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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发布《2018-2019 年林业纪实报告》 

 

    加拿大林务局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布了《2018-2019 年林业纪实报

告》，指出加拿大是世界上森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森林面积达 3.47

亿 hm
2
，其中针叶林占 68%，针阔混交林占 16%，阔叶林占 11%，暂时无

林地（包括采伐迹地、过火林地等）占 6%。黑云杉是最常见的树种。森

林覆盖率 35%，人均森林面积 11.6hm
2
。报告显示，加拿大林产品贸易仍

居世界前列，而生物质能源和生物产品生产与出口成为加拿大林业经济

的新增长点。 

一、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林业在加拿大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国家重要经济部

门，而且还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地区，林

业是当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017年加拿大林业总产值 246亿加元（1加元≈0.7426 美元），对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是 1.6%。共有 209 940 人从事林业，占

总劳动力市场的 1.1%，其中 6%的林业从业者来自当地社区。在所有林

业就业人员中，林产品生产从业人数占 48%，造纸业从业人数占 28%，

林业作业和采伐从业人数占 17%，林业周边行业从业人数占 7%。女性占

林业总就业人数的 17%，其中 23%从事林业作业和采伐及林业周边行业，

另外 77%从事林产品生产及纸浆和造纸业工作。此外，林业经济还拉动

了旅游、可再生能源等相关产业发展。 

二、森林经营管理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和目标 

加拿大的联邦、省和地区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森林及其众多资

源在很多方面对于加拿大的环境、社区和经济的长期福祉至关重要。因

此，森林可持续经营对加拿大同样至关重要，不仅要在短期内平衡竞争

性用途，还要确保后代能够享有森林带来的福祉。 

为此，加拿大森林部长理事会和森林部门于 1992 年批准采用森林

可持续经营原则，制定和实施了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标准和指标。为了推



 3 

行森林可持续经营，加拿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森林资

源的可持续经营。要求所有公有林（占加拿大森林总面积的 94%）都要

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相关要求包括：1）设立保护区，保护野生动物；

2）防止非法采伐和禁止非法木材产品进口到加拿大；3）在公有林地上

实施采伐的公司必须制定符合森林法的森林经营方案，并且也要符合可

持续森林经营原则。2017年，加拿大 49%的森林通过了第三方森林可持

续经营认证，认证面积达 1.7亿 hm
2
。 

三、林产品贸易仍居世界前列 

林业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加拿大的经济

和贸易平衡。加拿大还是世界第四大林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软木木材生

产国，林产品出口目的国多达 180多个。 

加拿大林产品包括四大类产品：实木产品（包括软木和结构板）、

木纤维（包括北方漂白软木牛皮纸浆）、纸产品（包括报纸、打印纸和

书写纸）以及生物产品（生物质燃料、生物化学制品和生物塑料）。其

出口额占了加拿大总出口额的 7%。2017 年，加拿大软木出口额达 104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木质纸浆紧居世界第二，价值 78亿美元。 

加拿大林产品最重要的 3个出口目的地国是美国、中国和日本，87%

的林产品都出口到这三个国家。其中，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产品出口

量占全国总出口量的 63%。 

加拿大是全球木质纸浆第二大出口国。中国是加拿大木质纸浆的最

大进口国，2017年加拿大木质纸浆出口总额的 44%出口到中国。同时，

加拿大也是全球重要的报纸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魁北克省报纸的出

口量占报纸总出口的 65%。美国是加拿大印刷和纸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国，

占其总出口量的 88%。同时，加拿大还是结构板（木结构建筑用）的第

三大生产国和第二大出口国，大部分出口海外（97%），而美国是加拿

大结构板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国（93%）。 

四、生物质能源与生物产品发展迅速 

加拿大通过发展生物质能源与生物产品行业，已经成为引领全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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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气候变化的国家。生物质能源与生物产品提供了

三方面的益处：改善和保护环境、降低成本、有助于全球市场接受加拿

大产品。加拿大将更多地利用再生能源，追求更大的能源效益，改善森

林实践，增加碳储存。 

（一）生物质能源 

生物质能源主要用于供热和发电。2015年，应用于所有领域（居住、

商业、产业、交通和农业）的生物质能源占加拿大总能源利用的 6.1%。

大部分生物质能源原料是木屑颗粒、木柴、木材废料和纸浆制浆废液。

与此同时，生物质是继水资源以后的第二大可再生电力资源，2016年生

物质发电占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的 3.1%，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 

