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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ES 发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 

欧盟委员会承诺加强行动应对大宗商品贸易造成的毁林  

UNECE 与 FAO 共同支持阿塞拜疆修订国家林业计划 

日本 2018年木材出口额比 2017年增长 7% 

刚果金在北部生物保护区打造生物质生产林 

非洲国家致力于通过提升国内市场需求打击非法采伐 

美国森林之友组织助力旧金山城市森林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建立森林监测系统 

中非社区林业未能帮助当地居民脱贫 

日本林野厅开始整治荒芜竹林加强生态系统保护 

法国生物多样性署与中央环境与公共卫生办公室联合打击环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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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ES 发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 

 

法国生物多样性署（AFP）2019 年 5 月 7 日消息：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第 7次全体会议于 4月 29日

至 5月 4日在巴黎召开。此次会议汇集了全球 800名参会人员，其中包

括 132 个 IPBES 成员国中的 104 个国家的专家学者，IUCN、WWF、FAO、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众多观察员组织，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CIRAD）、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

馆（MNHN）等法国研究机构的代表。 

本次会议旨在审议并发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

告》和《IPBES 未来十年工作方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

球评估报告》已由成员国政府代表审议通过，并于 5 月 6 日正式发布。

此报告基于 15 000 份科学证据和政府资料的系统分析,由来自世界主要

地区的 150名科学家耗时 3年撰写完成，是《2005年联合国千年评估报

告》发布后的第二次全球性规模评估。报告综合了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

状况和趋势，分析了趋势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 

该报告发现，当前大约有 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其

中许多物种会在几十年内灭绝，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报告显

示，约有 25%的陆生、淡水和海洋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和植物濒临灭

绝，并且灭绝速度正在加快。导致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按影响程度

高低依次排列）土地与海洋的使用变化、生物直接利用（包括捕猎、捕

鱼与伐木）、气候变化、污染及外来物种入侵。 

报告还提到，在过去 30 年间，全球贸易量增长 8 倍，全球经济体

量增长 6倍，致使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提高了一倍。尽管自然保护和

政策实施有所进展，然而按目前进展情况来看，难以实现全球自然保护、

自然可持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以及 2030年全球目标。在 20项爱

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只有 4项取得了良好进展，很可能大部分目标都

无法在 2020 年这个最后期限内实现。目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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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将导致 80%的与贫穷、饥饿、健康、水、城市、气候、海洋和陆

地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实现。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仅是一

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发展、经济、安全、社会和道德问题。只有

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科技领域内开展变革，才有可能实现上述这些可

持续发展目标。 

IPBES 作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框架下，根据决策者要求评估生物多

样性状况和为社会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政府间机构，在全球评估报告中

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福祉的关键所在。这份报告是迄今为止最

全面的全球生态系统评估，具有里程碑意义。            （王雅菲） 

 

欧盟委员会承诺加强行动应对大宗商品贸易造成的毁林 

 

欧盟 FLEGT 网站 2019 年 5 月 2 日报道，2018 年 12 月 18 日，欧盟

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路线图”（《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加强欧盟行动》），

提出了“加强欧盟打击毁林和森林退化的行动”的倡议，承诺解决全球

森林砍伐问题，减少欧盟在世界森林中的足迹。为此，欧盟委员会自 2019

年 1月 14日开始了为期 40天的公众咨询活动，以帮助欧盟制定打击森

林滥伐、保护森林和促进建立可持续供应链的方法。 

欧盟委员会于咨询期间共收到了近 1 000 份调查问卷答卷。70%的

受访者认为他们能够“很好地了解”毁林和森林退化问题。73%的受访

者认为目前欧盟解决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政策框架是不够的。当被问及欧

盟倡议应该关注哪些会导致森林面临风险的商品时，80%的受访者选择

了棕榈油，其次是肉类（54%）、大豆（52%）、生物柴油（45%）和木

材（34%）。被认为非常重要或重要的有效行动包括：1）支持森林政策、

森林可持续经营、更好地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2）将森林砍伐和森林

退化问题纳入与热带国家签署的欧盟贸易协定中；3）确保欧盟或欧洲

投资银行的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地资助导致森林砍伐的项目；4）解决

欧盟对某些不可持续生产且具有风险的林产品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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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世界每秒钟就有一个相当于足球场面积的森林消失，不

