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导言
中国有着很长的森林退化和恢复1史，毁林和林地退化在很大

程度上是农牧业扩张、建设和燃料需求导致过伐与多次战争的结果 
(Shen 200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约有1.2亿公顷森
林，约占国土面积的12.5%（林业部 1949-1993）。在过去的56年中，
中国为恢复退化林地2做出了不懈努力。

大多数恢复森林的活动是由各级政府实施的。自1998年以来，
6个国家重点工程推进了中国林业的发展，而其中的5个工程主要涉
及森林恢复。各省和地方政府，除了参与实施国家工程外，还在当
地独立地开展了一些森林恢复活动。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私营
部门3和外国投资也日益增加了对森林恢复的参与。私营部门在退化

1 关于 森林恢复的术语详见第一章
2 国内尚无 “退化林地”这一术语的官方定义。我们按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的五
类林地面积之和来统计，即：宜林荒山荒地、火烧迹地、采伐迹地、宜林荒沙地
和疏林地。
3 这里的私营部门是指对所分配的荒山进行森林恢复和经营的农户、为增加收入
而通过租赁和承包形式进行森林恢复和经营的个人、私营企业。中国尚没有对私
营部门的公认定义，实际中则存在着许多公私合营的制度安排。

王春峰1 Unna Chokkalingam2

1国家林业局造林司, 中国北京 100714
2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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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上进行森林恢复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尤其在中国南方，通过
放开木材市场和林地林权改革，增强了政策支持力度，增加了私营
部门的参与机会（Lu et al. 2002）。

因此，各项森林恢复的活动所涉及的行动者、目标、规模和资
金渠道都有很大差别。这些森林恢复活动在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各
项制度安排和所提供的各种激励方面也各不相同。本章根据对文献
和历次森林资源调查结果的评估，对过去56年的中国森林恢复进行
了历史述评。我们回顾了过去退化森林恢复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
导致森林退化和恢复的动因，包括主要政策。从中发现中国森林恢
复活动所面临的一些制约因素和各种挑战，以保证在现在和将来所
进行的这些森林恢复实践都具有可持续性。

2．自然和社会经济特征
中国土地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行政区划为23个省、5个自

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每个省都有许多地区和市，
再 依 次 划 分 为 县 、 乡 镇 和 行 政 村 。 西 部 分 布 着 高 山 （ 海 拔 大 于
2000米）、高原和沙漠，逐步过渡到东部地区的丘陵、平原和三角
洲（张广智等 1992）。2000年，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亿，其中农村
人口占64%，城市人口占36%。2000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
里132人，但分布不均。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每平方公里超过
300人），而西部地区较小（每平方公里约40人）。人口增长率为
0.758%。汉族占总人口的91.59%。虽然其余的55个少数民族只占总
人口的8.41%，但却占据着66%的国土，主要分布在边远的山区和林
区。

气候类型极为多样，全国大部分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只有
南部的小部分处于热带地区（图1）（张广智等 1992）。

冬季在东北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下27度，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达
到4度，而在南部则达到16度；夏季在南方和中部地区的温度较为均
衡，7月份平均气温达到27度，而华北地区则有一个较短的炎热期，
但夜晚凉爽。全国年平均降雨量变化也很大，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
的降雨量可高达1500毫米，北部为600毫米，而西北则少于50毫米。
全国约31%国土属于干旱区、22%属于半干旱区、15%属于半湿润
区、32%属于湿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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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近期每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8-9%，已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
到2004年的13700亿元（数字均为现价）（国家统计局 2004）。同期
的年人均GDP也由379元上升到10,502元。农业、工业和各项服务业
对GDP的相对贡献率也由1978年的28：48：24变化为2004年的15：
53：32。作为农业部门的组成部分，林业是贫困地区重要的收入来
源。根据徐等人的研究（2004年），虽然林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不
足1%，但却提供了40%的农村能源需求和几乎所有的建筑用材，同
时，它还提供了其它诸如竹子、各种水果、香料、松香、食用油和
药材等重要商品。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和私营投资的介入，林
产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国内木材短缺和限制采伐，很大一部
分木材（在2003年大约44%）来自进口（Sun et al. 2004）。2003年，
10%的消费林产品和50%的进口木材以加工成品形式出口，主要出口
的林产品是家具、纸张和胶合板。

