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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地区森林外林木增长显著但仍面临毁林风险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网站 2019 年 10 月 2 日报道，测量全球树

木增加和恢复情况一直以来极具挑战性，为此世界资源研究所综合运用

了马里兰大学全球地表分析与发现实验室（GLAD）基于卫星数据开发的

新算法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地球数据收集（Collect Earth）地

理空间工具，首次对所有类型土地上的树木覆盖情况进行了评估，包括

森林变化及树木密度变化等情况。评估结果显示，东南亚湄公河地区的

天然林恢复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森林外林木面积出现净增长，但天

然林恢复面积仍不及毁林面积。 

树木不仅存在于森林之中，还被种植在混农林系统或居住区周边的

非林地上。在人为主导的景观中，森林外林木是森林景观恢复的关键组

成部分，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包括提高耕地土壤肥力、

防治村庄附近山坡水土流失、供应食物和薪柴和提供牲畜饲料等。湄公

河地区森林和森林外林木为当地 7 000多万居民和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多

重益处，同时碳储量巨大，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森林外林木的分析，重点在于确定除森林以外的其他土地利用

（例如农田、草地、灌木丛、定居点和湿地）中的林木覆盖趋势变化。

基于卫星数据，该研究通过捕捉大量数据，既包括茂密天然林中的树木

覆盖，也包括森林外农场、灌木丛和定居点的稀疏树木覆盖，来确定多

种类型林木恢复状况，并对树木密度进行评估。其结果令人欣慰，湄公

河地区树木覆盖面积正在持续增加，森林里及森林外农田、灌木丛、城

镇和乡村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树木。 

2010-2018年间，湄公河地区 468万 hm2非林地上的树木密度有所增

加。除老挝外，其他国家森林外林木面积出现净增长，其中缅甸的增幅

最大（表 1）。分析发现，灌木丛中的林木面积增加最为显著，其次是

草地和农田，而荒地（泰国除外）、定居点和湿地的林木面积增长有限。

从地理分布来看，缅甸、泰国和越南有较多省份的森林外林木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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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表 1    2010-2018 年湄公河地区森林外树木面积变化   （万 hm2） 

     国家/地区 增长面积 损失面积     面积净变化 

柬埔寨  84  58  26 

老挝  50  53  -3 

缅甸 373 197 176 

泰国 625 480 145 

越南 289 166 124 

总计 1421 954 468 

  注：总计结果四舍五入后得出 

然而，该地区也长期面临着毁林的威胁。1973-2009 年间，由于农

业扩张和大规模采伐导致严重毁林和森林退化，失去了约 1/3森林面积。

目前，虽然湄公河地区森林恢复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该地区的天然

林损失面积仍在增长。2010-2017年间，湄公河地区的 5个国家（缅甸、

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共丧失了约 30万 hm2森林。越南、老挝和

柬埔寨森林损失较大，缅甸出现了小幅净损失，泰国则是唯一实现净增

长的国家（表 2）。 

表 2    2010-2017 年湄公河地区森林面积变化    （万 hm2） 

    国家/地区 森林面积增长 森林面积损失 森林面积净变化 森林覆盖率净变化 

柬埔寨  48  59 -10 -1.0% 

老挝  66  90 -24 -1.1% 

缅甸 163 173 -10 -0.2% 

泰国 171 125 46 +1.7% 

越南 104 138 -34 -1.5% 

总计 551 585 -33 -0.2% 

  注：1. 部分数字加/减总数四舍五入得出； 

2. 此研究分析不包括商业性人工林。 

从地理分布来看，毁林显著增加的地区集中在越南北部、柬埔寨北

部、老挝中部、缅甸中部以及泰国部分省份。森林恢复增长的地区集中

在泰国东部、越南南部、柬埔寨南部以及缅甸南部。研究指出，这些地

理分布信息可以帮助确定加强森林恢复工作的地区，以增加森林面积，

保护现有森林不再继续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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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湄公河地区唯一一个实现森林面积和森林外林木面积双增长

