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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泰国实施木材出口对策的可能性分析 

 

日本《木材情报》2018年 5月刊登了日本木材出口振兴协会事务局

长井上幹博的《泰国木材产品的需求与用途》一文。作者通过走访泰国

木材协会等相关行业团体、木材进口商、皇家林业局以及专家学者，对

泰国木材产品的需求动向、当地木材市场的运作手法、木材性能和民众

对木材产品的偏好等情况展开了调查，根据文献收集和访问调查得到的

数据，具体分析并阐述了日本对泰国实施木材出口对策的可能性。 

一、泰国林业政策变迁和森林资源概况 

泰国林业政策主要围绕柚木展开。19世纪中叶，英国公司获得泰政

府的许可开始在泰国采伐柚木。1896年，皇家林业厅成立，林地归国王

所有，以柚木为中心的商业采伐在皇家林业厅的管理与监督下进行了体

制改革。随着 1941 年《森林法》的制定实施和 1947年林产工业公司的

成立，森林得到进一步开发。1960 年，商业采伐达到顶峰。1975 年，

因民众越来越关注国土安全和森林过度采伐等问题，泰政府决定禁止原

木出口。1989年，又出台了天然林禁伐政策。 

1961年，泰国森林覆盖率为 53%，1998年降至 25%，之后逐渐得到

恢复，2016年回升至 32%（0.16 亿 hm
2
）。泰政府设定了 2036年森林覆

盖率达到 40% 的目标,其中人工林覆盖率为 15%。 

目前，泰国国内限制人工林资源的利用。橡胶树作为人工林主要树

种由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监管，柚木等其他人工林由林产工业公司监

管，而桉树类人工林则按照农作物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纸浆和造纸

公司的原料供应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但对薪炭材的监管却比较宽松。 

二、泰国木材供需状况 

1.木材产品进出口情况 

2016年，泰国木材及木材产品出口额（2 972亿日元，以下均以日

元汇率换算）约为进口额（667亿日元）的 5倍，对出口贸易贡献很大。 

从出口情况来看，锯材（1 260 亿日元）的出口贸易额最大，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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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纤维板（525亿日元）、刨花板（353亿日元）、木制家具（310亿日

元）和木片（275 亿日元）。其中，出口到中国的锯材以橡胶木为主，

出口量达 265万 m
3
，占锯材出口总量的 99%。 

从进口情况来看，锯材、胶合板和木制家具为主要进口产品。原木

和锯材的总进口量为 92万 m
3
。其中，马来西亚（39万 m

3
）、新西兰（15

万 m
3
）、老挝（8万 m

3
）、美国（5万 m

3
）、澳大利亚（4万 m

3
）等是主

要进口来源国。2014年，由于受到缅甸原木出口禁令的影响，木片进口

量有所减少。 

2017年，泰国出口到日本的木材产品总额达到 307亿日元，其中，

纸浆用木片占比较大，为 139亿日元，其他木制品如木制家具、凳子、

衣架等产品的进口量为 152亿日元，深加工产品居多。 

2.木材产品关税 

自 2014年 12月起，泰国下调了原木和锯材进口关税，降至 0%。这

是由于同年缅甸出台了原木出口禁令，泰国为保持本国木材产业在国际

上的竞争力而特别实行的关税措施。然而，其他木材加工产品的关税并

没有下调，为此，泰国家具协会和木材协会希望政府能将关税从 5%下调

至 0%。 

3.木材供需特点 

泰国很早以来就以柚木为中心对森林进行开发，在周边国家开始进

行森林采伐时，泰国森林资源就已走向枯竭，1977年以后逐渐由木材出

口国变为进口国。另外，在很早以前，泰国木材加工业就非常发达，伴

随着周边国家对森林的开发，逐渐扩大利用进口柚木和热带阔叶材生产

家具和锯材等木材产品的规模。 

以前，橡胶树在停止产胶后被焚烧掉，但 1990 年后，橡胶树逐渐

成为家具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橡胶木不但成为泰国出口贸易的一大产

品，同时作为刨花板和纤维板等产品的原材料而被广泛利用。同时，桉

木也成为胶合板、造纸和纸浆产业的重要原材料。 

泰国国内的锯材厂和家具生产商积极参与曼谷及其周边地区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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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管理式公寓建设项目，据此可以推测建筑业消耗较多的进口针叶材的

