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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纽约森林宣言》2020 年抑制毁林目标的 10 项措施 

 

国际生态系统市场网（www.ecosystemmarketplace.com）2017 年

10 月 17 日报道: 2014 年 9 月 23 日，《纽约森林宣言》正式启动，得到

36 个国家政府、20 个地区政府、15 个原住民组织、53 个环保非政府组

织和 52 个跨国企业的支持。该宣言提出到 2020 年将全球毁林率降低一

半，在 2030 年之前结束毁林，同时恢复数亿公顷的退化土地。 

全球公私伙伴关系组织热带森林联盟 2020（TFA 2020）早在 2015

年就委托十几个非政府组织评估《纽约森林宣言》10 项目标的实现进展

情况。通过分析近 700 家企业的商品供应链数据，他们发现在承诺停止

毁林的企业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披露了实际进展，而且企业与企业

之间履行承诺的进展差异非常大。 

在认识到距离实现2020年抑制毁林目标的差距后，TFA 2020在2017

年 9月发表了《商品和森林议程 2020：从商品供应链中消除毁林的十大

优先事项》，指出了实现《纽约森林宣言》2020 年抑制毁林目标的 10

项措施： 

1. 消除非法活动 

虽然立法相对容易，但抑制毁林的关键在于执法。国际非政府组织

森林趋势（Forest Trends）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詹金斯（Michael 

Jenkins）指出，许多与农业相关的毁林是非法的。根据森林趋势关于

森林非法转化为农田的报告，从发展中国家进入欧洲和其它发达地区贸

易市场的农产品中有许多是非法的。 

政府和企业在消除非法采伐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巴西

在 2004-2014 年期间通过加强执法削减了 70％的毁林活动。报告认为企

业有义务支持森林执法工作。亚洲纸浆和造纸公司（APP）现在正在帮

助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发识别非法采伐木材的系统，希望在整个供应链中

消除毁林，此举不但能通过让国外进口商满意而使国内企业获益，还能

使国内企业经营发生实质性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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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棕榈油认证 

棕榈油是造成毁林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尤其是在东南亚和西非地

区。棕榈油也是需要开展认证的主要商品之一。森林趋势在《无毁林供

应链企业承诺追踪（2017 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棕榈油以及纸浆

和纸生产企业的承诺履行得比较好，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域的认证计划已

开展数十年。同时，此报告指出参与多边可持续发展组织（如 TFA 2020）

的企业较好地履行了其减少毁林的承诺。 

目前，约有 21％的棕榈油通过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SPO)认证，

然而，有专家认为目前对认证产品的需求滞后于生产。 

3. 推进集约放牧试点计划 

即使棕榈油、大豆、纸浆和纸加起来，其造成的毁林仍比不上牛肉

生产造成的毁林。“集约化”意味着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饲养更多的牛，

这样就不必再破坏更多森林去放牧，从而减少毁林。 

4. 提高小农主的棕榈油和可可产量 

可可主要由小农合作生产，虽然可可生产不是毁林的四大因素之

一，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如果小型棕榈油生产商将生产率提高 85％，

就不需要再砍伐更多的林木。 

这些小农业主由于缺乏培训，他们靠不断开垦更多土地来提高产

量。同时他们无法获得信贷扩大其生产规模。报告建议，可以通过提供

技术援助和特别的资金支持措施来系统性地提高小农业主的产能。 

5. 实现大豆可持续生产 

2006 年以前，巴西亚马孙地区的农民疯狂砍伐森林以种植大豆。但

随后发生了变化：嘉吉等企业响应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呼吁，停止从那

些毁林种植大豆的亚马孙农民那里采购大豆，打击了基于毁林的大豆种

植行为。这是通过国际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功案例之一。 

6. 加快行政区认证计划的实施 

认证计划往往存在费用高和管理难度大的问题。像麦当劳这样的企

业从 Marfrig 或 JBS 这样的屠宰场购买牛肉，而屠宰场则从数以千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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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主那里购买牛。要把这个供应链认证过程做好，必须从个体生产者

