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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警告大量土地因自然资源消耗量增长而面临严重退化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7 年 9 月 12 日消息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UNCCD）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 9 月 12 日在中国鄂尔多斯发布了题

为《全球土地展望》的报告。报告警告称，由于在过去 30 年间自然资

源消耗量翻倍，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现面临严重退化，每年有 150亿棵

树被采伐，流失的肥沃土壤则高达 240 亿 t。 

《全球土地展望》报告评估了土地的经济社会价值，讨论了其对贫

困人口的影响。首次从多个角度（包括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模式）对土

地功能进行了深度剖析，强调土地、经济贸易部门和土地保育者之间具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UNCCD 执行秘书长莫尼卡·巴布在报告发布会上称，土地退化和干

旱是全球性的挑战，与人类安全与福利特别是食品安全、就业和移民等

方面息息相关。她指出生产力高的健康土地正在持续稳定地减少，而人

口却持续保持增长，导致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对土地的竞争更为激烈。

为了减缓土地退化，保持土壤生产力，110多个国家已经加入全球努力，

将“到 2030 年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行动目

标。另外，超过 60 个国家已建立了国家土地退化基线，并设定了减少

土地退化的目标。 

巴西、中国、印度、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南非在今年 UNCCD第十三

届缔约方大会上承诺了其国家目标。他们是国土面积较大且人口最多的

国家，其承诺意味着资源的恢复，工作机会的保障及气候变化的适应与

缓解。 

莫尼卡·巴布还指出，人口以每天 20 万的速度在增长，而且 20个

国家在过去 18 个月宣布面临旱灾，有一些变化是不可预计的。目前，

人类社会对这些变化情况明显是准备不足，上千万人口不得不面对绝望

和饥饿。如果人类继续之前的生活模式，未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需要

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制止土地继续退化。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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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气候基金第 17 次会议通过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新决议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网站 2017年 7月 14日消息，绿色气候基金（GCF）

在 2011年 12月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成立，2017年 7月 5-6日在韩国仁

川举行了第 17 次 GCF 委员会会议。此次会议除通过了新设副秘书长职

位和对外合作局的决定之外，还通过两项新决议。目的是为了通过减少

森林采伐和减缓森林退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REDD+），同时也利用 REDD+

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森林恢复与保护。  

第一项决议事关 GCF 能提供的政策和措施支持，以促进 REDD+第一

和第二阶段活动的实施。GCF 将支持各国制定战略与行动计划、碳排放

测量的参考标准、森林监测系统及保障体系，推进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

同时重点关注性别平等、原住民权利和环境保护等议题。为此，GCF 将

针对已转化林地（即已转化为其它用途的林地）、人工林和原始林，支

持实施一系列项目。对已转化林地，项目重点支持领域是通过提高科技

水平、再造林、发展农林业和恢复天然林等方法提高农用地的生产力，

从而减少对森林的压力。在人工林方面，所支持的项目主要关注农业用

地附近的人工林，强调通过森林可持续经营生产木质或非木质林产品、

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价以及生态旅游的促进。针对原始林，GCF 将支

持相关项目，促进承认土地使用权，加强执法，建立大规模保护区，维

护依靠森林为生的人的生计和森林的文化价值，长期保护这些森林及其

生态系统服务。此外，GCF还将可能与私营部门合作 ，获取更多的资金

及技术支持。 

第二项决议是实施基于 REDD+结果的交易支付试点项目，旨在促进

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 REDD+的框架程序，切实

减少碳排放。这项决议包括了以下关键过程和技术要素：①申请模式：

必须通过 GCF指定的机构递交申请。②根据结果开展评估，确定交易额：

就此试点项目而言，建议确定统一固定的碳汇交易价格，即每吨碳 5美

元 。③支付请求的规模：本项目的支付规模为 3 亿～5 亿美元。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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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已经有 25 个国家完成了碳排放参考标准，且 UNFCCC 技

