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为“森林恢复回顾：来自过去的经验”研究六国系列研究报告
之一。该项研究由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同时来自印度尼西亚、秘
鲁、菲律宾、巴西、越南和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所有报告
内容经过同行专家审阅。印刷出版的同时，支持电子版本的下载
(www.cifor.cgiar.org/rehab)。需要此书，可与 cifor@cgiar.org联系。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SFA)

从中国森林恢复实践中吸取经验
国家层面回顾及特别关注广东省

Unna Chokkalingam 
周再知  王春峰 藤间 刚   

森林恢复回顾

来自过去的经验

森林恢复回顾

来自过去的经验
从

中
国

森
林

恢
复

实
践

中
吸

取
经

验
国

家
层

面
回

顾
及

特
别

关
注

广
东

省
U

nna C
hokkalingam

 周
再

知
 王

春
峰

 藤
间

 刚
 编

著

编著

 中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持续地恢复退化林地。随着森林资源减少和环境问题的恶化，从上
个世纪80年代始，森林恢复得到了加强。通过对国家层面回顾和对广东省更为详细的分析研究，
这份报告呈现了过去和正在进行的森林恢复评价研究的主要结果。对广东省进行了省级层面回
顾，并着重分析了22个案例及召开了多重利益相关者咨询研讨会。

 森林恢复项目涵盖了从大型国家及省政府项目，到国营林场经营、城市森林景观恢复、私营
部门及联合经营项目。这些项目的目标、成本、执行策略、制度措施和为当地人提供的激励机制
各不相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广东省在内，全国实现了森林面积的持续增长。但许多恢
复林地，林分生长差，蓄积量低，且极易遭受病虫害和森林火灾危害。

 虽然对项目产生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效果，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有所报道，但系统的监测和评
估还很有限。在没有或已废除诸如税费和采伐限额限制的地方，包括家庭林场在内的私营部门已
经从木材生产中获益。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发现从水果和其它非木质林产品中获益比较容易。在
生态公益林经营区，政府的补偿款远远低于这些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

 假如没有持续的资金投入，缺少当地的积极参与和林地权属安全，许多大型政府项目就不可
能对恢复区域实行长期维护。由地方发起的恢复项目，因考虑了当地需求、立地和市场条件，往
往更具活力。当地人可获得足够利益，资源权属安全，互利伙伴关系及制度措施，都有助于促进
持续的森林恢复。为了广东乃至全中国森林的持续恢复，本报告为相关利益方提供了支持、规划
和实施方面的重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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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是一个引领国际林业研究的机构，创建于1993年，以响应全
球对森林退化与消失所引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后果的关注。为森林的持续利用与管理， 
为提高那些以热带森林为生计来源的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福利，国际林业研究中心致力于研
发各种政策和技术。国际林业研究中心是国际农业研究顾问组织（CGIAR）直属15个研究
中心之一，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茂物。该中心在巴西、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和津巴布韦等国
家设有地区办公室，并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

捐助者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基金和区域机构。2006年，收到
的资助来自澳大利亚，亚洲开发银行(ADB)，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比利时、加拿大、家乐
福、Cecoforma,中国，法国国际农业发展合作中心 (CIRAD)，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C o r d a 
i d，国际保护基金 (C I F)，欧洲议会，芬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福特基金会，法国，
德国技术合作机构(GTZ)，法国，联邦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署 (BMZ)，德国国际合作基金
会，全球森林观察，印度尼西亚，创新资源管理，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加拿大国际发展
研究中心（IDRC），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ITTO)，以色列，意大
利，世界保护联盟 (IUCN)，日本，韩国，麦克阿瑟基金会，荷兰，挪威，荷兰发展组织，
海外发展机构 (ODI)，秘鲁国际合作秘书处 (RSCI)，菲律宾，西班牙，瑞典，瑞典农业大
学 (SLU)，瑞士，欧文布鲁克 (OVERBROOK)基金会，廷克尔合作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热带森林基金会，Tropenbos国际，美国，英国，联合国环境署 (UNEP)，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UNESCO)，联合国森林论坛 (UNFF), Wageningen 国际，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
所(WRI)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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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序言

许多热带国家以牺牲森林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其中，一
些国家繁荣起来了，而另一些国家尽管牺牲了森林，但依然贫困。
现在，这些国家都有恢复已失去部分森林的愿望，并致力于资源的
恢复。

森林恢复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如同热带森林的消失仿佛
连续不断一样，恢复退化的景观也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
独自或联合起来，不断地转向森林的恢复，以消除森林覆盖的降低
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曾经拥有或仍然拥有大面积森林的国家，如巴
西、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中国，已经启动了许多项目，旨
在恢复上百万公顷的森林。

