11 日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称，在刚果盆地深

处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热带富碳泥地（Cuvette Centrale peatlands），

估计可以贮存全世界燃烧化石燃料 3 年的碳排放。然而研究人员现在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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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该地区的发展会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层。 

西蒙•路易斯和葛蕾塔•达吉博士共同率领的英国-刚果联合研究团

队 2012 年首次在刚果盆地发现了该处庞大的泥炭地。该研究团队连续 3

年在此调查分析，基于实地观测和卫星图片，制作出了第一幅确定的刚

果盆地泥炭地地图。研究发现，该处泥炭地面积达 14.55 万 km
2
,是以前

估计的 16 倍大（比英格兰面积还要大），贮存了约 300 亿 t 二氧化碳，

估计累积了近 11 000 年。而且，虽然刚果盆地泥炭地仅占整个刚果盆

地面积的 4%，但其在地下储存的碳却和刚果盆地另外 96%的面积上的地

上树木储存的碳一样多。 

西蒙•路易斯指出，刚果盆地泥炭地贮存的碳占全球热带泥炭地贮

存碳的 30%，约相当于美国燃烧化石燃料 20 年排放量。因此，刚果（金）

和刚果（布）成为继东南亚国家印尼之后第二和第三重要的热带泥炭储

碳国。因此，维持面积巨大的刚果盆地泥炭地不被破坏是应对全球气候

变暖的重中之重。由于刚果盆地泥炭地位置偏远，而且刚被发现，相对

还没有受到破坏。但是因为目前还没有适当的保护计划，他们可能面临

被改为农业种植用地的威胁，特别是种植棕榈树。 

西蒙•路易斯又指出，东南亚一些偏僻地区的泥炭地已经干枯，而

且已经变成油棕榈种植园和水稻大农场，以及其他形式的工业化农业，

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层。印尼近年来已有近 9.4 万 km
2
的泥

炭地由于森林火灾或农耕而被破坏或丧失。 

泥炭是一种由部分腐烂的植物碎片组成的有机湿地土壤，在俄罗

斯、欧洲和北半球等凉爽的环境中更为常见。健康的泥炭地可以作为碳

汇，通过植物生长去除大气中二氧化碳。在热带要形成泥炭需要有全年

的水浸环境。泥炭地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约 3％，但占固定在地球土壤

中的碳却高达 1/3。然而，泥炭地也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气温

升高或降雨减少造成泥炭地水分蒸发加快，因而造成泥炭地干枯而开始

向大气中释放贮存在泥炭地中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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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合作者刚果（布）Marien Ngouabi 大学 Ifo Suspense 博

士指出，发现 Cuvette Centrale 泥炭地可能对刚果气候和保护政策产

生重大影响。维持和保护好这个庞大的泥炭地群，保护好刚果盆地的森

林，可能是中部非洲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能作出的重大贡献。 

此外，刚果盆地湿地也是濒危物种低地大猩猩和森林象的避难所。 

                                                 (张建华) 

 

本世纪内全球 99%的珊瑚将出现年度白化现象 

 

2017 年 1 月 5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消息：UNEP 最新一项

研究显示，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在本世纪内，全球 99%的珊

瑚都将经历年度严重白化（annual severe bleaching (ASB) ）过程。

研究指出，如果采取更为宏伟的减排措施，将可使珊瑚出现年度白化的

时间平均向后推迟 15 年。 

珊瑚都将经历年度严重白化。这一研究发现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生

态学、气候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的 Ruben van Hooidonk 教授牵头开展的

一项研究所得成果的一部分。此研究由 UNEP 和其他合作者提供经费，

旨在检验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模型(GCMs)预测世界上何处的珊瑚在何时

将首先受到影响以及受影响的程度如何。研究报告“Local-scale 

projections of coral reef futur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Paris 

Agreement”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在《自然》集团的开放获取期刊《科

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在线发表。 

珊瑚白化（coral bleaching）就是珊瑚颜色变白的生态现象。珊

瑚本身是白色的，它的美丽颜色来自于体内的共生海藻，珊瑚依赖体内

的微型共生海藻生存，海藻通过光合作用向珊瑚提供能量。如果共生藻

离开或死亡，珊瑚就会变白，最终因失去营养供应而死亡。 

珊瑚白化是一项揭示地球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的指标。UNEP 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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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显示，中国台湾和巴哈马群岛南端的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Turks 

and Caicos Archipelago）珊瑚礁将成为世界上首先经历年度白化的珊

瑚礁。巴林、智利和法属波利尼西亚等海岸的其它珊瑚礁也将在几十年

后出现白化。 

珊瑚礁是成千上万由碳酸钙组成的珊瑚虫的骨骼在数百年至数千

年的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珊瑚礁被许多人称为“世界的水下城市”，为

成百上千万人提供着食物和收入。据估算，每年珊瑚礁在渔业、旅游和

海岸保护方面所创造的价值高达 3 750 亿美元。同时为许多动植物提供

了生活环境。大范围珊瑚白化主要是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尤其是全球

变暖和紫外辐射增强。 

研究显示，30 年前，大规模的珊瑚白化现象比较罕见，然而近年来，

频繁发生的珊瑚白化导致了珊瑚礁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并已经影响到全

球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平衡。如 2014-2016 年间，世界目睹了有记录以来