全国各地的经济情况有着很大差异。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
由于具有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和集约农业，因而很发达，东
南部的一些省份是中国最富有的地方。而西部地区则欠发达，那
里高山多、干旱区广、自然资源丰富，聚集着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化 
(Glantz et al. 2001）。但西部地区却存在着与水土保持、荒漠化和沙
尘暴相关的一些环境问题。最近一期的五年计划（2001-2005）主要
关注西部大开发，这个计划包括了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Hou et al. 2002），该地区也是目前正在实
施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两大重点工程的建设对象（Glantz et al. 
2001）。

全国用于林业的土地总面积为2.5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27% 
(表1）。1994-1998年间，林业用地中的有林地面积为1.537亿公顷，
退化林地6430万公顷，其余则属于灌木、新造林地和苗圃地。集体
所有和管理的林地占58%，其余则是以国有林场和森工企业的形式经
营的国有林地。从1981到1983年，一部分集体林地曾经被划分给当地
农民或乡村农户，对其森林资源的经营利用期约为50-70年。超过一
半的森林和75%的活立木蓄积量分布在东北和西南国有林区，主要包
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和四川（Yin 1998）。其余的31%的
森林和15%的森林蓄积量则分布在浙江、安徽、湖北、江西、福建、
湖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海南10个南方集体林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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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有 林 大 多 数 位 于 东 北
和西南，过去曾经是木材供应
的主要来源。由于对天然林的
过度采伐，导致了木材产量的
下降（Sun et al. 2004, Xu et al. 
2004）。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
始，通过发展用材林基地，南
方集体林对木材供应的作用日
益增强。2002年建立的780万公
顷人工林基地中，81.3%是在集
体林地上。从总体上看，中国
目前有73.6%的人工林基地是
建立在集体林地上（Miao and 
West 2004）。

2002年，在南方和北方平
原地区，户办林场生产的木材
占该地区木材总产量的43%，
南方集体林场占5%，国有林场
和国有森工企业占52%（Sun et 

al. 2004）。许多非木质林产品 (以水果为主) 以及大多数的薪材主
要来自集体林区（Miao and West 2004）。

中国土地面积广大，气候条件多样，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
599个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32,800多种高等植物。其中，17,300种为

(贵州省户办林场，Alexander Hinrich摄)。

表1. 中国林地和所有权（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1994-1998, 国家林业局 
1994-1998)

权属
林地

(百万公顷)*
森林总面积

(百万公顷)**
活立木蓄积量
(百万立方米)

国有 105.9 63.9 7641.0
集体 151.1 89.7 3665.3
合计 257.0 153.6 11,306.3

* 林地是有林地、疏林地、灌木地、新森林恢复地、苗圃地、采伐和火烧迹地以
及各级政府规划的宜林荒山的总和（森林法实施条例 2000）。由于在国有和集体
林地以外还包括诸如四旁和农田林网，因此总面积会有所变化。
** 实际的森林面积包括了郁闭度大于或等于20%（1996年以前大于30%）的天然和
人工林。包括用材林、防护林、薪炭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竹林以及国家特
别规定的灌木林，也包括农田防护林带、四旁植树。人工林主要是通过人工造林
和飞播造林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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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特有，有1,000多种适于木材生产和有其它经济价值的当地树
种。中国从北到南有多种森林类型。

● 针叶和针阔混交林包括云、冷杉、松、落叶松、杉木等树种，分
布在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山脉、从台湾到新疆阿尔泰山脉地
区。

● 落叶阔叶林包括壳斗科、桦木科、柳类、榛科、榆科、槭树科、
椴树科的一些树种，分布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中山、高山和亚
高山。