仅对森林社区造成了伤害，还排放了全球 10%的温室气体。欧盟是大豆、

棕榈油、可可和肉类等与毁林密切相关的商品的最大进口地区。2017年，

欧盟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别进口棕榈油 3 410万 t和 178.1万 t，

而油棕和木材纤维行业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毁林的最大推动力。仅

在印度尼西亚，1990年至 2015年间就有2 400万hm
2
的热带雨林被砍伐，

几乎相当于英国的国土面积。欧盟委员会 2013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欧

盟在 1990年至 2008年期间进口了与毁林有关的所有农产品和畜产品的

近 36%。2018年 3月发布的欧盟委员会研究报告也指出，欧盟的肉类消

费水平高，依赖进口牲畜饲料，对资金和投资流动缺乏控制，这些都是

造成森林砍伐的原因。根据欧盟自己的计算，欧盟是农产品人均进口最

多的地区，对森林风险商品的消费也在逐年稳步上升，导致全球森林砍

伐量上升。欧盟的消费已成为全球毁林率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近年来，欧盟通过颁布和执行《欧盟木材法案》和《欧盟森林执法、

施政和贸易(FLEGT)行动计划》，在解决非法木材进口的问题上发挥了

引领作用。欧盟还签署批准了《纽约森林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 

of Forests)，以“支持并帮助实现私营部门的目标，即最迟在 2020年

前消除在棕榈油、大豆、纸张和牛肉等农林产品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毁

林”。2008年以来的 10年中，欧盟制定的各种战略（例如《2014—2020

年欧盟林业战略》）、规划（例如《2020年欧盟环境行动计划》）都表

达了采取果断行动来应对欧盟森林风险商品消费增长趋势和帮助减少

全球毁林的必要性。 

然而，自 2001 年以来，尽管各地区存在差异，各国政府、环保人

士和企业也在努力，大宗商品驱动的森林砍伐总体速度却仍然没有降下

来。随着 2020 年的临近，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承诺、战略、

行动计划显然不会实现。针对现有措施明显无效的情况，欧洲议会一再

呼吁欧盟委员会制定具体和一致的监管措施，以解决欧盟森林风险商品

贸易和投资问题。2018年，丹麦、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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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等 7个欧盟成员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在年底前就毁林和森林退化问

题提出一项行动计划。欧洲议会也于 2018 年呼吁尽快出台行动计划。

此外，很多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公司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 

2018 年 12 月发布的“路线图”强调了毁林与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之

间的联系，尤其是大豆、棕榈油和牛肉等农产品。“路线图”考虑了应

对供应链影响的行动、金融和投资部门的作用、欧盟消费以及支持生产

国的措施。欧盟委员会认识到，“欧盟作为农林业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

国，既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路线图”对于欧

盟减少对森林风险大宗商品的需求和投资森林风险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动可以防止对生产国的“侵犯”，可以保护当

地社区的生计、土地权利以及食物和水安全，同时也支持欧盟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和减少欧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应对全球农业系

统负面影响的挑战是巨大的，但这对于制止全球森林砍伐和防止危险的

气候变化的努力是绝对必要的，而欧盟已明确承诺要实现这些目标。 

                                                 （微 敞） 

 

UNECE 与 FAO 共同支持阿塞拜疆修订国家林业计划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2019 年 2月 21日消息：阿塞拜疆

共和国政府意图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和修复的力度，提升全国森林功能的

重要性。重组林业机构和建立新的经营管理系统现已列入阿塞拜疆生态

和自然资源部（MENR）的重要工作日程，其中更新国家林业计划（NFP）

并制定实施路线图，同时在国际和国家层面考虑林业部门最新发展是其

中的重要议题。 

2019 年 2 月 21日，阿塞拜疆 MENR在 UNECE/FAO林业和木材处以及

FAO 驻阿塞拜疆伙伴关系联络处的支持下，在阿塞拜疆巴库举办了关于

国家林业计划修订和森林经营系统现代化的国家森林政策对话。来自阿

塞拜疆生态和自然资源部、农业部、经济部、国家财产问题委员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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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计委员会等 60 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生态部长

Mukhtar Babayev 先生表示：“阿塞拜疆共有 121.37 万 hm
2
森林，仅占

全国土地面积的 12%。我们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增加森林覆盖率并发展森

林的可持续利用。为此，应首先进行森林清查，从规划的‘被动模式方

法'转变为‘主动模式方法'。修订国家林业计划将是转变的关键。” 