的国家，泰国正在扭转森林减少趋势。在 1973-2009年间，泰国失去了

43%的森林面积，但在 2010-2017 年间，其森林面积增长了 1.7%，森林

外林木面积增长了 1.2%。据测算，自 2010 年以来，泰国森林面积增加

了近 50万 hm2。与 2010年相比，2018年泰国荒地的树木面积增长了 4.5%，

农场和农田中的树木面积增加了 0.6%，这些树木与农作物套种固定了土

壤，从而保障了农作物稳产稳收。目前，泰国正致力于到 2030 年实现

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40%的目标，这也是泰国履行《巴黎协定》国家自主

贡献的重要措施。为此，泰国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红树林恢复以

及社区植树造林等，以增强相关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其努力

获得了广泛认可。                                     （李 茗）   

                                                  

越南发布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管护新指令 

 

越南《人民报》2020年 3月 11日消息：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以

下简称“农业部”）于当日发布了第 1788/ CT-BNN-TCLN号指令，对森

林管理以及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任务与具体措施做

出部署。 

该指令指出，过去一段时间，越南发布了多项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

保护利用政策。截止目前，越南已经建立了 164个特殊用途森林管理委

员会和 231 防护林管理委员会，保护了 675 万 hm2的森林和林地，约占

全国林地总面积的 46.7%。这些森林多为原始林，是大多数濒危动植物

的栖息地。该部分森林多数处于越南重要的陆地、海洋和湿地生态系统

之中，在流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适应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此类森林和林地开展科学研究与环境教育，加

强森林环境服务与生态旅游活动可逐步提高环境、景观价值，为可持续

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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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特殊用途林、防护林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由各特殊用途和防护

林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森林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该委员会是

农业部设于各省农业厅的机构，受农业部组织、指导和管理，同时受林

业局专业指导、检查和监督，经费由国家预算划拨。其职能包括：1）

为地方农业局提供咨询和帮助，确保国家防护林及特殊用途林的种植、

抚育、保护和开发政策的落实，提升防护林价值，维护和保护珍稀基因

资源；2）通过科学研究建立兼具效率与可持续性的林业生产模型；3）

提供森林环境服务，以合作或租赁形式依法将森林和林地分包给集体、

家庭和个人，实施森林保护、旅游开发项目。 

然而，越南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仍然存在毁林和盗伐问题，同时面

临各地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未得到足够重视、年划拨资金与发展任务不配

套、基于可持续森林环境的创新性森林融资潜力和优势尚未充分挖掘利

用以及森林管护活动严重依赖国家预算等多种挑战。部分省份国家公园

等保护林地的管理归口存在不同，导致特种用途林管护达不到理想效果，

影响森林质量的提升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为切实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体系的相关

规定，农业部就以下核心任务做出部署： 

一是由省和中央直辖省人民委员会主席指定专门机构，在地方管理

机构的配合下，对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进行清查，界定林区边界并建立

地籍，在 2020 年内基本完成林分界线划定，相关数据提交至土地使用

权证主管部门。严格处理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不当利用现象，解决非法

侵占林地与权属争端等问题。 

二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在不损害森林生态系统前提下吸引和有效

调动森林保护与发展的投资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按照越南《林业法》

规定严格控制森林用途变化。 

三是依法有效实施森林保护，采取措施打击毁林和非法森林开发，

严格处理个人和机构的违法行为，以及主管部门不作为的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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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各省森林管理委员会敦促组建护林队，确保落实 2019年 1月 1

日第 01/2019/ND-CP号法令的规定，有效实施政府关于建立护林队并开

展相关保护工作的意见。 

五是为森林管理委员会引入社会资金支持，以更好执行政策，创造

稳定的收入来源，制定发展方案并依法开展可持续生态旅游。 

上述具体工作由农业部各下属机构和单位执行。其中，越南林业局

(VNFOREST)负责：1）制定并评估利用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开展生态旅

游活动的可行方案，并于 2020年第四季度向农业部报告；2）重新审核

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总理签署的第 1976/QD-TTg 号法令《2020 年国家