● 常绿阔叶林包括青冈属、栲属和石栎属的树种，分布在中亚热带
地区的低山丘陵和中、高山。

● 季风常绿阔叶林包括樟科、玉兰科、山茶科、桃金娘科、苏木
科、青冈属、栲属和石栎属中的树种，分布在南亚热带地区的低
山丘陵。

● 硬叶常绿阔叶林包括高山栎、川滇高山栎，分布在西南部亚热带
的干热河谷及中山、亚高山。

● 季雨林和雨林包括龙脑香科、桑科、梧桐科、藤黄科、楝科和漆
树科等树种，分布在中国西南、华南至台湾的热带地区。

● 在中国最南部的热带沿海地区，还分布着红树林，其树种包括秋
茄树、红树和木榄。

● 在中国海南的众多珊瑚岛上，还分布着常绿林，其树种包括麻疯
桐和海岸桐。

● 竹林共有40个属400多种，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地区，最常见的竹种
是毛竹。

3．森林恢复的历史回顾

3.1 早期的实践（1949-1980）
总体而言，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中国为了恢复森林已做出了

许多具体努力。在上个世纪50年代，林业部门的首要任务是生产
木材，森林恢复实践活动有限且资金投入也很少。即便如此，从
1949到1952年间，在华北地区仍营造了889,333公顷的防护林。当时
的森林恢复活动主要集中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中部以及河南东
部、东北西部和江苏北部沿海等一些重点地区，这些地区受到了水
土流失、干旱和沙化的严重影响。1954年以后，木材生产成为首要
任务，东南省区开展了人工林基地建设。如1955年，共计完成森林
恢复171万公顷，其中用材林占55%（林业部 1949-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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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60年代，在持续开展防护林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用
材林基地建设。防护林建设被安排在中国东北和西北、黄土高原和
一些易遭受台风和暴雨洪灾的沿海地区。1964年建立了集体林区育
林基金制度，林业部最初计划在东南省份建立240片用材林基地。
中国南方各省份积极相应并主要开展了杉木用材林基地建设。但在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数林业机构职能受到影响，
用材林基地建设几乎停止。与此同时，上个世纪60年代，在经过了
多次试验后，飞播造林被证明为一种有效的森林恢复方式，有助于
加快中国广东、四川乃至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森林恢复步伐（李霆 
1985）。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木材日益增长
的需求，特别是在亚热带地区，用材林基地建设被摆到了比防护林
建设更为突出的地位。1974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在10年内建立667万
公顷以杉木为主的用材林基地的计划。为此，从1976年开始，中央
政府每年对南方集体林区投入了2,000万元人民币。从1973到1980年
间，在南方13个省的528个县，共计营造了653万公顷用材林基地，用
了7年时间完成了国家的10年目标（李霆 1985）。

1971年，为了减轻频繁的风沙和干热风的影响，随着在农田、
水渠、道路和村舍旁开展的防护林带建设，平原绿化正式启动。到
1985年底，约种植了72亿株树木，所形成的防护林网保护了107万公
顷的平原农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林业行政管理得到
了恢复，此时，在三北地区开展的防护林建设工程开始实施，并被
纳入了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林业部 1949—1986）。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缓解沙尘暴、水土流失和生
产木材，共营造了2,369万公顷的林带，这一时期的森林恢复投资主
要来自政府补贴和当地群众的义务劳动（李霆 1985）。林带建设所
栽植的树种主要包括杨、柳、榆、白蜡、樟子松、侧柏、刺槐、木
麻黄、日本黑松、水杉、池杉和各种灌木。

用材林建设所栽植的树种主要包括朝鲜松、油松、水杉、马尾
松、泡桐、落叶松和竹子。同时，还从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
古巴和印度引进了一些外来树种，如桉树、湿地松、火炬松、加勒
比松、意杨和柚木等。这些外来树种作为用材树种，主要种植在湖
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海南等南方省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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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个世纪80年以来的大型全国性林业工程
上个世纪 80年代，一系列全国性林业工程的启动，加快了森林

恢复的进程。1980年，为了促进用材林建设，中央政府林业部门加
强了和各省的合作。1981年，在全国发起了义务植树运动，要求所
有11岁以上的公民每年植树3-5棵。在这项运动的倡导下，从1981到
1985年间，全国累计有99亿多人次参加了义务植树，共计植树471亿
多株。从1984到1989年间，还启动实施了太行山绿化、沿海防护林建
设、667万公顷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和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四
项工程。1988年，通过在全国确立新的目标，进一步加快了平原绿
化步伐。