需求也将会越来越大。 

4.木材利用情况 

（1）锯材 

截至 2016年，泰国锯材企业共有 815家，原材料主要依赖于进口，

加工技术高于周边东盟诸国。这些锯材企业除对美国、日本与欧盟等国

家和地区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外，也向本国家具和建筑行业供应原材料。 

热带阔叶材主要用于木制家具和建筑业。以柚木为主要原材料的企

业在缩小生产规模的同时，一直以来致力于进军家具和门窗制造领域，

以寻求能够使企业生存下去的方法。在进口针叶材中，辐射松主要用作

包装材，白木（与红木相对而言，指颜色浅白的家具用材）和南方黄松

大多用作室内装饰材料。以进口材为主的工厂，因出口贸易增长和住房

需求旺盛而经营顺利，使用橡胶木生产家具配件的工厂经营也很顺利。 

（2）胶合板和板材产业 

泰国的刨花板厂有 22家、硬质纤维板厂 4家、中密度纤维板（MDF）

厂 9 家、单板和胶合板厂 10 家，其原材料大都以橡胶木为主，同时也

使用桉木。所生产的胶合板有 75% 被用于建筑，20% 被用于家具，5% 被

用于包装和广告板等。其他板材大多被用于家具、装饰架、复合地板、

天井、门窗隔扇和内装墙壁等。在刨花板和纤维板产业中，橡胶木和桉

木虽然在价格上存在着竞争关系，但由于东盟诸国经济形势良好，其生

产经营也十分顺利。 

（3）家具产业 

截止 2016 年，泰国木制家具生产企业共有 4 231 家。其中，橡胶

木家具占 60%，阔叶材家具占 10%，板式家具占 30%。 

在家具出口方面，主要以橡胶木家具为主，主要出口目的地为美国、

日本和欧盟等。泰国虽然与越南等国存在着激烈竞争，但因为出口贸易

开展较早，现在仍发挥着先行者的作用。手工打造的柚木家具是泰国国

内家具业的主流，也是出口欧盟的重要产品，但由于原材料获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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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正在缩小。 

（4）木材使用偏好 

柚木是泰国民众最为喜欢的木材，特别是其在玄关门上的使用大大

提高了柚木的社会地位。但由于世界上柚木资源十分有限，在进口方面

又与印度等国存在竞争，原材料越来越难以获取。在泰国大型木材家具

企业中，正使用美国等国出产的橡木等温带阔叶材生产家具产品，且开

始面向泰国国内销售。可以预计，橡木家具将成为柚木家具的替代品。 

5.木材产业管理制度与森林认证 

（1）木材产业与流通规范 

泰国木材加工企业必须依据《森林法》的严格规定取得皇家林业厅

的许可，否则不得开业。同时，按照木材与木材产品流通规范，得到许

可的企业有义务、有责任每月上报木材使用量情况。流通规范规定，木

材及木材产品进出口业务由海关关税局负责，其国内贸易业务由皇家林

业厅负责。目前，泰国木材协会与皇家林业厅达成修订《森林法》的协

议，按照国际标准修订木材流通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2）森林认证 

2001年，泰国林产工业公司率先取得 FSC森林认证。然而，由于所

需的认证费用很高，认证工作进展迟缓。从 2003 年开始，社区林和小

规模农民团体的联合认证取得了一定进展。共有 16 块林地通过了 FSC

森林认证，认证面积 5.6万 hm
2
；共有 135个企业取得了 FSC CoC认证。   

2015年，泰国组建了森林认证协会，开展小型橡胶园所有者的认证工作。

共有 13家企业取得 PEFC CoC认证。 

6.日本产木材产品对泰国出口的可能性 

（1）日本出口现状与可能性 

日本对泰国的木材产品出口自 2010年逐年增加。2010年出口额 1.3

亿日元，到 2017 年则增至 4.2 亿日元。从出口的主要产品来看，单板

出口因规模较小相对稳定。近年来，木制家具的出口额有很大增长，2015

年以后，木制家具出口额占日本对泰国木材产品出口总额的近 50%，2017



 

 6 

 

年出口额达到 2.1亿日元。然而，日本的原木和锯材等木材产品几乎没

有出口到泰国市场。 

一般来说，日本品牌和日本产品在泰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且从地理

位臵来说，相较欧美国家有距离优势。在高温湿热、白蚁灾害严重的泰

国，如果高品质的日本产木材产品及其利用方法能被泰国民众广泛认

知，日本确保一定的泰国市场份额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2）日本对泰国出口木材的困难与对策 