FAO驻阿塞拜疆代表 Melek Cakmak 女士强调，FAO将继续支持阿塞

拜疆共和国政府特别是 MENR 在林业和渔业领域的改革，并分享 FAO 的

经验和该领域中的全球最佳实践。 

UNECE/FAO 林业和木材处表示将向阿塞拜疆共和国生态和自然资源

部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修订国家林业计划，提高现代化森林经营系统技

术。该倡议是在 2018年 11月获批的 UNECE/FAO项目“修订国家林业计

划和森林管理系统现代化的技术支持”框架下提出的。      （王雅菲） 

 

日本 2018 年木材出口额比 2017 年增长 7% 

 

日本《林政新闻》2019 年 2 月 20日消息：日本木材出口额在 2018

年突破 350亿日元大关。除面向中国的原木出口继续增长外，出口到美

国的栅栏用扁柏木材的出口额也有所增加，木材出口总体呈持续上升态

势。 

据林野厅 2月 8日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木材出口额较

2017 年（326 亿日元）增长了 7%，达到 351 亿日元。这是继 2017 年时

隔 38年首次超过 300亿日元大关后的又一次突破，增长势头不减。 

从出口目的地国的情况来看，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木材贸易额位居第

一位，为 159 亿日元，比 2017 年的 145 亿日元增长了 9%。其增长点主

要是用于内包装材料和土木工程等的原木出口贸易额出现持续增长。菲

律宾位居第二位，为 79 亿日元（2017 年 74 亿日元），同比增长 8%。

位居第三位的是韩国，因受韩国经济不景气影响，2018年出口到韩国的

木材总额出现下滑，为 32 亿日元（2017 年 37 亿日元），同比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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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紧跟其后，对美国的木材出口额为 25亿日元，

同比增长 32%，对台湾地区的木材出口额为 20 亿日元，同比增长 21%。 

从出口品种来看，出口类型最多的仍是原木，出口额达到 148亿日

元（2017 年 137亿日元），同比增长 8%；胶合板等 72亿日元（2017年

63亿日元），同比增长 14%；锯材 60 亿日元（2017年 54亿日元），同

比增长 12%。                                         （王燕琴） 

 

刚果（金）在北部生物保护区打造生物质生产林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5 月 10 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刚

果（金））农村人口约 4 500万，其生计尤为倚赖森林资源。刚果盆地

热带雨林 60%的面积位于刚果（金）境内，（金）有着独特的生态系统，

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碳储存区域，能够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但长期以来，刚果盆地森林由于过度采伐，正在渐渐消失，而农村人口

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地方性冲突及高失业率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当地

人民生存艰难。 

近日，CIFOR、中非皇家博物馆（MRAC）和比利时资源与发展协同

公司（R&SD）合作开展造林工程，在刚果（金）北方贸易中心乔波省

（Tshopo）部分新采伐林区内营造了用于生物质生产的森林，为邻近村

民提供电力，创造就业机会，以提高当地农民生活质量，为刚果（金）

发展注入动力。造林工程资金来自欧盟第十一期发展基金资助的 Tshopo

培训、研究和环境项目（FORETS 项目），该项目总资金 2 700 万欧元，

执行期限从 2016年 12月至 2021年 11月，旨在促进刚果（金）国家农

业研究所（INERA）Yangambi 生物圈保护区的景观开发与综合利用，在

约 40万 hm
2
近百万居民活动的区域内创造经济机会，并促进生物多样性

的可持续管理。 

生物圈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人与生物圈计划”（MAB）

中提出的一项概念，典型的生物圈保护区通常包括 3种功能区：严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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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核心区、可开展培训与研究的缓冲带以及可供周边居民进行可持续

利用的过渡区。Yangambi 生物圈保护区的部分区域在 20 世纪中期殖民

时期曾用于热带作物种植，主要生产橡胶、咖啡、香蕉和棕榈油等产品，

而该种植园近几十年来一直未被生产，不再具有生产力。因此 INERA希

望借助外来项目对其进行修复，转型为生物质生产林。此次生物质林造

林工程于 2017 年开始收集树种并培育种苗，2018 年进行第一轮树木移

栽，至今已栽种近 8 000棵面积达 30hm
2
的树木。另外，该工程还计划，

自 2019年起每年能够栽种 300hm
2
的树木。 

中非皇家博物馆（MRAC）高级专家 Nils Bourland 表示，此合作项

目能为当地居民和环境发展带来双赢。一方面能够利用贫瘠土地扶持当

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减轻原始林资源压力的同时满足当地能源需

求。                                                   （何 璆） 

 