1989年，第一个1989-2000年全国造林4绿化规划纲要得到了批
准，该规划纲要综合了各项森林恢复活动。随后，各省和地方政府
在绿化本行政区内荒山的责任制激励下，全国开展了绿化荒山运
动。广东省是第一个全面完成了宜林荒山造林绿化目标的省。此
后，福建、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广西、浙江、山东、湖北、
海南和吉林11个省也相继实现了它们的造林绿化目标。这项运动在
较短时间内，大大地提高了森林覆盖率。但大多数新造林的质量不
高，易遭受病虫害和火灾的侵扰。在这个时期，森林恢复不仅重视
用材林，也重视森林恢复的环境目标（林业部 1999）。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又启动了防沙治沙、淮河太湖流域
防护林、黄河、辽河和珠江流域5项工程。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每
年平均造林面积达到了400万公顷。自1978年以来启动实施的11个全
国性的森林恢复工程中，有10个工程旨在应对频繁的水灾、干旱、
沙尘暴、台风、水土流失，以保障国家的环境安全，1个工程旨在增
加木材供应。附件一介绍了1978至1998年间启动实施的森林恢复重点
工程的情况。

1998年，政府实施了通过增加对基础设施和生态恢复项目的财
政投资，以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政府认为这些项目的实施可
最终支持工业的持续发展和资源开发。这项政策尤其关注经济和
环境状况脆弱的中国西部地区。原来的11个林业工程被重新整合成
为6大工程，并涵盖了全国97%的县。这6大工程被纳入到了国家社

4 “造林”是指在荒山、荒沙地、疏林地、火烧和采伐迹地及一些灌木林地和草
地上，通过人工造林、飞播造林或者封山育林方式建立森林的过程，还包括道
路、河流、村庄、屋舍四旁绿化，农田防护林带的营建。在中国“森林恢复”这
个术语还包括对新近毁林地的更新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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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发展规划。这6大工程中的5个工程主要是恢复森林，规划在
2001到2010年间，恢复森林9200万公顷，总投资达数千亿元。这6大
工程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荒漠化治理、三北和长江流域及
其它地区防护林建设工程以及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6大工
程投资水平之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近几年，
每年大约完成森林恢复面积670万公顷。

河北省新造治沙林（鲁少波摄）

河北省用于治沙的杨树和国槐混交幼林（鲁少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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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恢复生态系统也成为森林恢复活动的主要驱动力，因为6大
工程中有5个工程旨在改善生态环境，只有最后一个旨在建立工业原
料林基地。这5个工程的详细情况见附件二。

这些全国性工程中的每项工程都涉及很多个省和县（表2）。
1998年以前启动实施的工程，其森林恢复目标多数少于400万公顷，
只有3个工程的森林恢复目标超过了400万公顷。

1998年以后整合的工程都具有比较宏大的森林恢复目标，森林
恢复任务在800至3200万公顷之间。新的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工程也
从经济状况和立地条件好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扩展到了华北平原和
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这些旨在预防自然灾害和改善生态环境的
森林恢复工程主要分布在中国大江大河流域和平原、沿海以及陡峭
的西部山区。防沙治沙工程主要位于西北地区，天然林保护工程 (包
括禁伐和森林恢复）涉及中国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东北、内蒙
古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的国有林区以及其它天然林分布区。

人工造林、封山育林5和飞播造林是这些全国性大工程主要采用
的植被恢复技术（图2）。飞机造林主要适合在高山和边远地区以及

5 “封山育林”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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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1978-1998年的10个全国性工程（包括早期的全国治沙工程）和1998年
以后经整合的5个工程所采用的森林恢复技术（张志达 1997, 周生贤 2001）

森林恢复技术

工
程
编
号

0

2

4

6

8

10

12

14

16

封山育林 飞播造林 人工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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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78年以来实施的全国性森林恢复工程的规模和期限
(来源：张志达 1997, 国家林业局 1998, 周生贤 2001)

次序 工程/项目 持续时间 县数 省数
森林恢复目标

(百万公顷)
早期工程：1978-1998*

1 三北防护林工程
(1978-2050)