森林恢复引起国际林业中心及其合作伙伴的极大关注。许多地
方，只有当成功地恢复了森林，森林未来的效益才能得到保证。下
游河流的水质和流量、生物多样性保护、原材料供应以及穷苦人的
森林依存收入都将依赖于此。自成立之日起，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就
一直致力于森林恢复工程与项目的研究。

这份报告为“森林恢复回顾：来自过去的经验”研究的六个研
究报告之一。本项研究试图捕获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秘鲁、
菲律宾和越南多年开展森林恢复取得的丰富而未被重视的经验，为
指导现在和将来的森林恢复项目，提供可用资料。本项研究得到了
日本政府的慷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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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这份和其它五份研究报告，以期所蕴涵的经验，能为
那些关注热带森林的人们所利用，最终使社会各界不断地享受热带
森林所能提供的各种效益。

Markku Kanninen
森林环境服务与可持续利用项目主任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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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作为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退化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恢
复” 大型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由日本政府资助。我们对位于北京的
国家林业局造林司，对位于广州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
究所及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为整个项目所提供的至关重要的支持
表示感谢。

作者向广东省林业局科技管理处、当地林业局、国营和集体林
场、私营企业及投资者代表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耐心地回答
问卷、提供项目文件及在多重利益相关者森林恢复评价研讨会上分
享他们的观点。感谢张民兴先生（广东省林业局营林处副处长）和
尹光天先生（热带林业研究所副所长）坦诚和热情的致辞。

非常感激Georg Buchholz、徐大平、王冬梅、John Fellowes、徐
晋涛、David Kaimowitz、李怒云和庄雪影为改进这份报告所提出的
富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广州热带林业研究所的梁坤南、马华明、
李枚和孙云霄，在研讨会召集、数据资料收集与数据库翻译上提供
了帮助。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Popi Astriani协助数据库组织与报告，
Claire Miller提供文本编辑服务。

我们感谢无数来自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国际农用林
业研究中心（ICRAF）、世界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德国技术合作机构（GTZ）、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为包括菲律宾、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
秘鲁和巴西六国在内的项目初始设计与问题调查所提供的帮助。对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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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最初访问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对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初始问卷
做出回应的，或者分享了他们观点的所有的个人和在华机构表示感
谢。最后，对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事处（WWF China）在该项目
研究初期所提供的支持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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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HRR 高分辨率辐射仪
CCICED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CIFOR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FSDIGD 广东林业勘测设计院
GAF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GAS 广东省科学院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
GCEB 广东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FB 广东省林业局
GFEB 广东省林业编辑委员会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PS 全球定位系统
GTZ 德国技术合作机构
ICRAF 国际农用林业研究中心
ITTO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IUCN 世界保护联盟
LPG 液化石油气
LRDGP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MIST 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
MOF 林业部

术语



ix

造林 在中国，指在荒芜山地、荒芜沙地、疏林地、火烧
和采伐迹地及一些灌木林地和荒草地上的植树造
林、飞机播种造林和封山育林。还包括道路、河
流、村庄、屋舍四旁绿化，农田防护林带的营建以
及对最近退化地的更新绿化。

生态公益林 即非商品林，是以维持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提供非木质林产品为经营目的的
森林。

经济林 以生产非木质林产品，如水果，食用油，饮料，饲
料，药材，香料和橡胶等工业原料，来获取现金收
入的林分。

绿化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或超过某一百分数，且期望通过
造林来实现。

封山育林 禁止公众进入具有天然更新能力的退化林分和林地
以确保森林的恢复。

非公有制林业 任何投资个体或部门为获得收入，使用自有资金，
通过租赁、转让、承包、股份和联合经营方式，从
事的林地造林与经营活动。

疏林 是指郁闭度低于20％（1996年以前为低于30％）的
林分。

股份制 农户出土地，公司出资金，以股份形式营建、管理
和收获人工用材林。木材收益分配通常按公司和农
户70:30的比例分成。水果和其他非木质林产品为农
户额外所得。

NAPOGP 广东省国家造林项目办公室
POSFA 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公室
RITF 热带林业研究所
SCAU 华南农业大学
SDASFB 国家林业局勘测设计院
SFA 国家林业局
SMD 广东省林业局营林处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SD 美元
WOSMOC 中国博物馆科学网页
WTO 世界贸易组织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ZFB 中山市林业局