加拿大是世界上木屑颗粒的第二大出口国，2017 年木屑颗粒产量

290 万 t，同比增长 1.6%，跟 2012 年相比增加了 32.4%。出口额 3.97

亿美元，占 2017年全球总出口额的 11.9%。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加拿

大最大木屑颗粒生产地区，生产量 210万 t，占加拿大生产总量的 72.2%；

其出口额占加拿大总出口额的 78%，达 3.113亿美元，主要出口到英国、

日本和比利时。 

（二）生物产品 

2015年，共有 190家企业利用森林和农业生物质原料，从事生物产

品的生产和研发。生物产品全年总收入为 43亿美元，其中 63.6%的收入

来自生物燃料。生物产品行业总就业机会达到 4 118 个。自 2009 年到

2015 年，生物产品收入从 13 亿美元增加到 43 亿美元，总就业机会从                

3 019个增加到 4 118个。然而，研发领域的收入占比从 3.4%减少到 1.7%。

从各地区来看，安大略湖和魁北克地区的生物产品收入最高，分别占全

国生物产品总收入的 44.4%和 25.8%，其就业人数中分别占该行业总就

业人数的 40.4%和 33.3%。 

五、科学技术发展是林业产业发展的最强驱动力 

林产工业是加拿大采用高新技术和机械设备最多的部门，并设有专

门的林业投资基金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加拿大制浆造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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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加拿大森林工程研究所等在国际上

享有盛名的森林工业研发单位为林产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

外，林业行业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临的一些挑战也促进了林业新产品和材

料的研发，以开拓国际市场，发展新的终端市场。 

在技术的推动下，加拿大林产工业在以下领域取得了技术突破：1）

利用计算机程序掌控森林采伐作业；2）木材纤维利用；3）节能、环保、

工程木材制品的开发与生产；4）造纸和纸浆等新产品的开发。并且，

随着技术的发展，林产工业在生产过程中更注重环境保护和废弃物的回

收利用。例如，在新增纸纤维中，有 24%来自回收纸，56%来自木屑或锯

材厂生产剩余物，并且纸浆和制纸行业有 55%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资源。 

加拿大林业目前还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带来的

市场准入问题；由于自然干扰（例如山松甲虫大爆发和云杉蚜虫的影响）

加速导致的纤维短缺问题；濒危物种（例如驯鹿）需要加强保护措施；

不断变化的消费趋势（例如数字媒体时代的崛起）导致印刷纸和书写纸

等行业出现结构性下滑；来自亚洲、南美以及美国南部的愈来愈强的竞

争；由于缺少足够的铁路运输能力，对市场需求预估不足；自然天气条

件恶劣等。 

与此同时，林业在技术研发和新的消费市场刺激下，也将迎来巨大

的机遇，包括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促进纤维新用途的开发（例如生物燃

料、生物材料、生物化学材料）、低碳需求不断激增、可再生产品的合

法性追溯、寻找石油相关产品的替代物、人们对木建筑在环境和安全方

面的认可度增强及新经济体对林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钱 腾  陈 洁） 

 

《湿地公约》国际组织合作伙伴呼吁在联合国生态系统 

恢复十年计划框架下构建湿地恢复计划 

 

湿地公约网站 2019 年 3月 22日消息：全世界湿地的环境健康状况

正在恶化。《湿地公约》2018年发布的《全球湿地展望》指出湿地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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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自 1970年以来，全球至少有 35％的天然湿地已经消

失。湿地面积的减少将严重影响碳存储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而湿地恢

复、保护和合理利用可以帮助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内陆、沿海和海洋地区的天然湿地面积减少，对粮食安全、渔业和

其他依赖湿地的物种、农业灌溉水和饮用水供给及防洪防灾造成了严重

影响。湿地的经济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远超其他陆地生态系统，但湿地消

失速度比任何其他生态系统都要快。湿地面积的减少不仅影响到湿地赖

以生存的物种减少，更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损失。 

     2015年 6月 2 日,《湿地公约》168个缔约国在乌拉圭举办的第 12

届缔约国大会上，通过了《2016-2024 年湿地公约战略计划》，其中提

出了恢复湿地的目标，包括生物多样性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目

标。鉴于湿地在地方和区域气候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湿地恢复是适

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湿地生态系统继续退化，在过去 20 年中，湿地年损失率都