73 551 13 35.6

2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
程（1989-2010）

20 271 12 20.0

3 沿海防护林工程
(1988-2010)

22 195 11 3.5

4 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
(1995-2000)

5 177 4 1.2

5 全国治沙工程
(1991-2050)

59 598 27 47.1

6 太行山绿化工程
(1986-2000)

14 110 4 3.9

7 黄河中游防护林工程
(1996-2010)

15 177 6 3.1

8 淮河太湖流域防护林
工程（1995-2005）

10 208 7 1.0

9 辽河流域防护林工程
(1995-2005)

10 77 4 1.2

10 平原绿化工程
(1987-2000)

23 918 26
无准确数据

11 国家造林项目
(1990-1997)

7 306 16 1.0

整合后的工程：1998年以来**
1 天然林保护工程

(2000-2010)
10

799个县、
林场和
102个国有
森工企业

17 12.7

2 退耕还林工程
(2001-2010)

10
1596 30 32（其中15.3为

第一期）
3 京津周围荒漠化治理

工程（2001-2010）
10

75 5 7.57

4 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及
其它地区重点防护林
建设工程
(2001-2010)

10

27.0

5 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
建设工程
(2001-2015)

15

886县
+114个林
场和国有
森工企业

18 13.3

* 本表中的数据来自最初的规划
** 1978-1998年实施的工程被整合为现在的6大工程，本表仅包括了5个与森林恢复
直接相关的工程，表中数据源自于修订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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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雨量大于300毫米的地区。封山育林是一种自从古代就在中国采
用的经济、省力且有效的森林恢复技术。

各种松树和杨树是各地普遍用于森林恢复的备选树种。长江防
护林工程建设中还包括了杉木、阔叶树种、各种竹子以及经济林树
种。沿海防护林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就积累了许多经验，在森林
恢复中选用了诸如木麻黄、红树、灌木等抗性强的树种，并且还考
虑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如椰子，以及当地群众习惯的农林复合经
营模式。在华北和东北平原、江河流域和山区实施的5个森林恢复
工程中，除了选择了各种松树和杨树外，用于森林恢复的备选树种
还包括了侧柏、刺槐、沙棘、紫穗槐、山杏等。为生产木材而开展
的国家造林项目中，所涉及的用于森林恢复的备选树种包括各种松
树、杨树、杉木、落叶松、刺槐、桉树和其它阔叶树种。而在速生
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项目中，还考虑了落叶松、桉树、相思。但所
确定的备选树种并非意味着它们都得到了栽植。由于苗木价格高、
缺乏技术、管理不当以及一些地方立地条件不适合等多种原因，在
某个特定的森林恢复项目中，只有少数树种得到了使用。

3.3 地方、私营部门和外援森林恢复实践的进展情况
除了全国性工程外，一些省也依靠地方政府资金，独立地启

动了一些生态系统恢复和城市绿化项目。例如，1998年，云南政府
决定沿着临沧县南亭河中上游开展防护林带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左) 安徽的小型木材生产（Alexander Hinrichs摄）（右）生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的香梨（于艳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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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0万元，新造林13,000公顷，保护现有林20,000公顷，通过该项目
的实施，将使项目区内森林覆盖率由28.9%增加到50%以上（国家
林业局 1999-2000）。作为中国两个经济特区的广东省深圳和珠海
市，曾积极倡导启动实施了城市绿化项目，以改善城市的景观和环
境 (林业部 1999, 第三章）。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实施市场开放、投资支持、技
术帮助、允许长期承包租赁土地开展森林恢复和允许拍卖、自由转
让使用权政策，发展和利用森林正在越来越多地由国有部门转向私
营部门（Lu et al. 2000, Xu et al. 2004）。在国家的改革框架下，各省和
县也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办法。

在东南部的集体林区，那里历来重视木材生产，通过采取构建
公司和社区的伙伴关系、政府许可的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减少木
材税费等措施，加快了私营的森林恢复进程。然而，由于限制少、
投资回收期短和比木材更快的市场发展，经济林和竹林基地等非木
材生产经历了更大的成功和迅速的扩张（Xu et al. 2000, Xu and White 
2001, Cai et al. 2003）。随着中央政府采取了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
中国尤其是东南部的集体林区已成为了一些诸如新加坡的亚洲纸业
和芬兰的恩索等跨国公司发展商业用材林的国际投资热点（Lu et al. 
2002）。