经过多年采伐、火灾或者其它人类干扰，许多热带自然景观中
的森林面积在不断下降或者已经很少。同时，大量和日益增长的退
化林地1 需要恢复，以便重新提供各种林产品和服务，满足当地生计
需求。在热带地区，许多国内、国际、当地及私人机构已经投资于
无数的恢复项目。一些国家，如中国和菲律宾，已率先开始行动。
一些国家正在实施一些大型项目，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在发起项
目。这些项目的范围、目标、投入资金、实施战略各不相同，对社
会经济和制度措施方面的考虑程度也不尽相同。虽然已经花费了大
量资金，但这些项目是否切实增加了森林面积、帮助了当地社区、
提高了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服务功能，或者有助于满足木材需求？这
些项目对导致退化的根本原因及对恢复地的长期维护是否否重视？
什么是最有前途的恢复方法？尚需要什么有效措施来确保持续的恢
复？

这 份 回 顾 中 国 森 林 恢 复 的 报 告 ， 是 国 际 林 业 研 究 中 心 
(CIFOR) 和各国合作伙伴开展的六国森林恢复项目评价大型研究项

1 “退化林地”这一术语，国内尚无官方定义。我们按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五类
林地面积之合来统计，即：宜林荒山荒地、火烧迹地、采伐迹地、宜林荒沙地和
疏林地。此外，林地还包括有林地、灌丛地（在中国北方一部分地区的天然植
被）、幼龄林和苗圃。

Unna Chokkalingam1，王春峰2，周再知3

1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0065
2国家林业局造林司, 中国北京 100714
3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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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一部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以期规划和指导
未来的恢复工作。这些国家包括秘鲁、巴西、印度尼西亚、越南、
中国和菲律宾。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些有利于长期持续性和有益
于利益相关者的方法及成效的辨识，提高未来森林恢复项目的成功
性。国际林业研究中心课题组设计和使用了一套通用方法，以便能
够对不同国家开展该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成效和影响因素进行比
较。但这些方法必要时需要修正以适合特定的国家背景。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 中 国 一 直 在 持 续 地 进 行 退 化 林 地 的 恢 复 。
从 8 0 年 代 开 始 至 上 世 纪 后 期 ， 森 林 恢 复 工 作 得 到 了 不 断 加 强 。
1998年，中国约有6420万公顷退化林地。这些林地和现存的森林承受
着较大的生计压力，特别是西部地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建设活动进一步增加了国内对林产品的需求(包
括锯材、胶合板、各种板材、纸浆和纸张、家具、竹子和其它非木
质林产品) (Shi et al. 1997, Sun et al. 2004）。中国廉价成品(最主要的是
家具、纸张和胶合板）的出口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显著地增长
（Sun et al. 2004），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加工厂 (White 
et al. 2006）。为供给其工业，满足当地消费和国际市场需求，中
国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木材资源短缺形势（Yin 1998, Bull and Nilsson 
2004）。

同时，持续扩大的环境问题已归咎于毁林，也引起了对森林保
护与恢复的关注（Shi et al. 1997, Li 2004, Liu and Diamond 2005）。这
些环境问题包括1998年的重大洪灾，1997年持续200天的干旱，严重
的土壤侵蚀（占国土面积的38％），北方的沙漠化和沙尘暴和沿海
地区的台风危害。日益增长的对环境保护、国家经济发展和西部贫
穷地区开发的需求，促进了全国大型森林恢复项目的立项，这些项
目均执行国有林区森林禁伐令或下降的采伐限额。

这些森林恢复项目的性质及它们的产出是什么？是否实现或
者可能实现既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面临什么制约？为了满
足日益增长的对木材和环境服务需求，中国必须取得森林恢复的成
功。这种情况下，森林恢复的失败，不仅对中国不利，对全球也会
产生影响，因为要不断的进口原材料（经常是来自不可持续的或非
法采伐的森林）及引起其它地方环境的退化（Katsigris et al. 2004）。
此外，森林恢复与管理能否实现有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计划，有助
于缓解该地区贫困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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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中国两部分的研究结果进行了详细介绍：
a) 利用文献资料和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对全国森林恢复进行回顾。
b) 广东省森林恢复项目的回顾

● 使用文献资料和森林资源清查数据
● 从技术、社会经济、财务管理等各个角度，对项目及22个案例

的特点，成效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析
● 召开咨询研讨会，了解森林恢复项目主要参与人员的看法

本项研究和本书的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如下努力，促进广东及全
国森林恢复项目的成功性和可持续性。

● 评估过去森林恢复项目的特点和结果；
● 评估所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和挑战，以及
● 确定和推广那些最有希望的、可带来积极成效和促进长期持

续的方法和激励措施 

广东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拥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森
林恢复经验，激励政策和成就。从中国和广东省的长期恢复历程中
吸取的各种经验，多种方法及制度措施，对其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的国家均是有益的，因为森林恢复的动机和基本关注点通常是相似
的。

