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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积极推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开展 REDD+合作 

 

日本林野厅情报志《林野-RINYA》2019年第 2期刊登了“防止全球

变暖的国际机制”特集，介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第 24次缔约方会议（COP24）内容及日本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在推

进 REDD+方面所开展的国际合作等情况。 

一、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机制及日本为推动 REDD+所做的努力 

1.COP24 上的 REDD+机制 

全球大约 1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毁林和森林退化，

如农田开发和森林火灾。在推进全球变暖对策的进程中,削减因毁林和

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至关重要，相关措施包括加强发展中国家

森林保护和可持续森林经营等,这一机制被称为“REDD+”。在 UNFCCC

下，确定了 REDD+具体行动计划和技术准则，并经过讨论，在《巴黎协

定》中增加了实施和支持 REDD+的激励制度。 

2018 年 12 月 2-15 日，UNFCCC COP24 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会议

通过了《巴黎协定》实施准则，要求各国在制定、实施和实现减排目标

时，适当采用 UNFCCC现有方法和指南。12 月 12日，会议发布了《卡托

维兹气候保护森林部长级宣言》（《森林宣言》），指出为实现《巴黎

协定》的长期目标，各国将加快行动，进一步加强森林及木材等林产品

对全球的贡献。同时还播放了由波兰国家林业局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UNECE）根据《三只小猪》改编的动画片，展示了木材作为低排放

建筑材料的效果，阐述了木质住宅减排效果高于钢筋混凝土住宅的观点。 

在 COP24 上，还围绕 REDD+等减排国际贸易规则展开了谈判，并决

定将在 2019 年年底举行的 COP25 上针对协议继续展开讨论。同时，还

举办了许多与森林气候有关的边会。例如，在法国展馆举行的森林火灾

边会，介绍了最近加拿大森林火灾的增加趋势和控制措施。 

2. 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机制 

如果追溯到 2008-2012年《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当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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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达国家有义务履行承诺，利用森林和农田土壤提高碳吸收量，从而

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开展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LULUCF）减排。然而，《巴黎协定》并没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加以区分，而是要求所有国家积极推进自主制定的减排目标，同时也并

没有对能源与农业等减排领域及森林等碳吸收领域加以区分。 

2018年 10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了《全球

升温 1.5℃特别报告》，指出全球应将气温的升幅控制在 1.5℃以下，

这样可以避免一系列气候变化影响。如果为了增加碳汇，就需要扩大森

林面积。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以及削减农业排放是

其主要对策，但今后希望通过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木材利用措施来推进防

止全球变暖机制的运行。 

日本提出了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量比 2013 年减少 26%的承诺，并

且要确保 2%的森林碳吸收量目标。日本在 COP24会议召开之前，在提交

给联合国的塔拉诺阿对话第二次意见书中已提出日本在森林与林业领

域的减排与发展框架。日本通过推动林业技术创新和森林经营管理体制

改革来促进林业产业化和森林的碳吸收对策的实施。另外，在发展中国

家削减因毁林和森林退化等原因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等（REDD+）方面，

日本政府还将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合作方式，在有效利用本国知识与技术

的同时，积极致力于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 

3.日本为推进 REDD+所做的努力 

参加 COP24的日本代表认为，即使在《巴黎协定》下，日本也可以

灵活利用森林和农田土壤增加碳吸收量，实现减排目标。 

在 COP24 会议期间，日本积极推送 REDD+的相关信息。在国际林业

研究中心（CIFOR）举办的论坛上，日本林野厅代表进行了演讲，强调

了推进 REDD+官方与民间合作的重要性。另外，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联

合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国际机构共

同举办活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就 REDD+产生的多种环境与社会

效益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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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REDD+不仅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还有助于防止非法采伐和实

现森林可持续经营。日本通过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相关技术研发以及人

才培养等多项事业来支持 REDD+。当然，REDD+的实施也需要大量资金。

日本通过“绿色气候基金（GCF）”向多国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该基金

中的“森林与土地利用领域”被定位为重点领域之一，用于援助森林保

护等项目。 

此外，日本还采用“双边抵消信用制度（JCM）”作为实现减排目

标机制，定量评估日本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碳吸收所做的贡献。林野

厅为让民间企业等能通过 JCM参与 REDD+，正在努力构建该机制。 

二、日本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资源监测技术合作 

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简称巴新）是一个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和广

