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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 指出混农林业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FAO 网站 2019 年 5 月 20 日消息：FAO 当日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

第四届世界混农林大会上发布了《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和森

林权属负责任治理指南》。该指南系 FAO与世界混农林业中心（ICRAF）

合作撰写，在强调权属的重要性时，也意在推动混农林业实践。指南的

目标使用者是政策制定者、项目经理和农场主。 

FAO 副总干事及气候与自然资源协调员 Maria Helena Semedo 女士

在开幕式上强调，混农林不是界于森林和农田之间的无人之地，而是需

要特定政策支持的领域。它是指在农作物或牲畜生长地有意地种植树木、

灌木、棕榈、竹子等木本多年生植物并发挥生态协同作用的一种土地利

用系统。在多用途的农业土地系统中栽种树木，不但能扩大和维系粮食

生产，为所有土地使用者提供重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而且能吸

收碳，减缓气候变化，可持续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证乡村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受到广泛关注。相比于天然林，传统的

混农林系统的植物物种多样性增加了 50%～80%，并且有利于授粉昆虫的

活动，可以使农场生产力增长 24%。 

因此，推广混农林最佳实践是许多国际倡议的目标，如“联合国家

庭农业十年倡议”。FAO在多国开展项目，充分发挥混农林的多种功能。

例如，在尼泊尔抛荒地发展混农林业；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易干旱

地区开展土地健康和水资源保护项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开展经济

林人工林项目等。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农业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土地权属问

题。由于树木生长周期长，土地权属问题因此成为混农林倡议的十分重

要的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超过 70%的土地未纳入官方的土地管理

系统，而是置于复杂的传统土地管理系统中，需要从当地角度理解土地

利用问题。这份指南指出，混农林如果土地权属不确定，几乎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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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权属不明确经常妨碍发展。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一向有通过种植树木宣告土地所有权的惯例，这导致权力的滥用，甚至

导致人们为避免冲突而不允许栽树。有些地区甚至将一棵树的树皮、果

实和木材分给不同利益方，因此栽种树木不会为植树者带来好处，这导

致小林主不愿意投资栽种树木，或栽种一些不适宜当地生长的树种。此

外，一些地方的规定也不利于鼓励妇女种植某些类型的树木，甚至干脆

禁止妇女种植树木，特别是涉及到所有权问题时。         （陈 洁） 

 

日本正式实施《森林经营管理法》和“森林环境让与税” 

 

    日本林业厅情报志《林野-RINYA》2019 年第 4 期消息：自 2019 年

4 月起，日本正式实施《森林经营管理法》（亦称《森林经营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森林管理制度》），并且《森林环境税及森林环境让与税相

关法律》已于 3月正式通过。  

    《森林管理制度》规定，市町村作为中间人与森林所有者和民间企

业展开合作，将尚未进行经营管理的森林进行适当的经营管理。日本政

府希望通过这种适当经营管理模式，有效利用被搁置的森林，提高森林

的多种功能，将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风险降到最低，以保障各地区民众

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市町村今后应针对森林所有者的经营管理意向发

起调查。 

“森林环境税”和“森林环境让与税”的创建是日本政府为谋求实

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防止灾害发生,确保森林整备等所需的必要财政

支出,让每一位国民平等分担税款以支持森林整备的一种机制。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从 2024 财年开始征收“森林环境税”（计划

税额为每人每年 1 000日元）。但在此之前，为尽快应对森林存在的现

实问题，结合《森林管理制度》的引入，决定自 2019 财年开始提前分

配“森林环境让与税”，也就是说将应于 5 年后征收的“森林环境税”

税款提前拨付给市町村和都道府县，用于各地区的森林整备，而分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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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则先从 200亿日元起步，分阶段提高。“森林环境让与税”主要包括

用于间伐、林业人才培养、劳动力确保以及在促进、普及和宣传木材利

用方面与“森林整备及其促进活动”有关的费用。 

    日本政府希望以此税的启动为契机，不仅对山村地区的森林进行森

林整备，充分发挥森林的公益功能，同时期待着城市与山村开展合作，

共同推进木材利用。                                    （王燕琴）                          

 

欧洲森林面积前十大国家 

 

世界地图集网站 2019年 4月 29日报道，全球森林面积约 31亿 hm
2
，

森林覆盖率约 31%。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里，全球有超过 1.3 亿 hm
2
的