在增长。自 1970 年以来，81%的内陆湿地物种种群和 36%的沿海和海洋

物种数量下降。在上个世纪，我们失去了 70％的天然湿地面积。 

为此，《湿地公约》国际组织合作伙伴向所有缔约国发布一封公开

信，呼吁基于新通过的《2021-2030年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决议，

构建湿地恢复计划，以帮助各国加快工作，组织力量实施《湿地公约战

略计划》，推动实现 SDGs、爱知目标、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及《巴

黎协定》，最终实现扭转天然湿地加速消失的趋势。要实现这一目标，

一个关键的战略是集中各国力量，形成合力，恢复湿地及其功能，从而

增强各国气候变化适应和碳储存的能力。 

《湿地公约》国际组织合作伙伴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

野禽与湿地信托基金（WWT）、国际湿地（Wetlands International）、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其作用是促使缔约国面对和解决湿地管理、

保护和恢复中的相关问题。                              (王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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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将向印度尼西亚支付减排和减少森林采伐的费用 

 

世界资源研究所 2019年 2月 21日消息：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

尼）环境与林业部长 Siti Nurbaya Bakar 女士于 2 月 16 日与挪威气候

与环境部长 Ola Elvestuen 先生在雅加达会晤，宣布两国伙伴关系进入

新阶段。在《巴黎协定》REDD+机制框架下，挪威与印尼于 2010年联合

建立了气候和森林伙伴关系，挪威承诺向印尼提供高达 10 亿美元的援

助，旨在利用金融激励机制帮助印尼减少森林采伐、完善森林保护措施

和减少碳排放。 

印尼拥有世界第三大热带森林，其中 42%的森林用于商业用途。近

年来，严重干旱、森林火灾、森林采伐和扩大油棕榈种植面积等对印尼

森林造成了影响。由于毁林和对泥炭地的破坏（在泥炭沼泽地建立新的

油棕种植园），印尼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排名世界

第五。同时，印尼也是棕榈油的最大生产国，灾难性的森林砍伐和野生

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与棕榈油生产息息相关。印尼总统佐科于 2018 年下

令，在 3 年内暂停发放新的油棕榈树种植园许可，并且承诺到 2030 年

将碳排放量减少 29%～41%。 

Siti Nurbaya Bakar 女士表示，2014-2017年，印尼森林采伐面积

从 109万 hm
2
减少到 48万 hm

2
。在 2017年全球森林覆盖率普遍下降的同

时，印尼是毁林率在减少的国家之一。印尼的原始森林损失与 2016 年

相比下降了 60%，而泥炭保护地中的原始林损失则减少了 88%，这是印

尼政府改善森林经营的关键指标，也被视为印尼进步的重要标志。正是

这一成果，使得挪威同意基于 2010年印尼与挪威签署的 REDD+合作意向

书支付资金，帮助印尼减排及减少森林采伐。 

按照合作意向书，挪威将根据印尼政府官方森林采伐数据对碳排放

量进行估算，并且据此支付相应的费用，用于印尼政府实施环保措施，

保护森林。这笔款项来自挪威与印尼气候和森林伙伴关系的合作资金。

尽管款项金额仍在谈判中，但鉴于挪威承诺支付 480万 t减排费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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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前与其他国家达成的 REDD+协议中规定的 5美元/t 的价格，这笔款

项可能至少为 2 400 万美元。挪威向印尼支付 REDD+合作伙伴关系部分

资金这一行动，表明了国际社会愿意通过 REDD+框架为减缓气候变化成

果支付费用的积极信号。挪威碳排放支付承诺不仅会促进印尼的森林保

护工作，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向 REDD+注入更多资金。        （微 敞） 

 

FAO 与瑞典开发署、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联合保护西非森林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9年 4月 9 日消息：FAO、瑞典国际开发