认证转向县、市和州等行政区范围的认证。APP 正在支持在印尼南苏门

答腊省和西加里曼丹省开展认证区级别的认证。 

7. 解决土地冲突和土地权利问题 

通常，原住民和传统社区与他们的土地有很强的联系。研究表明，

他们愿意维护和保留森林。为鼓励他们的森林保护活动，必须保障他们

对林地的合法权利。 

报告指出，土地所有权和登记手续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很多活动的进

行，因此需要加快土地登记工作。需要制定冲突解决机制，依据土地权

利诉求将土地分配给原住民和农村社区。 

8. 促进新兴市场对不涉及毁林商品的需求 

21％的棕榈油通过了 RSPO 认证，但大多数人购买的仍然是较便宜

的未经认证的棕榈油。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卡维塔·普拉卡什·马尼（Kavita 

Prakash-Mani）指出没经过认证的棕榈油容易进入印度和马来西亚等新

兴国家市场。如何在印度和马来西亚促进企业对无毁林商品（即不导致

毁林的商品）的需求，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9. 为不涉及毁林的商品供应链提供投资 

当前有些投资者因受经济利益驱使而仍在从事导致毁林的投资，只

有当他们意识到毁林因素会导致财务风险时才会停止他们的投资行为。

打击毁林和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是大势所趋，那些导致毁林的企业会因

其环境影响而受到惩罚，从而给其投资者带来财务风险。报告发现，导

致毁林的投资正在受到限制，而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正在增多。

挪威国际气候与森林计划的斯蒂娜·雷克斯滕（Stina Reksten）表示，

挪威与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利华和荷兰可持续贸易倡议（IDH）一道，

率先创建了一个 16 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

生态系统市场研究表明，过去十年来支持森林和农场等项目的投资达 8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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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高商品供应链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 

众所周知，商品供应链具有复杂性和不透明性，这使得其改进和监

测变得困难。尽管供应变化（Supply Change）和 TRASE 等工具可以更

容易地追踪公司履行停止毁林承诺的进展情况，甚至能够跟踪特定商品

在世界范围的供应链，但在提高商品供应链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方面仍

需进一步努力。                                        （廖世容）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改革 

 

英国国际法律信息网站（www.lexology.com）2017 年 9 月 14 日报

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正在开展生物多样性立法改革，目的是使生

物多样性信用成为大多数开发项目的生物多样性补偿手段（即通过生物

多样性保护获得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或直接购买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来补

偿因项目开发而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这为一些重大项目提供了新

的生物多样性补偿方案。 

新南威尔士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土地管理改革于 2017 年 8月 25日

完成，完善后的法律体系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法》（2016）、《地

方土地服务法（简称 LLS 法）》（2013）、《地方土地服务法修正案》

（2016）、《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2017）、《生物多样性保护（过

渡）条例》（2017）等。上述一系列立法取代了很多旧的生物多样性相

关法律，包括《受威胁物种保护法（TSC Act）》（1995）、《国家公

园和野生动物保护法》（1974）中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部分、《原生植被

法案》（2003）和《渔业管理法》（1994）等。 

新南威尔士州生物多样性法律改革进程始于 2014 年的生物多样性

立法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提出对新南威尔士州的生物多样性法律进行

重大修改，随后召集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了为期 3

年的多方面磋商。下面列出新南威尔士州生物多样性法律新框架的一些

关键点，重点是生物多样性补偿。 



 6 

一、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 

此次改革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根据 1979 年《环境规划和评估法案》

（简称《规划法》），建立了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应对各类开发项目

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影响。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所涵盖的范围包括：（1）