非洲国家致力于通过提升国内市场需求打击非法采伐 

 

FAO 非洲区域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6 日消息：来自 6 个非洲国家的

代表正在科特迪瓦阿比让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旨在讨论尝试通过挖掘

国内市场打击非法木材贸易。非法采伐及其相关贸易破坏了非洲森林可

持续发展的潜力，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努力，同

时剥夺了国家的重要收入。喀麦隆、科特迪瓦、加蓬、加纳和利比里亚

的政府官员在会议活动中讨论如何通过制定公共采购政策来加强国内

木材和木材产品的合法供应。 

FAO 驻科特迪瓦代表 Samy François Gaiji 先生表示：“虽然目前

很多关注集中在打击国际市场上的非法木材贸易，但各国也必须通过制

定激励措施来规范本国国内市场，并在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刺激对合法木

材的需求。”他还强调：“鼓励公共机构在国内市场购买合法采伐木材

的公共采购政策，是促进合法木材贸易的关键。” 

目前，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加纳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合法木材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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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政策。FAO 林业官员 Daphne Hewitt 认为，这三国取得的进展及其

经验教训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制定类似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来自政府、民间社会、学术界、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的 90 多名与

会者参加了此次研讨。阿比让区域研讨会由 FAO-EU 森林执法、治理和

贸易（FLEGT）行动计划、科特迪瓦水与林业部、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

德国国际开发署联合举办。                              （王雅菲） 

 

美国森林之友组织助力旧金山城市森林建设 

 

美国森林之友组织网站（https://www.fuf.net）报道，美国森林

之友（FUF）是一家位于美国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1970 年，旧金山市

政府削减了对城市林业的资助，在此背景下，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决定成立 FUF，利用各类基金会等的捐赠，通过组织社区植

树、维护城市树木等方式来推动城市林业建设。 

FUF曾于 1981 年 3 月在旧金山第一次开展植树活动。活动期间，他

们对植树区域进行了规划，如清除混凝土地面，将其改造成绿化用地；

为旧金山各地的个人、社区团体提供行道树和人行道花园的简单规划，

以确保行道树苗健康生长；清除城市中死去的树木，重新种植树木；与

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开展合作，在旧金山各学校周围种植树木等。FUF

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按计划进行“家访”，在行道树种植后的头三年内

为其提供管护，并开展每周巡查工作，以便寻找和照顾已经倒下、倾斜

或有其他问题的行道树苗，并进行紧急维护。 

为了加强城市森林建设，FUF 编撰出版了关于城市街道树木种植及

养护方面的书籍——《旧金山树木》，该书荣获 1985 年美国景观设计

师协会传播荣誉奖。20 世纪 90 年代初，FUF 开发了一个专门的树木保

育项目，并于 1995年启动了苗木护理项目（现称为“绿色树苗项目”），

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付费城市林业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之一。目前，FUF

https://www.fuf.net/


 10 

主要从事以下工作：①城镇绿化；②提供渠道带动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绿

化；③提供最新城市林业政策咨询。                        （廖 望） 

 

乌兹别克斯坦建立森林监测系统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网站 2018年 8月报道，2018年 8

月 8-10日，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家的 30多位林业

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研讨会，回顾了该区域近年来森林可持

续经营标准和指标的编制情况。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林业委员会代表 Abduvokhid Zakhadullaev 先生

介绍了该国为实现森林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森林经营监测方面取得的进

展。该国的国家森林监测系统正在建设之中，旨在提供森林经营利用方

面的可靠信息，从而促进国家森林政策和森林规划的制定，实现森林可

持续管理。 

建立国家森林监测系统是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肖开提·米尔则亚耶

夫在 2017 年向议会发表讲话时提出的需要优先开展的活动。他指出，

必须要制定森林经营和政策效果的评估标准。2017年成立的乌兹别克斯

坦国家林业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努力制定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具体标