术分析团队和 4个国家已经向 UNFCCC 秘书处提交了 REDD+的结果。④重

复支付及重复资助：UNFCCC秘书处注意到有的国家在 REDD+第一和第二

阶段都得到了资助，却又在第三阶段中需要根据结果获得支付，因此建

议通过适当的措施控制这种情况发生。⑤收益用途：基于 REDD+结果获

得的交易支付应该根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重新投入到减排活动。⑥国家

自主贡献的所有权和影响：GCF 在此项目中采取了非市场策略，即 GCF

支付的减排所有权最终不属于 GCF。⑦支付请求结果与期限的有效日期：

试点项目只考虑 REDD+近期的结果，整个支付过程约为 2 年。⑧实施规

模：为实现国家或者地区层面的温室气体减排，应设计相关方案。⑨森

林参考标准及结果：GCF打算使用一种记分卡的方式来利用 UNFCCC技术

分析过程开展基于 REDD+结果的支付。⑩坎昆 REDD+保障措施的可操作

性:申请国家在信息概要中要说明如何通过实施 REDD+活动，开展和遵守

坎昆保证措施。 

GCF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开展进一步分析，并在今年 9月召开的 18次

会议上，提供更加完善的草案供委员会审批。同时，GCF 正在考虑采用

综合全面的景观方法和跨部门方法推动 REDD+活动的实施，并在此过程

中推动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万宇轩） 

 

日本利用绿色青年就业准备补助金项目培养林业人才 

 

日本《林政新闻》2017 年 6 月 9日报道，林野厅对日本全国“林业

学校”在读研修生人数进行了统计，调查对象为利用 2017 年度“绿色

青年就业准备补助金项目”的研修机构。截至 5 月 19 日，在读的林业

研修生共有 442人（表 1），其中在读人数最多的是岐阜县立森林文化学

院，共有 80人，其次是新泻县日本环境专科学校 78人，长野县林业大

学 39人。“林业学校”除专修学校外，还包括县立的研修中心等，学习

期限为 1年制的研修学校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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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利用 2017 年度“绿色青年就业准备补助金项目”的 

研修机构及在读研修生人数 

都道府县 都道府县认定的研修机构 
研修生人数 

1年 2年 3年 合计 

岩手县 岩手县林业技术中心（研修名“岩手林业学院”） 15   15 

秋田县 秋田县林业研究研修中心（通称“秋田林业大学”） 17 18  35 

山形县 山形县立农业大学 10 15  25 

群马县 群马县立农林大学 13 15  28 

新泻县 日本自然环境专科学校 45 28 5 78 

福井县 福井林业学院 6   6 

长野县 长野县林业大学 19 20  39 

岐阜县 岐阜县立森林文化学院 39 41  80 

静冈县 静冈县立农林大学 10 6  16 

京都府 京都府立林业大学 16 15  31 

兵库县 兵库县立森林大学 17   17 

和歌山县 和歌山县农林大学 5   5 

岛根县 岛根县立农林大学 7 8  15 

德岛县 德岛林业学院 13   13 

高知县 高知县立林业学校 20   20 

熊本县 （公共财产）熊本县林业从业者培养基金 5   5 

大分县 （公共财产）大分森林网络（研修名“大分林业学院”） 9   9 

宫崎县 宫崎县林业技术中心（研修名“宫崎林业青年学院”） 5   5 

总计 271 166 5 442 

注 1)：山形县立农林大学包括林业经营学科外的农业学科，1年制 7学科定员约为 60名

（其他学科没有规定定员人数） 

   2)：研修生人数调查统计日期截至 2017年 5月 19日 

（王燕琴） 

 

印度出台新指南意欲提高林地转化成本 

 

印度务实杂志（http://www.downtoearth.org.in）2017 年 8 月 8

日消息，印度环境、林业和气候变化部（MoEFCC）已针对林地转化制定

了一部指南，意在增加林地转化的成本。按照相关规定，MoEFCC应每三

年修订一次森林净现值，作为林地转化补偿的标准。森林净现值是林地

转化开发项目实施方为补偿生态系统服务而支付的资金金额。 

尽管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已多次裁决修订森林净现值，该部却一直未

开展修订。为推动相关工作，MoEFCC特指派印度林业经营研究所重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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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森林的价值。该所将森林为划分为 6种类型，并根据树冠覆盖密度将