阔森林资源的岛国，新几内亚岛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热带雨林。长期以来，

天然林采伐和原木出口是巴新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及森林社区生

计来源。另外，由于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与木材合法性，巴新

也越来越需要通过可持续森林管理模式来管理本国的森林资源。 

巴新政府希望通过 REDD+谋求气候变化对策的制定和经济发展。

2017 年，制定了《2017-2027年国家 REDD+战略》，这是巴新为实现负责

任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巴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其

中，阐述了 2017-2027 年巴新 REDD+相关工作的努力方向。然而，巴新

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商业采伐（天然林采伐），虽然限制商业采

伐和保护森林行动可相应地减少碳排放，但为了经济发展和维持最基本

的生活水平，商业采伐不可能轻易减少。因此，负责森林与林业政策的

巴新林业局根据该战略，决定加强本国为推进可持续森林管理而开展的

相关项目。                                                                                                                                                                                                                                                                                                                                                                                                                                                                                                                                                                                                                                                                                                                                                                                                                                                                                                                                                                                                                                                                                                                                                                                                                                                                                                                                                                                                                                                                                                                                                                                                                                                                                                                                                                                                                                                                                                                                                                                                                                                     

自 2011年以来,巴新林业局一直致力于利用遥感和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来提高森林资源的监测能力。截至目前，巴新开展的项目包括

利用卫星图像掌握全国森林资源现状，并对其进行绘图；提高利用全球

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现



 5 

场监控的工作人员的能力。基于这些项目成果，巴新林业局每年都要把

控好允许采伐量，以改进森林经营计划。 

预计巴新的 REDD+机制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强。巴新政府和林业局也

更加期待日本对其的援助。巴新仍将继续致力于森林可持续经营，从而

进一步提高森林资源的监测能力。 

三、日本和越南大力推进 REDD+合作 

越南拥有全球最珍贵的生态系统，在其南北狭长的国土上分布着各

类森林。1990年，由于战争和农地转换等原因，使越南的森林覆盖率降

至 27%，但之后随着植树造林和森林更新政策的有力实施，截至2017年，

森林覆盖率已恢复到 41%以上。然而，在贫困山区，严重依赖森林生存

的人很多，森林可持续经营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实施的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项目正在越

南开展，其目的是加强越南的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能力。其中，与 REDD+

密切相关的主要活动包括：在政策层面推进 REDD+体制建设；在实施层

面加强森林管理与生计改善活动。 

在政策层面上，JICA支持越南修订《国家 REDD+行动计划》，将其

作为指导越南在全国确立 REDD+ 制度和开展活动的方针，并在越南获得

GCF 成果支付(指 GCF 根据每个国家 REDD+活动成果提供资金的机制)的

准备工作等方面予以支援。其中,利用平板电脑进行森林监测是搜集森

林变化信息的最有效手段,已成为 REDD+的基础性工作。 

在实施层面上，JICA组织专家亲临林地，协助越南开展植树造林和

育林活动；组建森林巡逻队，巡视森林违法采伐活动；组织当地村民学

习果树栽培技术；组织养蜂培训，将生产的蜂蜜销售到市场，大大提高

了居民的生活水平。JICA认为，通过可持续森林管理，让当地居民承担

起保护森林的主要任务，并为他们提供可维持生计的替代性工作尤为重

要。因此，应在与当地居民进行密切协商基础上制定 REDD+相关活动计

划，注重森林建设与森林所有者的关系。今后 JICA 还将继续对越南进

行多方面援助，以确保 REDD+成果。                     （王燕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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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19 年全国预防森林火灾运动概况 

 