影响程度高于阈值（即一个基于风险的客观的评估指标，从影响程度和

生物多样性价值两方面评估开发项目）的地方开发项目；（2）州重大

开发项目和重大基建项目（不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的项

目除外）；（3）受《州环境规划政策》（2017 年）管制的且环境影响

程度高于阈值的非农植被清理项目或《LLS 法》所涉及的农地清理项目；

（4）生物多样性认证项目；（5）虽根据《规划法》第 5章不需要开发

许可，但项目开发者自愿参与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的开发项目。 

该计划采用新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BAM），计算项目开发和土

地转化产生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并依据特定生物多样性信用类型及数量

来衡量相关损失。只有经认可的评估人员才能开展 BAM 评估。 

二、私有土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相关法案规定了 3 种私人土地保护协议：（1）生物多

样性管理协议（BSAs）；（2）自然保护协议；（3）野生动物保护协议。 

生物多样性管理协议是当前通过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产生生物多

样性信用的主要方式，是土地所有者与新南威尔士州环境部长或生物多

样性保护信托机构（以下简称“信托机构”）达成的自愿、永久性协议。

通过协议，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管理区，并在此产生生物多样性信用。

另外 2种保护协议有其他的特征，可以在不同情况下适用，但不产生生

物多样性信用。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托机构 

信托机构将在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虽然环境部长

和信托机构均可参与生物多样性管理协议，但南威尔士州环境和遗产办

公室（OEH）表示，目前该工作主要由信托机构执行。除了与土地所有

者谈判和签订生物多样性管理协议，信托机构还可以与土地所有者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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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协议和野生动物保护协议。 

信托机构还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根据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规

定，项目开发者可以选择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或向基金支付费用的方式

来履行生物多样性补偿义务。其支付的费用额度则通过生物多样性补偿

计算器进行计算得出，然而计算出的费用会高于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所

需费用，以此鼓励开发者采用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方式进行生物多样

性补偿。在向基金支付款项后，信托机构有义务按照生物多样性补偿计

划的规定确保形成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信用。 

四、生物多样性认证 

生物多样性认证允许在土地用途重新规划阶段对整个土地出让区

给予生物多样性补偿，而不是逐个地点进行补偿，以鼓励土地规划部门

和土地所有者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最大程度地避免和缓减生物多样

性影响。 

生物多样性认证标准既适用于规划部门，也适用于土地所有者，然

而由环境部长提出的“战略性”生物多样性认证标准则只适用于规划部

门。生物多样性认证要根据 BAM 进行评估，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购买生

物多样性信用或向基金付费的方式满足标准的要求，然而对于战略性的

生物多样性认证，还可以采取设置保留地、控制开发或环境部长所确定

的其他方式来满足战略性标准的要求。南威尔士州环境和遗产办公室

（OEH）指出，战略性生物多样性认证的灵活性有利于以更加灵活的方

式应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五、生物多样性改革的后续工作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改革还有许多后续工作，如

过渡期间的安排和其他需要处理的相关事项，其中包括对原生植被的监

管测绘、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战略、信托机构直接投资事宜以及新的野

生动物管理条例。 

尽管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托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布，但有关信托

的方式、战略和整体业务计划的关键细节预计要到 2018 年初才能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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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尚不清楚信托机构能否在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的最初几个月内发

挥重要影响和战略作用。                              （廖世容） 

 

秘鲁召开有关木材产品合法性追溯问题的国际研讨会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网站（www.itto.int）2017 年 10 月 15

日消息：秘鲁农业部森林和野生动物局（SERFOR）于近日组织召开了“可

追溯性作为木材工业管理和负责任木材产品贸易的工具”的研讨会，来

自美国、智利、危地马拉、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 6个国家的政

府机构、国际组织和私营公司的专家和企业家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的目的是分享木材产品追溯的经验，通过跟踪木材原产地、

运输、加工和出口等各环节，来提高木材工业管理水平，提高国际市场

准入和竞争力。与会专家与企业家讨论了有关林业法规、来自天然林和

人工林的木材可追溯性以及国内木材产品加工和贸易的重要性等问题。 

SERFOR 表示，这一倡议旨在促进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达成共识，通

过建立透明的机制来保证木材及其制品的合法来源，提高国际市场形

象，提高公司的竞争力，提高秘鲁人民的福利。 

研讨会得到了世界资源研究所、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秘鲁出口商协会（ADEX）等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当地