森林分为高密度林、中等密度林和开阔林，在此基础上评估净现值。该

所在 2014 年提交评估报告，指出森林净现值被低估，建议应为每公顷

98.7万到 555.5万卢比（1.54万到 8.67万美元）。 

根据报告建议的净现值估值，该指南将净现值的 30%定为林地占有

费，50%为生境破碎化补偿费，10%为家畜生产损失补偿费，另外 10%为

土壤水分保持费。MoEFCC已将指南提交至国家绿色法庭，一旦法庭裁定

并确定森林净现值，该指南将正式生效。                  （陈洁） 

 

《2016 年度加拿大森林状况报告》概要 

 

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网站发布的《加拿大森林状况 2016年度报告》，

加拿大的森林面积为 3.47亿 hm
2
（居世界第三位），其中保护林面积 2400

万 hm
2
。有 1.66 亿 hm

2
森林通过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该报告的主要内

容如下： 

一、与加拿大林业可持续性相关的指标 

1. 森林面积、毁林面积、造林面积和森林蓄积 

加拿大森林面积比较稳定，2010年为 3.473亿 hm
2
，2015年为 3.471

亿 hm
2
。近 20 多年，加拿大的年度毁林面积呈下降趋势，由 1990 年的

6.31 万 hm
2
下降至 2014年的 3.42万 hm

2
，导致毁林的因素来自农业、林

业和水利发电行业。加拿大许多地区都有造林活动，但造林面积与全国

森林总面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加拿大森林蓄积量约为 470亿 m
3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太平洋沿岸生态区森林生长最快，平均蓄积生长量为 432m
3
/hm

2
,是加拿

大平均森林蓄积生长量（136 m
3
/hm

2
）的 3 倍以上。加拿大哈得逊平原

（Hudson Plains）生态区的森林蓄积生长量最小，仅为 36 m
3
/hm

2
。 

2. 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 

加拿大森林的商业采伐面积由 2013年的 74.5万 hm
2
降至 201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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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万 hm
2
，降幅约为 4%。这主要是由于在山松甲虫(Mountain Pine 

Beetle)害的影响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年度许可采伐量下降，再加上

作为加拿大主要出口市场的中国的木材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加拿大的多

数采伐是在各省的皇家林地上进行的，需要在采伐后进行森林更新。人

工更新和天然更新面积之和接近采伐面积，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修建永

久林道的区域不需要进行森林更新。在森林更新面积中，人工更新占

60%，天然更新占 40%。人工更新面积中，96%为植苗造林，4%为播种造

林。 

加拿大的可持续木材供应量由 2013 年的 2.24 亿 m
3
增至 2014 年的

2.27 亿 m
3
，增幅近 1.4%。2014年的实际采伐量为 1.48亿 m

3
，与上年基

本持平。 

3. 森林灾害与森林健康状况 

加拿大森林火灾面积因地区和年份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为不

同地区和年份的气候存在很大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森林火灾面积出

现缓慢上升趋势，只是这种缓慢上升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被不同地区和

年份间发生森林火灾面积的显著变化掩盖了。2015年，加拿大发生 7068

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 390万 hm
2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连续暖冬曾导致山松甲虫爆发。加拿大东部的

云杉卷叶蛾虫害已经开始出现在北部地区，此前这些地区因过于寒冷而

未爆发这种虫害。2014年，加拿大森林虫害面积达 2030 万 hm
2
。全球气

候变暖会导致这种虫害进一步向北部地区移动。同样，气候变暖也会导

致森林病害加剧。 

4. 林业部门的社会效益、经济贡献和环境表现 

2015 年，加拿大森林工业提供了 201645 个直接就业岗位，这些工

作岗位对于农村社区的经济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森林工业还

提供近 95000个间接就业岗位。 

森林在加拿大许多土著社区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经济领域发挥

着核心的作用。2011 年，加拿大 70%的土著社区位于森林，约有 9500



 8 

名土著居民就业于林业部门。 

加拿大森林工业是一个出口远大于进口的生产部门，2015年出口额

327亿加元，占加拿大总出口额的 7%。位居前三位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国

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日本，对这三个国家的出口额分别为 221亿、50亿

和 14亿加元。虽然加拿大总体上在 2015年出现贸易逆差，但林业部门

却有 215亿的贸易顺差。 

2015 年，加拿大森林工业的营业利润达 260 亿加元，比 2014 年高

5%。2015 年的资本回报率增至 5.7%，高于 2014 年的 4.4%和过去 10 年

的平均值 3.5%。 

加拿大林业部门在开发环保新产品的同时，还在通过技术革新减少

环境影响。2000-2013 年，林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下降 44%，能源消