的最长时间的全球白化事件，珊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亡。2016 年，世

界最大最长的珊瑚礁澳大利亚大堡礁 90%的珊瑚受到白化的袭击，其中

20%的珊瑚死亡。 

研究显示，即使实现《巴黎协定》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将全球温

度升高控制在 1.5 ℃以内，也只能延缓珊瑚白化的进程。预计，减排措

施即使超出承诺，世界上 75%的珊瑚也将在 2070 年前经历白化。在遭受

白化之后，珊瑚礁需要 5年的时间进行复原。每年的白化过程将对珊瑚

礁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功能产生影响，削弱珊瑚礁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能

力，削弱渔业资源供给以及对海岸和人类的保护能力。     （张建华） 

 

2017 年越南森林覆盖率将增至 41.25% 

 

越通社（VNA）2016 年 12 月 20 日消息：19 日，越南农业与农村发

展部林业总局在河内召开题为“总结 2016、部署 2017”的会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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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2017 年林业重点目标任务，即努力保护与发展森林并采取有效措

施促使森林覆盖率达到 41.25%，从而实现保护环境和减轻自然灾害的目

标。 

2016 年越南森林保护与发展的 6 项目标中有 4 项已完成或超额完

成。2016 年林产品总值实现 6.5%的增速，木材产品与林产品市场继续

向前发展，木材产品与林产品出口总额达到 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 

2017 年越南林业产业的目标是实现林产品总值增长 6.2%～6.5%，

出口额达 73 亿～75 亿美元。 

越南林业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正面临诸如非法采伐、运输与私藏木

材以及阻碍公务执行和森林火灾等问题。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副部长

何功俊表示，林业部门所制定的保护措施已开展实施多年，但 2017 年

将是攻坚与创新的一年。此外，2017 年越南将按照政府指示，实施天然

林封山计划。在林产品市场方面，何功俊表示，2017 年越南将推动国内

市场发展，形成供应链，其中包括新建 3个林业高新技术区，并使其成

为木材加工产业集群区和林产品推介中心。               （张建华） 

 

法国设立生物多样性署加强自然资源管理 

 

法国《世界报》2017 年 1 月 4日消息：法国新成立的生物多样性署

（AFP，http://www.afbiodiversite.fr/fr/）于 2017 年 1 月 1日起正

式开始运行，并与地方政府合作成立分支机构，负责自然资源管理与保

护，主要包括海洋公园管理、环境保护及防治外来入侵物种。 

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濒危动物红色名录，法国有近

9%的哺乳动物、24%的爬行类动物、23%的两栖类动物、22%的淡水鱼及

32%的筑巢鸟类濒临灭绝。2016 年 8 月法国出台一项生物多样性恢复法

令，要求尽可能抢救、保护濒危动植物。并根据法令设置生物多样署，

为环境能源和海洋部管理直属机构，旨在整合各方力量，加强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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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的公共政策，整治与土壤、水域及海洋相关的动植物多样性问题。

除环境及能源管理署（ADEME）之外，生物多样性署是法国解决环境问

题的第二大机构，由曾任 IUCN 法国委员会副主席的克里斯托弗•欧贝勒

（Christophe Aubel）领导，著名天文物理学家于贝尔•雷弗（Hubert 

Reeves）出任名誉主席。 

生物多样性署共设 1 220 个岗位，为简化管理，由 4 个机关合并组

成，即国家水资源和水环境局（ONEMA）、自然监测技术中心（ATEN）、

法国国家公园及海洋区域管理局（还包括自然遗产（博物馆下属）相关

职员）及国家植物保护委员会。其中还包括新增的 50 多个岗位。 

该署将在履行原4个机关所有职责的基础上开展新工作，其中包括：

海洋公园管理、环境政策制定、公共政策技术实施、针对基层及各个经

济实体开展培训、生物多样性清查和外来入侵物种防治。主要工作包括

资助国内城镇摸底生物多样性资源、防治深海物种减退。管理区域将从

南至北覆盖法国，并在布雷斯特、南部蒙彼利埃以及樊尚地区建立驻地

机构，年内在各省组织建立办公室。 

然而，在各狩猎团体的游说之下，法国国家狩猎及野生动物局

（ONCFS）未并归入生物多样性署，将独立开展管理工作，导致部分内

陆区域未被划入新机构管理范围之内。某些领域中或存在 AFB-ONCFS 共

同管理的情况，但该情况属于少数且将不超过 1年，具体的职权划分还

需一段时间之后由两个机构签订协议决定。                 （何 璆）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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