日本林业厅情报志《林野-RINYA》2019 年第 3 期刊登了《平成 31

年（2019 年）全国山火预防运动》一文，介绍了林野厅在 3月 1-7日期

间开展的“全国预防森林火灾运动”概况。林野厅将“不忘富饶森林，

警惕恐怖火灾”作为此次防火运动的标语，在全国开展山火预防运动，

以提高人们的森林防火意识，加强森林巡护。 

1.春季是森林火灾多发季节 

每年春季都是森林火灾的多发季节。此时，空气干燥，森林凋落物

处于易燃状态。另外，由于春季进山采摘山野菜的人有所增加，必须注

意烟草等人为造成的林火。日本 2018年的森林火灾大多发生在 3～5月。 

森林大火具有过火面积大且迅速蔓延的特点。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就

很难扑灭，多年培育的宝贵森林会瞬间消失。林野厅为此号召每一位国

民注意防火，在空气干燥或强风的日子里，必须停止篝火或开垦烧荒，

特别要注意烟火的使用。以下是 2013-2017年日本森林火灾的统计情况

（表 1）。 

表 1   日本近年来森林火灾情况汇总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3-2017

年平均数 

火灾数量 

（起） 
2 020 1 494 1 106 1 027 1 284 1 386 

烧毁面积 
（hm

2
） 

  971 1 062   538   384   938   779 

损失金额 
（亿日元） 

  233 1 369   255   157   900   583 

资料：日本消防厅统计资料 

根据表 1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将山火次数和烧损面积平均到每一

天，日本全国每天约有 4起森林火灾发生，被烧毁的森林面积约为 2hm
2
。

另据消防厅统计资料显示，2017年，日本共发生 1 284 起森林火灾，其

中半数以上发生在 3～5月。 

同样，根据 2013-2017年平均每年发生森林火灾的次数（1 386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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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开展的起火原因调查统计显示，焚烧落叶、木片等引起的火灾（篝火）

共有 403 起，占森林火灾总数的 29.1%；开垦烧荒引起的火灾 230 起，

占 16.6%；纵火（包括纵火嫌疑）140 起，占 10.1%；吸烟引起的火灾

82起，占 5.9%；玩火引起的火灾 39 起，占 2.8%；其他各类 429起，占

35.5%。由此可见，2013-2017年期间，篝火引起的森林火灾数量约占火

灾总数的 3成，其次是开垦烧荒、纵火（含嫌疑纵火）、吸烟等。大部

分森林火灾都是由于人类的疏忽大意造成的，而雷击等自然现象造成的

森林火灾为数不多。 

为此，林野厅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提出“为保护宝贵的日本森林，

请大家齐心协力，预防森林火灾”的警告，要求：1）在枯草多、易发

生火灾的场所，不要点燃篝火;2）在使用篝火等火源时要有人值守，使

用后要彻底灭火;3）在强风、干燥季节不要使用篝火，不得开垦烧荒;4）

开垦烧荒时，必须得到市町村长的许可;5）必须在指定场所吸烟，吸完

后烟头一定要熄灭，不可乱扔;6）请勿玩火。 

2.森林火灾和自然灾害应具备森林保险制度 

森林保险是将森林所有者作为被保险人，对森林火灾、气象灾害（包

括风灾、水灾、雪灾、旱灾、冻害、潮灾）、火山喷发灾害的综合补偿

保险。 

1937年，日本政府为补偿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创建了森林保险制度，

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作为森林所有者自身应对灾害的唯一措施，

森林保险在稳定林业经营、促进灾后早期重建以及森林多功能性发挥方

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2017年，日本水灾和旱灾居多，森林保险共支付 6亿日元的保险金。

为此，日本森林研究与整备机构的森林保险中心鼓励森林所有者就近咨

询森林组合、森林组合联合会或森林保险中心，希望森林所有者在预防

森林火灾的同时，务必购买森林保险，以防突如其来的森林火灾、台风

和集中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将损失降到最低。        （王燕琴） 



 8 

德国为全球泥炭地倡议提供约 200 万欧元资助 

 

德国环境部网站 2018年 12 月 5日报道，泥炭地是全球气候保护解

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土壤日（12 月 5日）到来之际，德国联

邦政府宣布为全球泥炭地倡议提供约 200万欧元资金支持。 

德国环境部长 Svenja Schulze 表示：“泥炭地是巨大的碳库，但

当其被排水后，温室气体将重新进入大气。因而，在全球很多地区保护

泥炭地是开展气候保护所不容忽视的基础工作。对于排干的泥炭地，应

使其还湿以阻止温室气体排放。德国希望发挥泥炭地的减排潜力，为此

正在制定国家泥炭地保护战略。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向其他国家传播

泥炭地知识，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德国环境部从国际气候保护倡议资金中支出 200万欧元资助全球泥

炭地倡议。全球泥炭地倡议在 2016年第 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

起，由联合国环境署协调，其目标是保护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有机碳库并

防止存储的碳释放到大气中。该倡议的合作伙伴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共同

努力，以改善泥炭地保护、恢复和管理。并且，他们还组织了全球及南

南知识交流，旨在促进泥炭地管理及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最佳实践的

技术转让。 

另外，德国超过 90%的泥炭地曾排过水，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和 70 年代，泥炭地被排水后转化为农地和林地。在这些被破坏的沼泽