在泰国，人们几乎不知道日本产柳杉和扁柏等木材产品。因此，日

方可以通过举办展览会、研讨会以及广告媒体宣传等形式，将日本的木

材产品信息准确地传递给泰国木材企业，这对于提高日本木材产品在泰

国的认知度十分重要。每年 5 月初在曼谷举办的泰国国际建筑建材展

（Architect Expo）规模很大，有众多外国企业前来参展，日本相关企

业也可利用此次展会大力宣传和推销其木材产品。不过，日本对泰国的

木材出口事业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仍需进一步探讨。         (王燕琴)                    

 

森林工业未来可应用的五大移动技术 

 

Mobile Mentor 网站 2018年 5月消息：芬兰作为林业大国和移动技

术大国，其森林工业多年以来一直是移动技术的主要使用者。 

如今，芬兰森林中的所有信息都在无线移动。芬兰木材的采伐和运

输主要由采购木材的林业公司外包给专业的小型企业。在采伐前，采用

GPS 技术确定采伐区域及需要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域，同时将信息通过卫

星传输到林业公司的电子地图上，并由林业公司负责将电子地图无线传

输到采伐公司的电脑中。基于锯材厂的要求和电子地图上的信息，确定

采伐量、每种树种的原木采伐长度及需要采伐的等级。之后，不同等级

原木的相关信息又无线传输回林业公司，并通过移动技术优化运输路

线，由林业公司将木材运输起始地和目的地、运输路线等信息传输到运

输公司的电脑上。林业公司利用信息系统将锯材厂、采伐承包商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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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高度自动化的运行环境。 

在当前森林作业中，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同时原木生产追踪也是大

家关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实现采伐运输的无纸化运行，是

芬兰林业公司考虑的关键问题。Mobile Mentor 网站对新一轮移动技术

在森林工业的创新性应用进行了展望，预测了以下五大移动技术在森林

工业的应用前景。 

一是信息追踪技术。随着射频识别（RFID）标签的成本效益增高以

及应用能力增强，在今后的采伐作业中，可通过采伐机械将 RFID 标签

贴在每根原木上，并在运输卡车提升臂上安装 RFID 读写器，从而能在

装载和运输时记录下每一根原木的信息。还可以利用 RFID 读写器扫描

原木堆，得到准确的原木数量。此外，在地秤上也能安装 RFID读写器，

在卡车到达锯材厂之前记录原木根数、材积和序列号。通过这种技术，

整个供应链会更加自动、透明和准确，并能保证木材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二是图像识别技术。在使用谷歌照片这一软件搜索树木照片时，可

以在极短时间内看到所拍的每张树木照片，这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图像

识别方面的能力。现已有一些手机应用程序（APP）能分析图像，非常

准确地区分出辐射松和花旗松。如果将图像识别、增强现实和机器学习

等移动技术应用到森林的经营采伐中，将能够轻易地识别出木材的树

种、原木等级和材积等信息。 

三是人员安全保障技术。穿戴式技术在功能上得到增强，同时价格

不断下降。因此，有理由相信森林作业工作服可以配臵传感器。这些传

感器能抓捕到林业机械操作员每一次跳下或爬上驾驶室的动作，并加以

地理标记。对每一个下落、奔跑、静止动作的记录，就会形成一个事件，

进而触发一个相应的行动。通过运用这一技术，一旦发现有人朝采伐机

械走去，其步伐及行走方向将触发自动停止机器的指令，从而保障人员

安全。 

四是隐形界面技术。移动用户界面在界面智能地适应环境后，会变

成隐性的。设备可识别使用者，不会时常要求输入密码。通过辨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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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描记（ECG）和人脸识别等技术，移动设备将保持开启状态。但如

果被别人捡到，则会要求输入密码。这保证了森林采伐机械的安全操作。 

五是智能导航技术。导航目前变得高度直观智能，针对危险提示，

在不干扰司机作业的情况下，动态地调整交通路线，以避免风险。通过

识别驾驶员是否分心和疲劳，可以更好地保障司机的安全，同时也能提

醒司机前方的交通情况。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状态信息和信息升级，从而

使司机不用时常操作设备,这样将保证木材运输的效率和安全。（陈 洁） 

 

欧盟为中非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资助 2 000 万欧元 

 

非洲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网站（www.afrik21.africa）2019 年 1

月 4日消息：刚果盆地森林伙伴关系（CBFP）第 18次会议于 2018年底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旨在寻找中非地区森林保护的解决方案。