特殊用途森林系统规划及 2030年展望》中的相关规定，根据《林业法》

编制 2021-2030年国家林业规划及至 2050年的远期展望；3）尽快将当

前林业管理机制与政策进行系统化整合，拟订一项关于森林保护与发展、

森林产品加工和林业贸易的综合性投资政策，对特殊用途林和防护林的

可持续经营和发展做出规定；4）制定并实施 2021-2025 年阶段林业可

持续发展公共投资计划，以取代即将到期的 2016-2020年可持续林业发

展目标规划。 

此外，在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协调指导下，林业局将制定和批准

《2021-2025 年中期公共投资计划》中的林业投资项目，特别是有关特

殊用途林和防护林的投资项目。越南组织和人事部负责与林业局进行协

调，审查现行国家法规，为完善各地森林管理委员会组织架构提供指导，

结合实际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确保各地特殊用途林、防护林得到统一有效

管护。 

各省森林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林业法》、《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对 2021-2030 年阶段国家林业规划及至 2050 年远期展望中的有关特殊

用途林和防护林的条文进行迅速审查、修订和补充。按照《林业法》组

织相关活动，尤其是森林保护、打击森林滥砍滥伐、开展土地管理以及

开发生态旅游等。越南林业科学研究院将着重针对各生态区域中的特殊

用途林和防护林，开展培训和科学研究活动。                （何 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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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开展人工造林新模式试点工作 

 

越通社 2019年 8月 20日报道，泰国皇家林业厅已引进一种新的人

工造林模式，作为泰国政府《国家 20 年战略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

旨在将森林覆盖率从现在的 33%提高到 55%。 

皇家林业厅已经认识到，现行人工造林模式成本昂贵，但成果却并

不显著。皇家林业厅在 2018财年共支出 9亿泰株（约 1.96亿元人民币），

种植了 80万莱（约 12.8万 hm2）人工林，平均每莱（即 0.16hm2）树木

种植和维护支出 10 960 泰株（约 2 384 元人民币）。尽管大量政府预

算被用于造林，但有林地面积仍在下降，其原因是无地的村民私自将新

造林地据为已有。 

对此，皇家林业厅拟改变其在造林中的角色，即从人工林造林主体

转变为种苗提供者。采用这种新的造林模式，地方社区利用皇家林业厅

提供的种苗，在分配到的土地上种植林木并获得经济收益，其结果将增

加国家有林地面积，改善环境，同时解决农民非法占有林地这一问题。

同时，这种新造林模式还能减少支出成本，每莱只需要 1 000泰株（约

217元人民币）的预算支出，主要用于种苗培育。 

在这种新模式下，社区村民需要遵守“20%原则”，即每个社区划

出其土地的 20%来种植三类树木：一是高价值乡土树木，如柚木、黄檀

木和橡胶树，村民在种植后不得采伐这些树木；二是商品经济林，村民

能够采伐自用，但采伐后必须立刻补植；三是林果类树木。 

皇家林业厅 Attapon Charoenchansa 局长指出，将在 13 个省超过

30 万莱（4.8 万 hm2）土地上开展新造林模式的试点工作。目前皇家林

业厅已准备好 506万株种苗，能满足所有试点需要，希望在试点期间能

营造 500 万莱林地（80 万 hm2）。试点完成后，将利用这一模式，在政

府分配给贫困社区的退化林地上，组织村民进行再造林，以减少贫富差

距，解决无地农民的问题。                                （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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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老挝林业犯罪活动大幅下降 

 