准和指标。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中列出了 14 项标

准，涉及森林政策、森林资源、荒漠化、法律和体制、森林认证和生态

旅游等方面。此外，为了应对波恩挑战，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了高加索和

中亚区域项目，力争到 2030年恢复 250万 hm
2
退化土地。 

此次研讨会是在 UNECE/FAO林业和木材处的支持下，由乌兹别克斯

坦共和国国家林业委员会举办，是为期 3年的联合国发展账户项目支持

的项目活动。该项目旨在支持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制定森林可持续经营问责制度，在乌兹别克斯

坦致力于推动将森林可持续经营纳入政治议程。UNECE/FAO 林业和木材

处副处长 Ekrem Yazici 先生表示，建立功能性森林报告系统不仅有利

https://www.sogou.com/web?query=%E8%82%96%E5%BC%80%E6%8F%90%C2%B7%E7%B1%B3%E5%B0%94%E5%88%99%E4%BA%9A%E8%80%B6%E5%A4%AB
https://www.sogou.com/web?query=%E8%82%96%E5%BC%80%E6%8F%90%C2%B7%E7%B1%B3%E5%B0%94%E5%88%99%E4%BA%9A%E8%80%B6%E5%A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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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森林监测，还将使乌兹别克斯坦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开

展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方面取得进展。                     （李 茗） 

 

中非社区林业未能帮助当地居民脱贫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2019年 3月 29日报道，很多专家认为，

社区林业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从理论上讲，由于当地居民最适

合管理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因此可通过可持续发展来缓解贫困，增强

社会流动性，实现森林生态保护。为此，当前拥有热带森林的多个国家

把农村发展作为国家减贫战略的核心内容，并赋予当地社区直接管理森

林和决定土地利用方式的权利。 

然而目前事实却恰恰相反。CIFOR 和基桑加尼大学（UNIKIS）的研

究人员发现，中非地区的多个国家并未从社区林业中获益。以刚果民主

共和国（刚果（金））为例，其东北部的两个社区森林试点未能增加居

民的实际收入，主要问题在于刚果（金）社区森林商业水平低。研究项

目负责人 Guillaume Lescuyer 表示，在他们考察的两个试点中，其 5

年资金周转率皆为负数，并且在所有生产活动中，包括伐木、狩猎和薪

柴采集等，利润很低甚至会赔本。虽然在评估社区林业时，财务影响只

是其中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但它却是维持社区林业的最大决定性因素。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目前社区林业不太可能成为刚果(金)社区的主要

收入创造模式。                                       （廖 望） 

 

日本林野厅开始整治荒芜竹林加强生态系统保护 

 

日本林业协会杂志《森林与林业》2019年第 2期消息：因竹林所有

者对竹林保育和管理不周，任其荒芜，致使竹林无序生长，且面积不断

扩大，甚至扩展到山区民宅等区域。这些无人管理的竹林被称为“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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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除容易因大雨发生地滑现象外，还会威胁到周围其他植物的生

长，给生态系统带来不良影响。 

林野厅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现有竹林面积约 16.7万 hm
2
,2007-2017

年的 10年间面积增长了 8 000hm
2
左右。这一增长面积大约相当于 1 700

个东京巨蛋（Tokyo Dome，是一座位于东京文京区占地面积 4.7hm
2
的体

育馆）的面积，增长速度惊人。为减少“荒芜竹林”给生态系统带来的

危害，林野厅已在日本全国开始行动，对竹林进行整治，并对采伐后的

竹子加以有效利用。                                    （王燕琴） 

 

法国生物多样性署与中央环境与公共卫生办公室 

联合打击环境犯罪 

 

法国国家公园官网（www.parcsnationaux.fr）2019 年 4 月 8 日消

息：法国生物多样性署（AFB）和中央环境与公共卫生办公室（OCLAESP）

签署了一份为期 3年的合作协议，旨在联合打击环境犯罪。面对环境问

题的日益增加，这种伙伴关系将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打击贩卖保护物种

提供新的动力。AFB 具有管辖水域及生物多样性的行政和司法职权，

OCLAESP 已经尝试通过联合双方力量在环境犯罪相关重大问题上进行合

作。此次签署的协议将通过建立伙伴关系这一形式巩固双方的非正式合

作。此前，双方已经开展合作打击了多种犯罪和违法行为，在查处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案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王雅菲） 

 

【本期责任编辑  王雅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