1．术语和回顾范围
当 查 阅 有 关 过 去 林 地 植 树 造 林 资 料 时 ， 会 发 现 文 献 中 使

用了许多术语：恢复(rehabi l i tat ion)、修复(restorat ion)、改造
(reclamation）、再造林(reforestation）和造林(afforestation）。科学
家、决策者、实施者和公众媒体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往往没有严格
地加以区别，交替使用。然而，不同的作者基于不同的目标、使用
方法和土地类型，对这些术语的定义还是相对一致的（见www.cifor.
cgiar.org/rehab/_ref/glossary）。

● 改造（reclamation），旨在提高生产力和维护原有生物多样性。
通常使用外来物种。

● 修复(restoration)，试图重新创造原有的森林多样性、结构和功
能。

● 恢复（rehabilitation），试图将森林恢复到一个稳定的生产状态，
但不必是原有的生物多样性、结构和功能。它可以包括乡土和外
来物种。原始森林的保护和许多生态服务功能可以被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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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afforestation），指在最近没有森林的土地上营建一片森
林。一些作者建议造林只包括人工措施，而其它作者则建议包括
人工栽植、播种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 再造林（reforestation），指在最近退化的林地上营建一片森林。
一些作者将“最近”量化为小于10年，而另一些则将其量化为小
于50年。

专业术语“恢复（rehabilitation）”被指定在六国研究中使用。
本书涵盖了对已退化成灌木林、灌丛、草地和裸地实施植树造林的
所有活动，以期达到提高林分的生产力，维持生计和保护环境的目
的(www.cifor.cgiar.org/rehab/_ref/study/index.htm）。包括人工植树造
林、播种造林、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和农林复合经营方式。中国“造
林”2一词涵盖所有这些活动，包括对荒山、荒沙地、疏林3、火烧迹
地、采伐迹地、一些灌木林4和草地5实施的人工种植树、飞播造林
和“封山育林”6，也包括沿着道路、河流、村庄、屋舍周围人工植
树和农田防护林带的营建。因此，“恢复”和“造林”这两个术语
可在本书中交替使用。 “绿化”这一术语通常指提高森林覆盖率到
或超过某一百分数，且期望通过造林来实现。

依据最终用途，可将所建的森林分为用材林、薪炭林、防护
林、特种用途林或经济林（People's Congress 1998）。防护林的作
用是保护其他类型的森林、灌木林、道路、农田、牧场、河岸和沿
海地区不受土壤流蚀、风和火灾危害；稳定沙丘和保护流域。特种
用途林是以国防、环境保护、科学实验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包括风
景林、纪念林及自然保护区。经济林是指以生产水果、食用油、饮
料、饲料、药材、香料和工业材料如橡胶等非木质林产品获取现金
收入的森林。中国的森林类型也比其它国家多，包括天然林、人工
商品用材林、经济林、竹林、国家规定的灌木林地、农田和沿海防
护林带以及四旁植树（Rozelle et al. 2003）。

本研究涵盖了不同规模、行动者和方法的多个森林恢复项目，
但湿地和矿区的森林恢复不包括在内。研究的最初意图是对退化林

2 “造林”还包括最近退化地的更新绿化。
3 指郁闭度低于20％（1996年以前为低于30％）的林分。
4 中国部分地区天然分布的灌木林。在广东，灌木林多为适宜种树的退化植被类
型。
5 华北地区天然分布的大面积杂草/牧草地，由农业部门经管，其中部分草地适合
种树。
6 禁止公众进入具有天然更新能力的退化林分和林地以确保森林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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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杂草覆盖的采伐迹地、灌木林地或裸地上开展的森林恢复项目
进行评价。然而，一旦对退化林地实施造林恢复，项目往往会对一
些低产或退化的人工林进行清杂、重新种植。多数项目点的低产或
退化人工林都占一定比例。很难将退化林地的恢复与低产或退化人
工林的改造区分开来，因此，本研究将两者均包括在内。退化人工
林往往为早期造林恢复项目未成功恢复的林分。

2．结构框架
第二章，依据二手资料和文献推断，追溯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

的森林恢复发展历程，并对各个恢复项目行动者、目标、资金来
源、驱动力、成果和主要挑战进行了描述。

第三章，对广东省的森林恢复予以极大关注。通过使用现有文
献、二手资料和多个案例的研究来探索所关注的不同方面，如各种
项目实施活动、激励措施、规章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成果。本章为不
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些有望获得长期持续和积极成效的一些方法
和激励措施。

第四章，描述了利益相关者对广东省森林恢复主要限制因素的
看法以及克服这些限制因素的建议。

第五章，为本书的结论篇，着重强调研究获得的主要结果。
在广东乃至全中国的森林恢复上，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如何支持、规
划、实施和持续恢复关键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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