商业界的支持。                                       （徐芝生） 

 

第 23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德国波恩举行 

 

据联合国新闻中心和中国环境网等网站 11月 9-21 日消息报道：《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3 次缔约方大会于 11 月 6-18 日在德国波

恩举行。来自 195 个缔约方的 25000 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名为

《斐济实施动力》的一系列成果，就《巴黎协定》实施涉及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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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进一步明确了开展 2018 年促进性对话的组织方式，通过了

加速 2020 年前气候行动的一系列安排。 

一、会议主席国斐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突出表现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由太平洋岛国斐济担任主席国。斐济不仅是第

一 个 批 准 《 巴 黎 协 定 》 的 国 家 ， 还 是 气 候 脆 弱 论 坛

（Climate Vulnerable Forum）的 43 个成员国之一，一直主张将全

球气温增幅限制在 1.5℃以内。 

2017 年，斐济成为第一个加入“2 摄氏度清洁能源联盟”（Under2 

Coalition）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该联盟是美国加州州长杰瑞·布朗

州长在 2015 年发起成立的，其目标是将全球（相比工业革命之前）变

暖的程度控制在 2摄氏度以内。2017 年 10 月 17 日，斐济成为首个发行

绿色主权债券的发展中国家，计划筹集 5000 万美元用于减缓气候变化。

斐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3 次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发行绿

色主权债券，对于其他国家实现各自气候目标和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

力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二、波恩气候变化大会聚焦气候融资 

在 2017 年 11 月 13 日以气候融资为主题的会议上，来自金融界、商

业界、能源以及政府部门等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代表纷纷介绍了各自为实

现《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并尽可能接近 1.5℃

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并纷纷承诺将加大在清洁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等

方面的投资力度。与会者强调，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方

面每投入 1美元资金就能够得到双倍的回报，因此，加强投资有利于实

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表示，目前气候领域的投资速

度比任何时候都快，在绿色融资创新机制和市场推动下，可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绿色建筑和气候友好型农业正在获得蓬勃的发展。金融部门

也意识到气候变化正在如何影响其现有的投资方向与规模，为此正在调

整其投资组合，避免投资于碳密集型资产，从而减少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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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方都意识到，要实现到 2050 年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气候

抵御型发展和绿色经济目标还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 

三、与林业相关的积极表态 

刚果盆地拥有世界第二大热带森林，是稳定全球气候的重要资源。

来自非洲刚果盆地国家的一些青年组织代表们参加会议并积极发言。其

中包括来自喀麦隆的绿色青年协会（Association de la Jeunesse verte 

du Cameroun）主席、中非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青年网络区域协调

员玛丽·塔莫伊弗（Marie Tamoifo）。她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专访中

表达了促进农村社区经济进步和保护森林的决心。塔莫伊弗表示，该青

年协会聚集了来自刚果盆地十余个国家的青年组织，旨在促进该地区的

青年环境活动者有效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会议期间，厄瓜多尔承诺在其林业部门减少 1 500 万 t 二氧化碳排

放量；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承诺其所有商品将来自没有造成毁林的来源；

作为全球最大食品生产商之一的玛氏公司（Mars Inc.）决定从其企业

价值链中清除毁林因素，使其碳足迹到 2025 年减少 27%，到 2050 年减

少 67%；此外，加蓬政府也表示将加大打击非法采伐的力度。 （徐芝生） 

 

贝宁通过森林恢复来保护濒危物种 

 