合作署（SIDA）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联合开展项目，保护西

非森林。该合作项目为期 5 年，将在西非 15 个国家开展气候适应能力

建设，旨在加强可持续森林和土地管理、应对跨界森林威胁、最大限度

地改善以森林为生的社区百姓生计。项目将由 SIDA 提供 800 多万美元

财政支持，由 FAO提供技术支持。 

西非的森林和湿地面积约为 7 200万 hm
2
, 是数百万人的重要燃料、

食物和生计来源,也是各种脆弱的特有动物物种及 200多种植物的家园。

因此，森林对于西非人民和该地区生物多样性而言至关重要。1990-2015

年间,西非森林人均覆盖面积的损失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4 倍，各种驱动

因素包括不可持续的农业扩张和非法采伐所造成的毁林和森林退化影

响严重,区域间或区域内的贸易等跨界问题往往使影响加剧,亟需加强

区域一级的森林治理能力。2013 年，ECOWAS 在 FAO 和其他伙伴支持下

制定了《西非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和利用融合计划》（以下简称《森

林融合计划》），以确保在国家行动计划中处理跨界问题，继而为整个

地区的转型变革提供战略基础，在加强可持续森林和土地管理方面，项

目将增进对森林动态的了解、支持法律改革、建立并在整个区域分享以

社区为基础的最佳森林管理做法。 

此次合作项目的施行将成为《森林融合计划》推进的关键,旨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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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政治体制资源，财政与技术支持，辅助配合计划的实施，解决西非经

共体 15 个成员国的跨界森林问题。具体行动为支持执行《森林融合计

划》中的优先事项,包括:1）增进对森林资源的了解并协调森林政策的

立法框架；2）开发区域知识门户网站, 以完善数据获取途径，分享关

于最佳森林管理做法的信息；3）提供关于森林管理的法律建议和准则；

4）支持社区团体实施可持续森林和土地管理；5）通过南南合作以及分

享最佳森林管理做法, 提升整体管理能力和知识体系建设。此外，该项

目还将支持西非国家履行其他国家和国际承诺, 如《巴黎协定》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下的国家贡献 (NDC)。                   （何 璆） 

 

建立树种培育与利用体系是恢复非洲森林、景观和生计的关键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9 年 4 月 11 日消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树木的遗传多样性为预防饥荒、减轻贫困和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

提供了巨大潜力。近日，FAO、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和加纳林业研究所在加纳库马西（Kumasi）联合举办

为期 3 天的研讨会。来自区域网络组织撒哈拉以南森林遗传资源计划

（SAFORGEN）中 22 个国家的专家，以及 FAO、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世

界农林业中心（ICRAF）、国际植物园保护组织（BGCI）和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IUCN）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方聚焦建立树种培育与利

用体系在该地区履行森林恢复承诺中的关键作用，讨论 2013 年 FAO 大

会通过的《全球森林遗传资源行动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梳理总结

了 SAFORGEN在计划实施当中所做出的贡献。 

FAO 助理总干事、非洲区域代表 Abebe Haile-Gabriel 在致辞中表

示：“森林与生物多样性始终是全球的重要议程，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森

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重要组成部

分。森林及其遗传多样性是恢复非洲景观和生计的关键。”FAO 林业官

员 Jarkko Koskela 指出：“从全球层面来看，自 2013 年以来，部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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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立了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清单，或在开展遗传资源相关工作方面建立

了协调机制，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

虽然许多国家在实施《全球森林遗传资源行动计划》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进展并没有报告”。 

非洲高级林业官员 Nora Berrahmouni 表示：“在 FAO 等合作伙伴

的支持下，非洲 28 国承诺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协调开展

的 AFR100倡议恢复 1亿 hm
2
以上的森林景观，而实现此宏伟目标需要建

立在国家树种培育与利用体系良好运作的前提下，并在实际森林恢复工

作中考虑到遗传方面的问题。其中，种子中心、社区、政府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之间的能力建设与合作至关重要。”树种培育与利用体系的建立

涉及国家各级森林所需种苗的选育、采购、记录、储存、测试和交付，

对于区域森林遗传资源计划的顺利推行、乃至非洲森林景观恢复、为社

区生计提供丰富资源而言具有重要意义。Nora认为，社区是推进国家树

种培育与利用体系建立的重要一环，帮助社区开展能力建设以协助各国

发展种子中心，对于推进 FAO-防治荒漠化行动计划、满足绿色长城建设

的森林恢复需求而言都是必要的。会后，各方通过了加强森林遗传资源

的区域合作与改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路线图。 

此次会议还回顾了自 2016年以来实施 SAFORGEN区域战略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讨论了区域战略的审查和更新需求及实施战略的挑战，确定