耗减少 29%。 

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加拿大森林 

气候变化正在对加拿大森林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其中包括频发的

森林大火、大规模干旱和病虫害爆发。这些灾害有时甚至会导致一些社

区居民失去工作和住所。随着气候变化，预计森林的树种组成、平均林

龄、地理分布和生长量等方面会出现变化。林业部门需要针对气候变化

采取应对措施，其中包括：（1）采取防火措施。利用树叶水分含量大的

树种进行造林，清除地面的枯枝落叶和干草。（2）种植更加耐旱的树种。

（3）选择低海拔或南方林木种源进行造林，因为这些种源已经适应温

暖气候，所以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容易保持较高的生产力。（4）通过调

整采伐计划降低虫害损失。在虫害爆发前抢先把衰弱的林分和已经感染

虫害的林木采伐掉，这样做有利于改善森林建康状况，降低虫害损失程

度。（5）随着气候变暖，春季土壤解冻提前，秋季土壤冻结延迟，增加

了林木遭受风害的机率。通过调整采伐区的大小和形状，有利于降低风

害对森林的破坏程度。（6）探索受灾枯死木的加工利用技术。通过拯救

伐和调整木材加工技术来利用枯死和低质量林木来生产新产品，抵消病

虫害爆发对森林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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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高层木结构建筑 

加拿大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的一个方法是使用来自可持续经营森林

的木材作为建筑材料，而不是使用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更大相关性的传

统建筑材料。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创新工程木制品（如大型集成材）正在

使中高层（高达 6～18层）的木结构建筑成为可能。 

这些工程木制品强度很高，在许多方面可与钢筋和混凝土媲美。同

时，工程木制品在生产过程中耗能较低，而且在使用周期中能产生更少

的排放和污染物。此外，木制品是由可再生的森林资源制成的。树木不

仅在生长时吸收碳，而且在采伐后将碳储存在木材中，而且加拿大的可

持续森林管理规定可确保在采伐后的更新造林。 

2015年前，加拿大《国家建筑规范》将结构用木材的使用限制在不

超过 4层的木结构建筑中。然而，加拿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国家研究

委员会和加拿大木材委员会在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资助下开展研究，结

果表明木材的优异性能可使其在高层建筑应用。因此，修订了《国家建

筑规范》，允许使用木材建造 6层高的中层木结构建筑。 

这些木制品使用的便利性、成本效益和环境效益已经引起了各方兴

趣，探索使用木材建造 10 层或更高层的建筑物的可能性。例如，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一座 18 层高的