在1998年通过的森林法中，政府表明了其建立森林生态补偿基
金6的意向。根据位置和立地的特点，林地被划分为生态公益林和
商品林区。大约30%即5730万公顷的林地被划分为生态公益林区7，
将基于生态目标对其进行森林恢复和经营管理。根据国家财政改革
和林业分类经营政策，对以取得环境效益为目的的森林恢复，将主
要由政府财政预算投资，而商品林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私营部门通过
市场机制来发展。现在有关通过市场机制来为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
提供资金的各种讨论正在进行之中。森林在水资源、生物多样性保
护、碳汇、生态旅游和水电以及其它方面提供服务功能的最终使用
者，可能应该分担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的费用，几个基于清洁发展
机制的森林恢复项目正在准备之中，并且不久将获得注册。

6 森林生态补偿基金与其它地方广为使用的生态服务支付是对等术语。
7 生态公益林或非商品林的目的是维持生态平衡和改善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提供非木质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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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与中国的国家和省级
林业主管部门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合作伙伴主要包括意大利、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瑞典、芬
兰、荷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热带木材组织(ITTO)、
全球环境基金(GEF)、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
除了1990至1997年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展的国家造林项目外，
到2003年底，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引进了8.22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
的68亿元人民币）的国外赠款，用于支持中国的林业发展（刘力军 
2004）。目前，有122个、2.3亿美元资金（相当于2005年的19亿元
人民币）的国外赠款项目正在实施之中。在1981到1986年间引进的
1.22亿美元赠款中（相当于1986年的4.5亿元人民币），有78%已被
用于森林恢复活动（如造林和发展经济林）（表3）（林业部 1949-
1986）。

表3 1981-1986间的国外林业赠款主要用途
国外赠款用途 资金数量 (美元) 所占比例 (%)

造林 78,982,480 64.7
特种用途林（水果、坚果等） 15,859,000 13.0
森林资源经营管理 7,691,000 6.3
森林保护 6,314,880 5.2
木材综合利用 5,061,903 4.1
主要造林树种研究 3,567,117 2.9
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 2,912,000 2.4
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794,116 0.7
其它 881,816 0.7
合计 122,064,364 100.0

德国政府援助的造林项目

1993年以来，为支持中国恢复森林，德国政府实施了中德合作造林项
目。中德合作造林项目涉及长江和黄河流域14个省区市90个县，这些
地方经济欠发达，正经受着贫困和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的困扰。其中
10个省正在实施第一期项目，4个省已进入了第二期。项目实施期为8到
10年，而造林活动则要求在4-5年内完成。项目总预算为20.12亿元人民
币，其中11.73亿元是德国赠款，8.39亿元为中方配套资金。当地农民投
工投劳折合2.18亿元人民币。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已经拨款5.3477亿元
人民币，中国政府投入了4.9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74亿元的当地农民
投工投劳。截至目前，共计恢复森林381,780公顷（Su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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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方框中介绍了两个外援森林恢复项目的例子。虽然一些
外援项目也在国内项目区内实施，但大多数外援项目实行了独立管
理。

4．成就和影响

4.1 森林恢复的目标和森林面积变化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进行的很多森林恢复实践（营造了

2369万公顷的防护林和用材林）并没有对森林面积增长产生显著影
响（图3 林业部 1949-1993, 国家林业局 1994—1998），这是因为同
期出现了相当大规模的持续毁林，而且也没有更多地关注森林恢复
地区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在1958年追求工业化的“大跃进运动” 
(Shen 2003）期间，由于森林经营不当和过量砍伐，1950年至1962年
间，全国的森林面积实际减少了664万公顷。由于“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对全国森林产生的影响，全国的森林面积由1973-1976年
的1.2186亿公顷再次下降到1977-1981年的1.1528亿公顷。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通过在退化林地上恢复森林，森
林面积持续增加。根据国家林业局统计（2004）（表4），1978到
2000年间，通过启动实施了11个全国性的森林恢复工程，大约完成
森林恢复面积4130万公顷。这些工程的报告中所提供的森林恢复完
成面积数据更高一些。为了保持一致性，这里只采用了国家统计报
告数据。