地土壤中，泥炭分解并释放出温室气体，导致土壤肥力丧失。目前，只

有提高泥炭地表面的水位才能停止上述破坏过程。而对于已改为农地的

地区，必须进行可持续的土壤管理。 

    泥炭地的生态功能显著。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泥炭地仅占土地面

积的 3%，但存储了 4 500 亿～5 000 亿 t 的碳，高于森林的碳储存量。

而且，泥炭地排水和焚烧导致的碳排放量每年约为 20亿 t，占人类活动

导致的总碳排放量的 5%。由此可见，泥炭地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障水

循环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李 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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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动全国舞毒蛾虫害清查 

 

法国农业与食品部 2019年 5月 3日消息：舞毒蛾在法国蛰伏多年，

造成的虫害严重。近日舞毒蛾数量继 2018 年后继续增长。鉴于此，法

国食品总局（DGAL）植物质量健康和保护分部（SDQSPV）森林健康处（DSF）

在 2019 年初启动了全国清查，组织林务员进行野外观测，以摸清舞毒

蛾虫卵的潜在分布，了解其数量状况。此次清查动员了大量观测员，已

整理出阶段性结果。结果显示，尽管目前尚未因虫害造成大规模落叶，

但虫卵数量正在增加。 

舞毒蛾虫害与诸多鳞翅目昆虫虫害一样，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种。

法国最近一次全国性虫害在 1992-1994年间爆发，最初在夏朗德省、巴

黎盆地、埃罗省（1989年）观测到零星虫害，随后在上加龙省、科西嘉

岛多次爆发（1991 年），西南地区于 1992 年迎来大规模落叶病，虫害

爆发的单片森林面积达数千公顷，影响很大。1993年，虫害进一步在法

国中部和北部爆发，规模与 1992 年相似。1994 年虫害进入尾声，仅阿

尔萨斯省发生 3次虫害。1994年之后，因舞毒蛾寄生虫数量增加、细菌

或病毒流行以及叶片质量下降无法供成虫生长等原因，导致虫卵数量急

剧下降。自 20世纪 90年代大规模爆发后，舞毒蛾虫害由全国性转为两

年地方性虫害，发生于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2002-2003 年）、科西

嘉岛东北部海角（2008-2009年）、法国东南海岸莫雷山山区（2009-2010

年）以及蒙彼利埃腹地（2012-2013年）。 

观其历史，法国舞毒蛾虫害始发于南方，后又有转回北方的趋势，

目前北方并没有发生大规模虫害。然而，2015-2018 年间法国气候尤为

干燥，环境条件与 90 年代虫害爆发前期的状况十分相似，或会再次导

致大规模虫害爆发，至树木大面积枯死，因此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全

面监控虫卵数量与落叶情况。2018年，DSF观测员及森林灾害监测网络

均观察到科西嘉省、阿尔萨斯以及图卢兹省有反常落叶现象，全国范围

内橡树林虫害威胁报告 30 余件，意味着橡树林中潜在的虫害风险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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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一步增加。鉴于此，DSF于 2019 年初启动全国清查，并应用“5分

钟”快速观测法，确定明显可见的虫卵分布情况，最终实现在全国范围

内铺开调查，预判高风险虫害区域。按照此法，观测员在未开展过自然

灾害调研尤其是虫卵调研的林分中进行观测，在橡树林分中朝任意方向

行走 5分钟并点数该区域内的虫卵总数以及所有受虫卵感染的树木数量，

期间不做停留，仅观测视野中 3～4米高处的树叶。 

初期调研结果显示，调查林分中有 20%已检测到虫卵，但因其随风

传播难以观测，始终是制约准确预判的一大障碍。整体来看，受影响林

分分布不均，并与 90 年代虫害爆发的落叶分布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

南特到圣埃蒂安大型中心区域的法国西南地区，以及阿尔萨斯北部都观

察到了反常落叶现象。此次调查结果与 2018 年监测结果相近，东南部

阿尔卑斯和法国排名第三的经济发达地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

岸地区均有重大灾害风险，而布列塔尼和北部巴黎盆地没有检测到虫卵。  

舞毒蛾虫卵多现于树冠，易在风的推送下飘散至远距离，进而侵害

更大范围的树木。舞毒蛾在每年 6～7 月褪茧成蛾并于两周后进入交配

期，几小时后产卵，产卵量在 100～800 个之间。虫卵经过蛰伏，在第

二年的 3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期间孵化，并在孵化后 2～3 个月内消耗寄

生树叶，引起虫害。舞毒蛾偏好橡树等硬木树叶，在橡树之外的树木上

较难存活。被其侵害过的树林会出现树叶枯落现象，影响树木的结实与

更新，同时也会引发其他森林病虫害，威胁地方生态，制约橡树产业发

达地区的发展。城市中受害的庭院或行道树下也会出现大量落地毛虫，

严重影响城市景观。                                    （何 璆）         

                                                   