《金边邮报》2020年 2月 2日报道：老挝全国预防和打击自然资源

犯罪委员会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9年全年，林业犯罪活动大幅

下降，仅有 59 位嫌疑人被捕，且已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在查处非法

木材过程中，委员会没收了 9 215m3各类木材以及 491 件木制品，除此

之外还焚毁 212架家用拖拉机。所有查收木材均进行公开拍卖，所得收

入全部上缴国家。 

委员会称，目前大规模非法采伐和非法木材运输已大幅下降，但是

利用家庭拖拉机、小面包车、摩托车和牛车小规模运输非法木材及其产

品仍然是一个问题。委员会呼吁地方主管部门监测木材运输活动，检查

可能隐藏非法木材的可疑仓库。同时，要求公众和媒体继续向各级主管

部门提供非法木材运输的可靠信息。委员会认为，这些信息对于防止和

打击林业犯罪至关重要。  

淳谦（Chun Chien）是柏威夏省 Prey Preah Roka 森林社区网络的

工作人员。他指出，得益于委员会大力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其运输，该

地区的林业犯罪活动减少了约 70%。然而，森林活动家恒·斯罗斯（Heng 

Sros）表示，虽然认可委员会在打击非法采伐方面的努力，但是仍希望

主管部门应同时打击那些购买非法采伐木材再倒卖到国外的有权有势

的富裕群体。他认为这些人才是老挝毁林的真正推手。由此，委员会不

能只逮捕那些用摩托车或小型拖拉机运输木材的普通采伐者，更要关注

将木材大量运出边境的大型卡车。                         （陈 洁） 

 

小农户柚木人工林促进湄公河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网站 2020 年 3 月 3 日报道，小农户参

与营造的柚木人工林改善了社区的生计和景观，对于推动湄公河下游地



 9 

区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潜力。2月 19-20日，ITTO与老挝国家农业与林

业研究所（NAFRI）共同在老挝万象和琅勃拉邦主办了“老挝柚木论坛”，

来自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和越南的 50 位代表围绕可持续柚木价

值链的机遇和挑战这一主题，共同讨论了如何努力开发和管理柚木可持

续价值链，以促进湄公河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会代表表示，

知识、技能、优质种植材料以及少量资金支持是实现这一潜力的关键。 

柚木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硬木树种之一。老挝天然

柚木林面积约为 6.85 万 hm2，柚木人工林面积约为 3.6 万 hm2，主要分

布在琅勃拉邦和博胶省。与会者指出，小农户柚木合作组的成立将促进

农民参与更高附加值的柚木产品供应链，这对于进入欧洲等高价值市场

至关重要。小农户森林所有者也需要适当政策支持，包括确定的土地所

有权、技术知识、价廉物美的种植材料、资金激励政策等。据此，与会

者提出以下 6点建议： 

1.确保土地所有权并制定简化机制。土地所有权对于确保柚木人工

林发展不可或缺。通过简化柚木采伐、运输和销售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

减轻小农户柚木人工林的管理负担，同时，将小农户柚木人工林纳入

REDD+框架，并给予农民碳奖励，将促进更多的人工林营造。 

2.推进小农户柚木人工林认证并降低认证成本。对于柚木等国际市

场上需求旺盛的木材来说，森林认证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小农户森林所

有者无法负担高额的森林认证费用。老挝地方当局目前通过琅勃拉邦柚

木项目，帮助小农户柚木人工林开展认证。这种方式将有助于证明种植

柚木的合法来源，应予以推广。 

3.通过提供优质遗传资源和技术培训提高小农户柚木人工林的生

产力和质量。为小农户森林所有者提供培训，讲授优质树木培育技术，

并为其提供优质遗传资源，可以显著提高柚木人工林的生产力和木材质

量。 

4.成立小农户柚木合作组参与高价值链建设。例如，琅勃拉邦地区

的小农户柚木合作组帮助小农户提高柚木价值，并帮助小农户从当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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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机构获得信贷及各类优惠贷款。这种合作组模式应在老挝其他地区推

广。此外，还可以实施税收优惠措施，以激发小农户森林所有者的积极

性。 

5.通过剪枝和间伐提高柚木的附加值。间伐带来的利益对小农户森

林所有者而言很重要，若在农村地区开展木材加工和手工艺技术培训，

可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并大大提高当地柚木家具和 DIY林产品的制造

工艺。 

6.加强柚木种植者、加工者和贸易商之间的网络联系和公私合作。

这一做法可促进伙伴关系之间的业务交流与信息共享，并加强当地的柚

木供应链和价值链。 

老挝柚木论坛是 ITTO项目（PP-A/54-331）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

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柚木林的保护和可持续经营以及合法、可持续木材

供应链。该项目合作伙伴包括柬埔寨国家林业局、老挝国家农业与林业

研究所、缅甸林业部和林业研究所、泰国皇家林业厅和泰国卡塞萨特大

学以及越南林业科学研究院。                            （王燕琴） 

 