据保加利亚的一家学术出版公司网站（pensoft.net）2017 年 9 月

15 日报道，近 20 年来，科学家们致力于保护和恢复贝宁南部 Drabo 地

区的一片被破坏的森林及其周围的农业休耕植被。该森林中的本土植物

种类减少，外来树种增多。在本土植物种类中，有 52 种被列为受威胁

物种，主要为乔木、灌木和藤本植物，比贝宁现有其他任何森林中的受

威胁物种都多。此外，该森林虽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0.02％，但却占全

国极度濒危植物种数量的 64％，其中一些极度濒危物种是这个森林的特

有种。 

在本地居民的帮助下，贝宁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彼得·内施瓦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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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的阿里斯蒂德·阿多莫先生成功地间伐掉了

那里的外来树种，并补种了 253 种本地树种。现在，这片恢复后的森林

有约 600 种植物，是许多动物的避难所，其中包括极度濒危的地方特有

种红腹猴。恢复后森林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可与该地区残存的天然

热带雨林相媲美。由于靠近大城市，新恢复的 Drabo 森林相对容易进入，

将成为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的教育和研究中心。事实上，该森林已被作

为该地区的示范林。 

科学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为，通过鼓励当地社区参与森林保护并尊

重他们的习惯权力，即使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也能

得到有效的保证。                                     （廖世容）  

 

荷兰进口木材产品多数通过认证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网站（www.itto.int）2017 年 10 月 15

日报道：从事林业、林产品和森林服务研究的荷兰非营利机构 Probos

于 2017 年发布研究报告指出，通过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和森林

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认证的木材产品在荷兰木材产品市场的占有

率从 2005 年的 13.3%提高至 2015 年的 83.3%。 

这是 Probos 第五次发表荷兰木材产品市场研究报告，涉及荷兰主

要木材产品以及纸和纸板等产品。该报告详细分析了认证产品在针叶锯

材、温带和热带阔叶锯材、人造板、包装纸、纸板、绘图纸、新闻用纸

以及卫生纸等各产品类别中所占比例。 

报告指出，荷兰市场各种木材产品的认证产品比例均呈增长趋势，

不过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放慢。2009 年针叶锯材的认证比例为 76%，2012

年大幅增至 96%，到 2016 年仅微增至 98%。阔叶锯材的认证比例由 2009

年的 24%增至 2013 年的 55%，到 2016 年增至 61%。人造板产品通过认证

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61%增至 2014 年的 89%，至 2016 年增至 92%。 

荷兰进口热带阔叶锯材的认证比例在 2013 年占 56.5%，2015 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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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3.2%。其中约有半数的认证热带阔叶锯材是通过马来西亚木材认证

计划（MTCS）认证的。MTCS 已获得 PEFC 认可，符合荷兰政府的可持续

性标准。其余部分则主要通过 FSC 认证，分别来自喀麦隆、加蓬和印尼。 

报告指出，近年来在进口木材产品中温带阔叶锯材的认证比例上升

最快，从 2013 年的 20.7%升至 2015 年的 33.7%，不过这种现象是在温

带阔叶材进口总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出现的。尽管温带阔叶锯材的认证

比例上升较快，但仍远低于其它木材产品种类。 

Probos 认为，温带阔叶锯材认证比例之所以落后于其它产品类别，

是因为荷兰包装业使用较低等级的温带阔叶锯材，其认证数量非常少。

但 Probos 并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原因，即实际上有相对较高比例的温带

阔叶锯材来自于欧洲和北美洲的非工业化小林主，与能够提供大量针叶

锯材和人造板产品的大型工业化企业相比，这些小林主提供的产品不大

可能通过认证。 

总体来看，2015 年荷兰消费的木材产品中有 40.9%通过 FSC 认证，

另外还有 33.1%通过 PEFC 认证，与 2013 年相比变化不大。 （徐芝生） 

 

秘鲁政府向国会提交人工林促进法案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网站（www.itto.int）2017 年 10 月 15

日消息：秘鲁政府已制定“人工林促进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法旨

在促进私有部门人工造林投资。法案规定了相应的经济和财政激励措施

以及税收优惠措施，调减了有关机械设备的进口关税。     （徐芝生） 

【本期责任编辑  徐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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