森林因为毁林、洪水和火灾等原因而遭到损毁。仅 2016年就丧失了 2 970

万 hm
2
的森林。欧洲是世界上第六大洲，但是欧洲的森林面积最多，超

过 10.15 亿 hm
2
。虽然俄罗斯森林面积全球最高，但其森林主要分布在

亚洲大陆。因此，森林面积最大的欧洲国家当属瑞典，芬兰、西班牙和

法国紧随其后。 

瑞典：该国拥有欧洲最大的森林面积，约为 2 800 多万 hm
2
，占瑞

典国土总面积的 68.95%。瑞典试图通过控制森林砍伐来管理森林，但人

口的增加给森林经营管理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瑞典的主要树种是栎树、

桤木、挪威云杉、欧洲山毛榉和欧洲赤松。 

芬兰：该国约有 72%的国土被森林覆盖，森林面积约为 2 220 多万

hm
2
，森林面积欧洲排名第二。芬兰近 90%的森林是针叶林，主要为松树

和云杉。96%的森林是半天然林，只有 4%的森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林。 

西班牙：该国森林面积为 1 840 多万 hm
2
，约占国土面积的 36.7%，

森林面积欧洲排名第三。大片树木甚至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

森林也大量生长在受保护的国家公园里，如阿尔托塔霍（Alto Tajo）

自然保护区、瓜达拉马（Guadarrama）国家公园和佩内拉拉（Penalara）

自然公园。在过去的 40 年里，西班牙营造了约 800 万 hm
2
森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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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2年的森林砍伐减少了约 64 万 hm
2
的森林。 

法国：该国有近 1 700 万 hm
2
森林，覆盖率为 31%，在欧洲排名第四。

2000-2017年间，法国损失了约 100万 hm
2
森林，约占森林总面积的 6%。

2014年，法国颁布了一项法律，通过更新已被毁林的林地来保护天然林。

奥尔良森林、乔森林和枫丹白露森林等是法国著名的森林。 

此外，排在第五到第十位的其他欧洲国家依次为：挪威（1 698.9

万 hm
2
）、德国（1 141.9 万 hm

2
）、土耳其（1 194.3万 hm

2
）、波兰（943.5

万 hm
2
）、意大利（992.7万 hm

2
）和罗马尼亚（686.1 万 hm

2
）。 

    欧洲森林尽管面临毁林的威胁，但是比其他大陆的森林要好很多。

自 1993年以来，欧洲大陆的森林面积增加了大约 1 700 万 hm
2
，其中一

半是由欧洲各国或保护组织种植的。欧洲环境署（EEA）希望到 2030年

停止毁林，并将森林覆盖率至少提高到 50%。欧洲各国已通过法律保护

自然环境免遭破坏，目的是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            （微 敞）         

 

日本在 2019 年度梅雨季节前开展“山地防灾运动” 

 

日本林野厅网站 2019年 5月 15日消息：林野厅宣布为预防因山地

灾害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在梅雨季节正式到来之前，将携手各都道府县

和市町村，并在相关机构和地方民众协助下，实施 2019 年度的“山地

防灾运动”项目。该项目将通过及时通报山地灾害危险地区、加强山地

防灾巡视等活动，提高当地民众的防灾意识，使山地灾害防患于未然。 

日本由于地理位置跨度较大，各地梅雨季节的到达时间并不相同。

但在一般情况下，日本的梅雨季节从每年 5 月开始，由冲绳一路北上。

高频率降雨主要集中在 5～7 月期间，通常持续一个月左右。除了北海

道地区不受影响外，日本岛内其他地区都多雨。近年来，日本山地崩塌、

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山地灾害频发，严重危及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此，从 1996 年开始，林野厅在每个财政年度都与都道府县和市町村

进行合作，开展“山地防灾运动”，对提高民众防灾意识起到了及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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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 