粮农组织援助造林项目

1982至1987年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下，中国政府开展了6个造林
项目。项目涉及宁夏、山东、四川、湖南、辽宁和河北省11个县和四川
省的1个自然保护区，总投资约为9160万美元（1986年相当于3.389亿元
人民币）。项目计划造林572,900公顷，种草68,450公顷，恢复和改造油
茶低产林16,000公顷，修路202公里，为保持水土而修建一座小型水电站
和29,876个谷坊（MOF 1949-1986）。在亚热带山区种植的油茶种子，可
通过压榨生产高价值食用油和作为制作化妆品的原料。该项目结束时，
营造了43,000公顷防护林，11,500公顷速生丰产林，种草45,500公顷，
种植和改造油茶低产林16,000公顷。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宁夏西吉县的
森林覆盖率从原来的3.3%提高到了21.8%；四川珙县的森林覆盖率也由
19.7%增加到了26.4%。新营造的森林使得超过14,000多公顷农田得到了保
护（李霆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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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78年以来实施的全国性森林恢复工程实际完成的森林恢复面积和计
划造林目标的比较 (国家林业局 2004).

序号 工程
造林目标

(百万公顷)*
完成森林恢复的面积

(百万公顷)**
早期工程: 1978-1998

1
三北防护林工程
(1978-2050)

35.6 27.6 (1978-2000)

2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
(1989-2010)

20.0 5.0 (1989-2000)

3
沿海防护林工程
(1988-2010)

3.5 1.1 (1988-2000)

4
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
(1995-2000)

1.2 0.16 (1995-2000)

5
全国治沙工程
(1991-2050)

47.1 1.1 (1993-2000)

6
太行山绿化工程
(1986-2000)

3.9 3.6 (1984-2000)

7
黄河中游防护林工程
(1996-2010)

3.1 0.5 (1996-99)

8
淮河太湖流域防护林工程
(1995-2005)

1.0 0.2 (1995-99)

9
辽河流域防护林工程
(1995-2005)

1.2 0.22 (1995-99)

10
平原绿化工程
(1987-2000)

No exact figure 0.42 (1993-2000)

11
国家造林项目
(1990-1997)

1.0 1.4 (1990-97)

整合后的工程：1998年以来***

1
天然林保护工程
(2000-2010)

12.7 3.68 (1998-2003)

2
退耕还林工程
(2001-2010)

(15.3 1st phase) 12.2 (2000-03)

3
京津周围荒漠化治理工程
(2001-2010)

7.5 2.16 (2001-03)

4
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及其它
地区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
(2001-2010)

27 8.2 (2001-03)

5
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
工程（2001-2015）

13.3 0.65 (1998-03)

* 本表中的数据源自最初的规划。
** 也包括了工程正式启动之前的试点阶段完成的森林恢复面积。
*** 这里仅包括了5个与森林恢复相关的工程。

退化林地面积也由1973-1976年间的1015万公顷下降到了1994-
1998年间的642万公顷（图3）。由于全国和各省启动实施的森林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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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程的带动，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平均每年完成森林恢复面积
达400万公顷（林业部 1999）。在1977-1981年和1994-1998年的两次
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期间，全国森林面积共计增加了3835万公顷。然
而，同期国有森工企业对成熟天然林的过量采伐仍在继续，森林进
一步退化，因木材蓄积量的下降，造成了国有森工企业的经济危机 
(Weyerhaeuser et al. 2005)。

Rozelle et al.（2003）估计1980到1993年间，全国完成的森林恢
复面积为2700万公顷。其中用材林和防护林为1400万公顷，林带为
600万公顷，经济林为500万公顷，薪炭林为200万公顷。但同期却丧
失了900万公顷的天然林，其中700万公顷的天然林在采伐后被转为
了人工林。