木结构学生宿舍，而魁北克省政府正在魁北克市建造一座 13 层高的木

结构建筑。 

加拿大许多市级和省级政府正在努力遏制城市扩张，着力解决其相

关的环境影响，并鼓励开发商建造高层建筑。今天，使用木制品可以帮

助城市实现既提高城市容量同时又减少环境影响的目标。这表明，高层

甚至超高层木建筑是双赢的解决方案。 

四、加拿大木材资源利用的多重效益 

木材是加拿大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加拿大在确保木材来自可持

续管理的森林的前提下鼓励木材利用，其原因如下：（1）木材像森林一

样，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树木在生长时吸收大气中的碳。采伐后的树



 10 

木用于建筑或做成家具等持久耐用的木制品，并在木材产品的使用周期

中储存这些碳，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随着采伐后的更新造林，新营造

林木在生长和成熟过程中继续捕获碳。（2）用木材做建筑材料比使用其

它建筑材料更有利于环境保护。与钢铁和混凝土相比，在建筑业中使用

木材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量。（3）木材更容

易回收和再利用。原木在锯材厂加工过程中有 56％转变为木片、树皮和

锯屑等锯材厂加工剩余物。这些加工剩余物可以被制成纸、工程木制品、

工业化学品、药品、服装、个人护理用品和生物能源，而不应被丢弃。

在加拿大，生物能源主要来自木材加工剩余物，有时来自枯死木或受灾

林木。（4）创新木制品和能源为经济带来新的绿色选择。今天，木材和

木材加工剩余物用于生产生物塑料、持久耐用的复合材料、“绿色”化

学品和生物能源，这些都是常规材料和化石燃料的替代品，而且具有“可

再生”和“低碳”的特点。因此，木制品和木质生物能源可为更清洁、

更绿色的经济做出重大贡献。（5）木材有助于偏远小社区的繁荣和发展。

木材采伐和木材加工为加拿大数百个当地小社区（包括许多土著社区）

提供了就业岗位，促进了对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的投资以及清洁技术的

开发。  

五、帮助加拿大的城市森林适应气候变化 

城市森林在许多方面提高了城镇生活质量。公有和私有林木通过提

供必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来增加生物多样性。在自然生长过程中，树木

也可以通过从空气中除去污染物和减少雨水径流来改善空气和水的质

量。树木还通过增加空气中的水分和降低气温来降低“城市热岛”效应

（人类活动和城市基础设施造成的局部气温上升）。城市森林的这些效

益对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包括降低人们的心理压

力，减少儿童肥胖，减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以及延长人类寿命。

周围环境的绿化甚至可提升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表现。 

城市森林也提供了许多经济效益。例如，城市森林提供了公园维护

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岗位，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加物业价值。树木还通过



 11 

防止土壤侵蚀和洪水破坏延长了市政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并通过遮蔽

住宅和建筑物来降低空调和供暖成本。研究表明，每花费 1美元用于城

市森林维护，城市林木所产生的收益为 1.35～12.70美元。 

城市森林有助于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CO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

加拿大的人工经营型森林每年吸收大量的碳，相当于约 424个加拿大国

家电视塔的重量。由于城市森林占加拿大人工经营森林的 5％左右，这

意味着城市林木从大气中吸收近 250 万 t 碳，约为 21 个加拿大国家电

视塔的重量。 

然而，加拿大的城市森林正受到开发、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极端天气事件、年度气温上升和更长干旱期对林木健康造成威胁，使林

木面临更严重的病虫害危害。 

加拿大许多城市正在测试和推广各种方法来帮助城市森林适应气

候变化。例如，通过提高造林树种的遗传多样性来保护城市森林免受干

旱、翡翠灰螟（emerald ash borer）等虫害和荷兰榆树病等病害造成

的灾难性损失。许多社区正在探索如何维护和增加林木覆盖度。业主可

以通过保持现有林木的健康和用更多新树种造林来提高林木覆盖度。 

（徐芝生） 

 

美国商务部提供资金振兴四个州的林区经济 

 

美国缅因州公共电台 2017年 9月 11日消息，美国商务部宣布为位

于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的北方森林中心公司提供 50多万美元，促其

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和纽约州的木业企业提供帮助，以

振兴这 4个州北部的林区经济。 

美国商务部表示，北方森林中心公司将使用这笔资金为这 4个州的

木业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开发木质能源市场及促进旅

游业增长等。认为此举将会帮助创造或保留 400个工作机会。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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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英国联合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越通社 2017年 9月 11日消息：越南与英国政府机构和执法机构代

表日前在河内就打击非法贩卖野生动物举行研讨会。 

英国驻越南大使贾尔斯·莱韦（Giles Lever）表示，打击非法贩运

野生动物越来越成为英国和越南的优先合作事项，各国在打击非法贩运

野生动物工作中开展联合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有效打击非法贩

卖野生动物，各国应作出更强硬的承诺，提高执法效率，并强化社区居

民参与的意识。 

越南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阮文沼表示，越南一直注重生物多样性和

野生动物的保护，尤其是濒危物种的保护。为此，加入了诸多相关国际

公约，成立环境警察等专职机构，与海关部门保持配合，在打击非法贩

运野生动物活动中取得了一定成果。                     （徐芝生） 

 

瑞士利用先进技术保证木材质量 

 

印度木材消息网站（http://woodnews.in/）2017年 9月报道，瑞

士 WoodEye AB公司生产了世界领先的扫描系统，能以极快的速度检测

出木材中存在的各类缺陷，从而保证木材的高品质。 

该扫描系统被命名为木眼-6，是一个完全集成的系统，能用于各类

生产线，且能通过简单、易操作的触摸屏操作界面进行质量监测和调整。

并且，该触摸屏本身可通过可携带的手持设备进行远程控制。  （陈洁）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