会议期间，欧盟签署了 3份资助合同，总金额达 2 000万欧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资助中非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以保护被称

为“地球上第二大绿肺”的刚果盆地雨林地区。为实现此目标，这 3个

项目均涉及到打击动植物非法采获及相关贸易。其中一个是刚果盆地国

家于 2017年启动的重大项目，即“应对自愿伙伴关系协定（VPA）的挑

战——通过非森林投资打击非法采伐及增加森林面积”。项目预计在

2019年完成，其目的是通过投资农业、采矿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刚果

盆地 4个国家（即加蓬、喀麦隆、刚果布和刚果金）的非法采伐风险。 

反盗猎是刚果盆地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工作。欧盟为刚果金

的维龙加国家公园（Virunga National Park）项目提供了相应的资金。

由于刚果金东部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和偷猎，公园内的大猩猩濒临灭

绝，大象等厚皮动物也因为象牙走私而遭受屠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维龙加联盟（Alliance Virunga）组织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行动。具体

保护措施包括：为生活在 7 800 km
2
公园周围社区的 400万人提供电力，

同时打击为该地区武装团体提供资金的木炭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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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项目是桑加跨境国家公园（Sangha Trinational Park）保

护，这也是欧盟优先资助项目之一。桑加跨境国家公园被列为世界遗产，

是一个面积为 7 460 km
2
的广阔自然区域，包括 3 个国家公园：喀麦隆

的 Lobéké国家公园、刚果布的 Nouabalé-Ndoki国家公园和中非共和

国的 Dzanga-Ndoki 国家公园。                           （廖世容） 

 

日本环境省制作完成《2018 年日本国立公园名录》 

 

日本环境省 2018 年 12 月 21 日消息：环境省将日本 8 个具有代表

性的国立公园（阿寒摩周、十和田八幡平、日光、伊势志摩、大山隐岐、

阿苏九重、雾岛锦江湾、庆良间）的相关体验记录汇集成册，制作完成

了《2018 年日本国立公园名录》（日语版/英语版），并公布了这些国

立公园的网址。各国立公园网页包含了许多游客记录的独一无二的亲身

体验和旅游攻略，旨在更好地帮助旅行代理商、运营商和游客制定完美

的旅行计划。这是环境省为打造世界级国立公园而实施的“充分领略国

立公园项目”的一部分。 

日本国立公园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也包括当地

特有的信仰、文化和饮食等，反映了自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特征。 

日本共有 34 个国立公园，该名录涵盖了其中 8 个国立公园的 103

个可以体验的推荐项目，并同时介绍了具有示范效应的观光线路。名录

面向国内外旅游机构和旅行者，为他们提供了旅费、咨询等多语言信息

以及魅力四射的风光图片。 

环境省表示，今后将面向国内外旅行代理商和媒体等机构，积极发

送国立公园相关信息，在有效利用该名录的同时，利用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等网站进行信息的推送和宣传，全方位地吸引游客到国立公园

来领略大自然的美丽风光。环境省还希望旅行代理商、运营商和媒体等

各方人士能够积极有效地利用好该名录，开发新的旅游项目。（王燕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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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布和欧盟确定 2019 年森林治理合作重点 

 

欧盟 FLEGT.org网站 2018年 12月 18日报道：刚果布和欧盟于 2018

年 11月 21-22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了“自愿伙伴关系协议（VPA）”联

合执行委员会（CCM）第 9次会议，总结了自 2018年 6 月举行的第 8次

会议以来所取得的进展。CCM 是刚果政府和欧盟推进 VPA 进程的主要方

式，由来自刚果政府部门、欧盟、社团组织和私营部门的 10 个代表组

成，以保证所有利益相关方开展包容且透明的对话。会议由刚果布林业

经济部部长 Rosalie Matondo 女士和欧盟驻刚果布大使兼代表团负责人

Raul Mateus Paula 先生共同主持。 

刚果布和欧盟通过跟踪监测 VPA的实施情况，促进开展良好的森林

治理。VPA进程是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FLEGT）实施的组成部分，

也是双方 2019 年森林治理合作的工作重点。为此，此次会议讨论了合

法性验证信息系统（SIVL）的部署，该系统是一种管理木材产品可追溯

性和合法性相关数据的软件工具；决定设立和运作部际委员会，其职责

是筹集资金和监测合法性验证体系的实施；最终确定了认证标准批准程

序，要求为其实施筹集资金。双方在会议中还讨论了独立审计的相关事

宜，这是木材合法性验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审查木材合法

性验证系统是否符合 VPA的要求，并通过提出纠正措施向 CCM说明木材

合法性验证系统与 VPA要求之间的差距。 

    Rosalie Matondo 女士表示，“刚果布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坚定地同欧盟共同推进 VPA/FLEGT进程。”               （王雅菲） 