了促进战略实施的方法，对加强筹资和能力建设工作等问题展开讨论。

《全球森林遗传资源行动计划》的推进和 SAFORGEN 所开展的工作对于

支持 2019年 3月通过的《2021-2030 年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的实

施而言尤为重要。  

《2021-2030 年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由 FAO 和联合国环境署

领导实施，该计划将与 2018年 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 COP14非洲部长峰

会上通过的《泛非生态系统恢复议程》一道，促进森林遗传资源的保护、

可持续利用与开发，为非洲及非洲人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独特且不可替

代的资源。                                           （何 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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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家具业 2018 年仍低迷不振 

 

德国家具业协会（VDM）网站 2019 年 2 月 17 日报道，德国家具业

2017 年经历了明显的业绩下滑，2018 年依旧面临困境。虽然销售额呈

现小幅上涨，但整体仍处于低迷期，与之前的市场预期相符。家具业不

同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国外销售额高于国内，厨房和办

公室家具销售情况优于家居家具。 

2018 年德国家具业销售额近 180 亿欧元，同比上涨 0.7%。其中，

办公室、商店和厨房家具制造商的销售额增长了约 6%，而传统家居家具

的需求出现了 3.5%的负增长。家具制造商的国内销售额增长了 0.7%，

国外销售额增长了 0.9%，并且国外市场对“德国制造”家具的需求正在

持续改善。2018 年，共有 480 家德国家具企业，雇佣 84 613 名员工，

创造了近 700个新的工作岗位。据 VDM 预测，2019年德国家具业销售额

将增长近 2%。VDM总经理简〃库尔斯表示：“今年的业绩将取决于英国

脱欧和国际贸易争端对行业的影响。”                    （李 茗） 

 

法国 Archimbaud 集团木材利用率可达百分之百 

 

法国农业与食品部 4 月 15 日消息：法国农业与食品部近期对木材

加工企业的考察结果显示，Archimbaud集团对木材的利用率可达 100%，

是法国生物质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为地方循环经济发展树立了典范。 

Archimbaud集团位于法国加斯科涅朗德森林（Landes de Gascogne）

腹地，专门从事木托盘生产。集团在法国建有 8 个生产基地，国外有 2

个生产基地，还有 1处生物质热电联产厂，共有员工近 300名，每年生

产约 20 万 m
3
木板、500 万个托盘以及 20 万 t 木屑颗粒。该公司秉承零

“浪费”理念，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争取木材资源利用最大化，除生产木

托盘以外，对树皮、树枝、木屑和木屑颗粒的应用也趋于极致。 

首先，将占木材总体积 10%的树皮按大小分类，出售给园艺中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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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土层覆盖物、盆栽土壤或装饰，产生第一层附加值；其次,将去皮原

木送到锯材厂，利用专有技术与设备将原木以最高利用方式加工为木托

盘，产生第二层附加值，缺陷产品也会被重新加工。每立方米木材中的

50%可生产为木托盘，另外 50％的废弃材则用于生产其他副产品。再次,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锯屑将被进一步压碎制成木屑颗粒，实现第三层附加

值，木屑颗粒日产量近 500t；最后，锯材厂生产剩余物进入造粒装臵进

行燃烧，为产品干燥垫提供热量。2014年以来，该集团生物质热电联产

厂利用锯材厂剩余物为加工厂提供能源，剩余热能再为法国电力公司

（EDF）供电，实现第四次增值。热电联产厂负责人表示，该电厂每天

燃烧 120～150t生物质燃料，其中有一半来自锯材厂，另一半来自邻近

伐木场。工厂电力装臵可再回收燃烧残留物中 80％以上的热力，至此所

有材料得以循环利用，而燃烧灰烬的再利用也在研究当中。   （何 璆）                        

 

日本决定利用国家资金修复北海道受灾民有林 

 

日本林业协会《森林与林业》杂志 2018 年 12月消息：2018年 9月

6 日在北海道发生的地震导致约 2 400hm
2
的北海道民有林受灾。政府计

划从 2019 年度开始加大推进保安林建设事业的力度，并制定了全额利

用国家资金修复受灾民有林的政策。 

此次地震造成包括“道（北海道）有林”在内的 4 000hm
2
以上的山

林受灾。北海道以迅速修复民有林为目标，在政府行政指导与帮助下，

尽一切努力修复受损山林。                            （王燕琴）  

                                        

【本期责任编辑  何 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