另据林野厅针对 2014-2018年所发生的山地灾害统计数据显示，包

括国有林和民有林在内的治山设施与荒废林地，最近 5年来（2014-2018

年）日本发生山地灾害的地方年平均为 2 100多处，年均损失金额约为

893 亿日元。其中，2014 年受灾数量共达 1 170 处，损失金额 525.53

亿日元；2015年，受灾 872处，损失 281.63亿日元；2016年，受灾 2 265

处，损失 955.84 亿日元；2017 年受灾 2 295 处，损失 634.02 亿日元；

最为严重的是 2018 年，受灾地区达 4 062处，累计损失 2 067.89亿日

元，主要为山体滑坡、暴雨、台风和地震所致。其中，2018 年 7月的暴

雨和 9月的北海道地震所造成的山地灾害就十分严重。 

因此，林野厅非常重视 2019 年度的“山地防灾运动”，并将以林

野厅、都道府县、市町村为实施主体，由一般社团法人的日本治山治水

协会协办，在 5月 20日到 6月 30日期间实施。“不忘受灾历史，治山

世代相传”是此次防灾运动的主题，主要实施以下事项： 

1.利用广告推进活动宣传 

通过张贴海报、分发手册以及利用相关网站进行信息推送等形式，

对“山地防灾运动”进行积极宣传与推进。 

2.加强防灾信息的通报 

通过收集山地灾害危险地区的信息、针对当地居民召开关于防灾讲

座和现场研讨会、发布防灾地图等形式，使当地民众广泛知晓有可能发

生山地灾害的危险场所及其危害性。 

3. 推进保安林的适当管理 

通过让民众了解保安林制度并加强对保安林的巡视等工作，努力发

挥保安林的防护功能，推进对保安林的适当管理。 

4.根据地区实情推进防灾措施的实施 

1）实施山地防灾巡视策略：与当地居民及危险设施管理者等合作，

在民宅或易发生灾害的相关设施周边开展山地灾害危险地区和治山设

施的排查工作，并面向协查人员举办研讨会以推进防灾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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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危险设施信息提供策略：为建立针对危险设施的防灾体系，

需与相关机构合作，召开以负责危险设施的管理者为对象的说明会等，

及时通报山地灾害的相关信息。 

3）整治并完善发生灾害时的警戒和避难体制：为顺利实施防止二

次灾害的预防措施，需迅速掌握受灾情况，实施山地灾害紧急应对措施

和治山设施的修复对策。各受灾地区通过与有关部门开展合作，推进灾

害应急手册的修订与完善。此外，根据该手册，在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

的同时，还需在有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开展居民避难和应急对策等的演

练，努力完善灾害警戒和避难体制。 

4）开展治山事业的宣传活动：与有关部门合作，举办治山事业现

场观摩活动，积极宣传治山事业的重要性，提高当地居民防灾意识。 

5）协助开展预防山地灾害标语等的募集活动：积极协助有关部门

向学校和当地居民宣传日本治山治水协会组织开展的“2019年度预防山

地灾害标语和摄影比赛作品招募”等活动。                （王燕琴） 

                                                 

森林时尚倡议定义行业新趋势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网站 2019 年 3 月 14 日报道，化

石燃料加工而成的合成纤维的消费量占全球面料消费总量的近 65%，由

于这些合成纤维不可生物降解，加剧了海洋中已经存在的微塑料问题。

而其余 35%消费面料的原料多为棉花，但棉花主产于世界干旱地区，需

要使用大量的灌溉水以及大量有毒杀虫剂。在新时代下，时尚行业必须

顺应环保要求，做出调整改革，同时提供更健康的工作环境。 

面对这些挑战，人们将目光转向了可提供低环境影响纤维材料的森

林。时尚品牌越来越多地青睐使用由可生物降解和可再生的森林纤维制

成的纺织面料来进行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森林认证是确保可持续性的

关键，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信纤维来自可持续经营的认证森林，且森

林将会为人类可持续地提供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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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可持续生产的木材纤维在时尚方面的创新潜力，UNECE、

FAO林业和木材部、PEFC和 Cittadellarte 最佳时尚（意大利环保时尚

组织）在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发起了森林时尚倡议。该倡议符合最

近通过的《温哥华森林产品促进更美好未来邀约》的原则，承认可持续

生产的木材和木制产品作为环保材料的价值。同时，在大会上还成立了

“联合国可持续时尚联盟”，旨在加强联合国各机构和各项目之间的合

作，推动时尚行业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2019年 3月 10-15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的可持续创新博览会上，

在“联合国可持续时尚联盟”的组织下，展出了由年轻设计师使用木材

纤维制作的令人惊艳的创新服装。40多家组织和公司在博览会上展示了

应对环境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亲善大使、

香港女演员杨紫琼作为森林时尚的坚定支持者，在“森林制造”可持续

时尚短片中亲身寻访并试穿使用来自森林的环保材料，通过可持续方式

生产出来的服装，宣传可持续时尚。 

UNECE 作为联盟的积极参与者和森林时尚倡议发起组织之一，正在

制定标准，以提高服装行业可持续价值链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钱 腾） 

                                            