柬埔寨宣布建立拉塔纳基里森林保护区 

 

《高棉新闻》网 2020年 2月 20日消息：柬埔寨首相洪森在 2月 19

日签署了一项政府二级政令，宣布建立拉塔纳基里省（Ratanakiri）森

林保护区，以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拉达那基里省是柬埔寨最北的一个

省份，与越南和老挝接壤。该保护区占地 132 hm2，包括隆法区(Lumphat)

塞达社区(Seda commune)的湖泊和森林区域，主要保护森林和湖泊生态

系统及在此栖息的野生动植物。 

该政令表示，“建立保护区的目的在于促进当地社区和公众积极参

与环境保护，加强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管护，并增强生态系

统在保护区中的作用。”此外，保护区的建立还将有助于保持环境平衡，

减缓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风险，加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保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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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区的文化发展。 

该政令提出，柬埔寨环境部已被政府授权与拉塔纳基里省相关部门

和机构合作，共同组织管理保护区，以确保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邻省蒙都尔基里（Mondulkiri）省环境部主任丰·克海姆林（Phon 

Khemrin）表示，拉塔纳基里森林保护区内有两个相连的湖泊，风景优

美，但当地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亟需得到保护。他表示，在保护区建立

之后，拉塔纳基里省政府及环境部门将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并向当地民

众传播信息，增强当地社区参与保护的意识。同时，鉴于当地有开发生

态旅游的潜力，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区保护工作，还将受益于生态旅游的

开展。 

根据柬埔寨环境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柬埔寨目前有超过 720 万 hm2

的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覆盖全部 20个省。      （王 璐） 

 

泰国国家公园数量显著增加 

 

泰国《TTRweekly》周刊网站（www.ttrweekly.com）2019年 8月 8

日报道，自 2016 年以来，泰国新增 5 个国家公园。泰国旅游局表示，

这些新增的国家公园是泰国政府《国家 20 年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内

容。该规划的核心目标是，到 2037 年，将泰国的保护林面积提高至全

国土地总面积的 5%。 

泰国目前拥有 133个国家公园。考艾国家公园（Khao Yai National 

Park）是该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建于 1962 年），Tham Sa Koen 国家

公园则是已故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统治期间建设的最后一个国家公园。 

在2016-2019年间，泰国国家公园中的保护林面积共增加5万余hm2，

使泰国森林面积得以提高，已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31.68%。另外还有

22个国家公园正在建设中，包括 11个陆地国家公园和 11个海洋国家公

园，总面积将达到 700万 hm2，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13%。     （钱 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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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支持缅甸林业发展 

 

综合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网站 2020 年 1 月至 3 月消息：世

界银行和韩国山林厅最近签署了一项森林合作协议，以支持森林恢复、

社区森林保护、生态旅游和景观修复。缅甸将是这一合作项目的最先受

益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将针对缅甸人工林发展，提供一项支持项目予以

资金支持。 

缅甸林业部门对该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缅甸商务部网站 2020 年

的数据显示，林业部门在 2018-2019 年两年的总收入达 1.74 亿美元。

根据缅甸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组（MEITI）的报告，仅缅甸木材企业、

林业部门和正式注册的私营木材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就占全国总就业

岗位的 4%以上。与此同时，“未正式注册的”木材部门也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随着缅甸对林业和木材加工部门的投资增加，林业提供的就

业机会也会随之增加，这对于缅甸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将起到很大推动

作用。  

世界银行认为，缅甸经济增长前景良好。缅甸政府在基础设施、交

通和通讯方面的支出与私人投资持续增加。因此，缅甸经济增长率预计

将从 2018-2019 财年的 6.3%上升到 2019-2020 财年的 6.4%。世界银行

在 2020年 1月 15日发布的缅甸经济监测报告《风险中的弹性》中预计，

缅甸农林部门经济应该会因出口需求增加而得到提振。     （王 璐）   

                                 

【本期责任编辑  王 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