减少毁林和增加造林将帮助芬兰履行气候承诺 
 

芬兰自然资源研究所（Luke）2019年 4 月 9日报道，根据最新研究，

减少毁林和增加造林是芬兰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举措。尽管与森林碳汇

相比，这些措施的气候变化减缓效果相对较小，但从气候角度来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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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能减少泥炭地中的森林砍伐。 

要履行气候承诺，芬兰需要在各个领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

汇。由于 2021－2030 年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计

量规则将毁林和造林及其碳排放纳入其内，因此减少毁林和增加造林的

重要性较之前更为突出。此外，根据土地利用措施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潜

力方面的最新研究，减少毁林，特别是减少泥炭地森林砍伐，比造林更

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而在芬兰北部泥炭层较厚地区，在低价值的农业

用地上造林更有利可图。根据排放交易价格估算，这些地区的造林每年

减少碳排放量的价值与农用地的租金水平相当。 

要实现土地利用部门的长期减排目标，需要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工

具，并能在欧盟项目期之外使用。例如，通过收取土地利用变化费，可

有效杜绝以农业或城市开发为目的的毁林。同时，通过改进施肥管理也

可以减少将森林转变为农业用地的需求。鼓励农场之间开展合作可以提

高现有农用地的利用率，进一步减少毁林。此外，还可以通过财政支持

促进造林。在为植树造林提供资金支持后，应采取措施防止毁林。否则，

该政策可能会促使一个地区开展造林，而另一个地区却发生不曾预想的

毁林。芬兰典型的造林地区包括废弃的农用地、草地和泥炭生产区。 

目前，芬兰农业环境支持计划的一些措施已经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而且，通过增加草地比例，提高泥炭地地下水位，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

减排。                                                （钱 腾）                                                                    

                                                   

科学家表示对森林恢复的不同解读将阻碍气候目标的实现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网站 2019 年 4 月 16 日报道，波恩挑

战计划到 2030年恢复 3.5亿 hm
2
的森林（比印度国土面积还大），以减

缓气候变化，恢复退化土地。 

尽管各国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来实现此目标，但科学家们却

发现，森林恢复活动类型还不足以实现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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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内的目标。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自然》期刊上。 

研究指出，在承诺恢复的 2.92亿 hm
2
退化土地中，三分之二的承诺

区域涉及 24个国家，其中 45%的区域被指定营造单一树种的人工林，21%

的区域开展混农林业，34%的区域用于恢复天然林。根据研究发现，天

然林的碳汇能力是人工林的 40 倍，是混农林的 6 倍。这主要是因为天

然林可以数十年不间断地从大气中捕获和储存碳，而人工林每十来年就

采伐一次，意味着储存在树木中的碳按照这一周期将释放到大气中。 

该研究结果对恢复森林增加碳汇而言影响深远。例如，在整个 3.5

亿 hm
2
土地上恢复天然林，到 2100年可储存 420亿 t的碳。然而，如果

我们按照现有承诺面积营造人工林、恢复天然林和开展混合农林业，只

能储存 160 亿 t 的碳。而如果 100％地种植单一树种人工林，那么就只

能封存 10亿 t的碳。                                     （钱 腾） 

 

日本增加 2019 年度预算以支持《国土强韧化》政策的实施 

 

日本林业协会《森林与林业》杂志 2019 年 1月刊报道，为实施《国

土强韧化》政策，推进灾后公共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日本政府在 2019

年度预算案中增加 13 475 亿日元，旨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重点工

作是加强河流和道路的防灾减灾，修建学校耐震设施等。 

针对 2018 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日本政府为加强国土安全，在《国

土强韧化》政策基础上，制定了 2018-2020年 3个财年的《紧急对策》，

即利用近 1.5万亿日元国家财政来应对自然灾害的措施。    （王燕琴）                                                                                     

 

【本期责任编辑  王燕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