日本举办《合法木材法案》实施研讨会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2019 年 5 月 10 日消息：日本《合法木

材法案》于 2016年通过并于 2017年生效，鼓励公司采取措施确保使用

合法采伐的木材和木制品。 

2019 年 3 月 8 日，日本林野厅、ITTO 和日本公益财团法人地球环

境战略研究机关（IGES）在日本东京共同举办了为期一天的促进日本合

法木材进口研讨会。各方代表在会上就巴西、厄瓜多尔、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菲律宾和泰国等 5个热带木材生产国的木材生产和贸易法律框

架进行了交流，向日本企业提供了 5个国家的木材生产、合法性验证体

系、风险和缓解措施方面的最新信息，以支持《合法木材法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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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林野厅木材贸易对策室室长畑茂樹在研讨会开幕时指出，日本

是世界第三大木材进口国，根据《合法木材法案》自愿注册的公司数量

正在增加。日本林野厅已创建在线平台，协助企业实施海外木材采购政

策。目前该平台已经提供了 19 个木材生产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此次会

议中研讨的 5 国木材生产和贸易法律框架报告是林野厅委托 ITTO 提供

的，希望这些信息对木材企业有所帮助。 

ITTO 贸易和工业部主任 Steven Johnson 表示：“热带木材生产国

的政策和法律正在迅速更新完善，因此有必要对最新进展进行追踪。”

日前，上述 5国报告已由 ITTO委托 IGES专家完成，概述了每个国家的

林业主管部门在木材采伐、运输、加工、进出口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确

定了合法性风险和减轻这些风险的关键点。 

其中，厄瓜多尔报告指出该国约有 40%的森林属于国家所有，6%属

于私有，其余土地权属不明。国内木材主要来自私有人工林、私有天然

林和农田林。其工业树种是巴沙、桉树和松树，而该国在亚马孙天然林

中采伐的约 120种材种也进入了厄国内市场。厄瓜多尔进口林产品主要

为纸浆和纸张，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为桉树木片以及少量锯材。法规

和程序适用于各类森林的木材生产以及木材运输、加工和出口。 

老挝报告显示，老挝禁止采伐天然林，木炭是出口至日本的主要木

材产品。然而，该国尚无建立起下游加工监管链，因而无法追溯产品来

源，目前正在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行动计划框架下与欧盟进行谈判。 

菲律宾也实行了天然林禁采政策，木材生产主要来自速生人工林，

主要树种包括镰刀目（Paraserianthes falcataria）等，向日本出口

的木材产品主要为家具，其原材料大多为进口原木、锯材和胶合板。菲

律宾正在考虑建立木材合法性保证体系。 

    泰国同样禁止天然林采伐，其人工林以橡胶林和桉树林为主，对日

出口林产品主要为木片和木制家具。泰国木材的采伐、运输、加工与出

口的办理流程和许可发放是根据不同林木使用权和树种而有所区别。由

于加工厂无需记录木材来源，因此很难追溯产品源头。        （何 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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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研究人员正在寻求阻止各类物种灭绝的方法 

  

芬兰自然资源研究所（Luke）2019 年 2 月 21 日报道，芬兰森林正

面临严峻考验，濒危物种越来越多，研究人员正在极力寻找阻止各类物

种灭绝的方法。由 180余名专家共同撰写的《芬兰物种红皮书》针对近

22 500种物种的保护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评估，其结论与建议有

助于指导开展未来物种保护行动。 

在芬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受到认可。一些重点自然

保护地受到《森林法》和《自然保护法》的保护，同时认证标准要求森

林里必须有不能砍伐的保留木，为众多昆虫和寄生虫提供繁衍之地。芬

兰私有林地所有者在美卓公司（可持续技术服务公司）项目的支持下，

自愿保护其森林，以获得补偿。许多林主在采伐期间选择保留一些高

2m～5m 的树桩。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有研究表明粗木质残体

（CWD）的减少是导致森林物种锐减的一个主要原因。CWD是森林生态系

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生态功能，对森林物种保

护至关重要，供养的物种不计其数。据估测，芬兰森林中的近 1/4物种，

即 4 000～5 000种物种依赖 CWD生存。 

欧盟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制定实施了《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