 

加拿大加强自然遗产投资以提升自然保护 

 

加拿大政府网站 2018 年 11 月 19 日报道，加拿大承诺加强陆地和

海洋地区的自然保护工作，将自然保护地面积增加一倍。为此，加拿大

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制定实施自然遗产保护计划，其目标是在私人土地上

建立保护地。11 月 19 日，该计划正式公开征集项目建议书，并将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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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选择具有开发、协调和实施全国性项目的能力且能支持加拿大地

方、省、领地和国家等机构保护生态敏感的私人土地的机构。 

自然遗产保护计划实施期为 4年，资助资金共 2亿加元，一半来自

加拿大自然基金会，一半来自社会捐赠。该计划是加拿大自然基金会于

2018年启动建议书征集活动的三大计划之一，其他两个计划分别是应对

挑战计划和濒危物种保护计划，其项目建议书征集活动将于近期启动。 

加拿大自然基金会是一个新成立的基金，政府从 2018 年自然遗产

倡议预算中向基金拨付 5亿加元，以支持加拿大生态系统、景观和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包括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此外，基金会还拟通过合作伙

伴的捐赠，再筹集 5亿加元。基金会将使用这 10亿加元加强自然保护，

帮助加拿大实现其 202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即到 2020年保护加拿大 17%

的土地和陆地水域、保护和恢复濒危物种以及提高生物多样性。（李 茗）                                                   

 

巴西气候变化风险排名上升 

 

《巴西日报》2018 年 12 月 4 日报道，独立环保机构德国观察

（Germanwatch）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了《全球气

候风险指数》最新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巴西境内极端气候频发，干

旱、暴雨及由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屡见不鲜，给巴西带来了严重损失。 

2017 年巴西因气候问题遭受了巨大损失。有 1.15 万人在极端气候

中死亡，经济损失达 3 750 亿美元。由此，在 2017 年受极端天气影响

程度的排名中巴西名列第 79 位（共 168 个国家），与 2016 年的第 86

位相比上升了 10个位次。 

 报告显示，在受灾最严重的 10个国家中，有 8个都是发展中国家。

排名第一和第三的国家分别是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2017 年加勒比海区

域受到了飓风“玛利亚”的强力袭击，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为飓风重灾

区。排名中第二位的国家是斯里兰卡，2017年该国暴发的洪水造成 200

人死亡，成百上千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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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发达国家的气候风险指数也在上升。例如，受森林火灾的影

响，葡萄牙 2017年的排名从 2016年第 21位上升至第 11位，而美国受

飓风的影响从 2016 年的第 28位上升至第 12位。 

 根据报告中的数据，在 1998 至 2017 年间，全球发生了超过 11.5

万起极端气候事件，直接造成了 52.6多万人的死亡，经济损失高达 3.47

万亿美元。其中，波多黎各、洪都拉斯和缅甸是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最

大的国家。德国观察在报告中预测，全球未来的气候环境将会更加恶劣，

对全世界造成的损失也将更加严重。                       （王 璐） 

                                                                   

                 智利林产品出口创历史新高 

 

智利林业研究所（INFOR）网站（https://www.infor.cl/）2018

年 12月 14日消息：截至 2018年 11月，智利林产品出口额达 62.94亿

美元，比 2017年同比增加了 28%。11月的出口额仅为 5.61亿美元，环

比减少 15%，但仍比 2017年同期增加了 43%。 

INFOR 的执行主任 Fernando Ragga 表示，截至 11 月的智利林产品

出口额数据具有历史意义，因为这比年最高纪录的 2014 年的 60.94 亿

还高出了 3.2 个百分点。他预测，2018 年全年智利将完成林产品出口

67.50亿～69亿美元，这意味着同比将增加约 25%～28%。 

   INFOR 还表示，2018 年林产品出口额的总体增长主要源于国际市场

上辐射松、辐射松原浆、桉木漂白浆等林产品的价格上涨。  （廖 望） 

勘误声明：本刊 2018年 36 期第 9页第 6和第 13行中的“节”应为“届”，第 11 行的“视”应为“示”，

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本期责任编辑  王燕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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