战略的其中一条目标是：到 2020 年停止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一目标

尽管很宏大，但在芬兰却难以实现。为此，研究人员表示，芬兰特别是

其南部和中部地区应采取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尤其是要限制木材采伐

量的增长。 

森林经营也能提高生物多样性，而景观视角下的森林规划能帮助保

护濒危物种。Luke研究人员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应该保持

森林的自然状态。对于不能承受人类干扰的物种，需要全面保护起来。

其他的应采用多种森林经营方法进行保护利用。林业人员经常把森林采

伐和连续成片森林对立起来，事实上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最佳做法。Luke正在开展研究，将存活于 CWD的稀有真菌移植到它



 11 

们最初所在的森林中，认为将物种移到其之前生活的且最适合其生存的

环境中，是维持物种数量的一个重要方式。                  （钱 腾）                                                                     

 

德国下萨克森州 2018 年度木材生产受灾害影响严重 

 

德国下萨克森州州有林公司网站 2019 年 1月 18日报道，下萨克森

州 2018 年度林业遭受严重损失。2018 年初的强风暴弗里德里克及夏日

极端高温和树皮甲虫对森林造成严重破坏，由此产生了 160万 m
3
的风倒

木和 70 万 m
3
的受灾木，是近几十年来下萨克森州州有林公司遭受的最

大损失。据统计，2018 年全年，下萨克森州州有林公司因风暴、干旱、

虫害和采伐量下降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1.3亿欧元。 

强风暴弗里德里克重创了下萨克森州南部地区，一些林区的倒伏树

木蓄积量相当于该地区在正常情况下两年的计划采伐量，而且风暴使森

林景观发生了很大改变。虽然倒伏木已经进行了全面处理，但接踵而至

的虫害又让林务员措手不及。由于缺乏运输和加工能力，一些倒伏木和

受灾木堆积在林道两旁迟迟不能运往锯材厂。目前，部分林道两侧还放

置着 2018 年计划销售的木材，林务员不得不设置新的存放点用于安置

陆续从森林中运出的受灾木。2018 年木材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

前景不容乐观。 

2018年秋天，州有林公司采用不同树种，在 1 700hm
2
的受灾林地上

开展再造林，以期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天气变化。         （李 茗）                                                

 

斯道拉恩索发行绿色债券以收购瑞典林业公司 

 

美通社（PR Newswire）网站 2019 年 2 月 14 日报道，斯道拉恩索

集团（STORA ENSO，是当前世界最大的造纸集团，全球 500强企业）于

当日成功发行了其首支绿色债券，总本金为 60 亿瑞典克朗。该债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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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斯道拉恩索 2018年 5月公布的绿色债券框架，在欧洲中期票据（EMTN）

项目计划下发行，将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 

此次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是为了履行 2018年 12月斯道拉恩索与瑞典

伯格维克·斯考格公司（Bergvik Skog）达成的收购协议。伯格维克·斯

考格公司是瑞典最大的林地所有者之一，拥有瑞典 230 多万 hm
2
的林地

和拉脱维亚约 10 万 hm
2
林地。其拥有的林地 100%通过了森林经营认证，

其中生产性森林为 190万 hm
2
，年木材采伐量约为 620万 m

3
。    （李 茗）                                                   

                                                  

日本 2017 年林业产值持续增长达 4 859 亿日元 

 

日本《林政新闻》2018 年 3 月 6 日报道，农林水产省 2 月 20 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日本 2017 年的林业产值达到 4 859 亿日元（约合

45.1 亿美元），比 2016 年的 4 707 亿日元（约 43.7 亿美元）增长了

3.2%。其中，木材产值达 2 550 亿日元（约 23.7 亿美元）（2016 年为

2 370 亿日元，约 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人工栽培蘑菇等菌类

产值为 2 207 亿日元（约 20.5 亿美元）（2016 年为 2 220 亿日元，约

20.6亿美元），同比减少 0.6%；林副产品收入 47亿日元（约 4 400万

美元），同比减少 25.7%；薪炭产值为 54 亿日元（约 5 000 万美元），

同比减少 1.1%。 

日本林业产值在 2012 年以后，一直呈持续高增长态势，2017 年的

4 859亿日元更是创下了自 2002 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王燕琴） 

                  

【本期责任编辑  王燕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