然而，就及时完成森林恢复目标而言，除了三北防护林工程、
国家造林项目、太行山和平原绿化工程外，1978-2000年间启动实施
的11个全国性工程中，大多数并没有按计划完成（表4，详见附件
一）。这些工程在规划初期，没有针对确立实际的森林恢复目标而

时期

面
积
(百
万
公
顷)

退化林地 森林总面积

1994-981949 1950-62 1973-76 1977-81 1984-88 1989-93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图3 中国森林面积和退化林地的变化趋势 (林业部 1949-1993, 国家林业局
1994-1998)
注：1996年森林定义从郁闭度30%变为了20%，对1989-1993到1994-1998年期
间增加的森林面积稍稍有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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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细的可行性分析，各种计划变化频繁。珠江防护林工程比预
期启动时间晚了3年，其投入水平也很低。淮河和太湖流域防护林工
程只进行了试点。而1989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绿化荒山运动，也
只有12个省完成了它们规划的森林恢复任务。

2000年整合后启动实施的5个全国性森林恢复工程，每年的森林
恢复面积达670万公顷（国家林业局 2000，SFA 2001a，国家林业局 
2002，SFA 2003，和国家林业局 2004）。其中4个工程正在按计划实
施，而第5个工程可能难以在规划的时间内实现其森林恢复目标（表
4）。建立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报告完成的森林恢复面积只
有65万公顷，原因可能是由于各省私营部门的人工恢复森林的面积
数据不易获得，而低估了其实际完成的面积。

4.2 成活率、森林类型和条件
自1988年以来，由于实施了严格的质量检查，全国造林一年后

的平均成活率已由1985年以前的55%提高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
87%，而2003年的造林成活率则超过了90%。造林三年后的平均保
存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则达到了75-80%（Xu 2003）。但在1985年以
前，国家统计数据中是将成活率达到40%的造林面积都计算为合格造
林面积。现在则要求降雨量大的地区的造林成活率达到85%、降雨量
低于400毫米的地区的造林成活率达到70%才能计算为合格的造林面
积。

大多数增加的森林面积属于通过人工造林和飞机播种形成的
人工林，人工林面积也由1973-1976年间的2369万公顷增加到1994-
1998年间的4666万公顷（林业部 1949-1993，国家林业局 1994-1998）
（图4），1994-1998年间的人工林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0%，使得中
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而1973到1993年间，天然林
总体上则呈现了下降趋势，这表明出现了持续的过量采伐。随着对
现存天然林的保护和对天然更新的重视，1993到1998年间，天然林面
积出现了增长。

虽然过去几十年里进行的森林恢复实践已成功地增加了森林面
积，但森林资源的质量和年龄结构总体上呈现着下降趋势。首先，
现有森林生长状况差、林木蓄积量低、干形扭曲。人工林每年每公
顷增长3—3.5立方米（Bull and Nilsson 2004）。随着持续轮作，木材
产量明显下降。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每公顷森林的活立木
蓄积量和总立木蓄积量都在持续下降，此后才出现上升，但1994-
1998年期间的总立木蓄积量再次下降（表5）。尽管森林面积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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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从1973-1976到1994-1998年期间的人工林和天然林面积变化趋势（林业
部 1949-1993, 国家林业局 1994-1998）

时期

面
积
(百
万
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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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每公顷活立木蓄积量、成熟林总面积和总立木蓄积量
时期 1949 1950-62 1973-76 1977-81 1984-88 1989-93 1994-98*

1单位面积活立
木蓄积
(立方米/公顷)

90 90.12 71.03 69.21 73.3 75.8 78.06

2总立木蓄积量
(亿立方米)

11.6 11.0 9.5 10.3 10.6 11.8 11.3

3成过熟林面积
(百万公顷)

48 42 28 22 14 13 13

1. 立木蓄积除以森林面积。林业部（1949-1993），国家林业局（1994-1998）。
2. 林业部（1949-1993），国家林业局（1994-1998）
3. Shen(2003)
* 根据新的森林定义（郁闭度大于等于20%），1996年以前为郁闭度大于等于
30%。

加，但用于木材生产的可采伐的成熟森林资源数量却在持续下降，
大多数森林属于幼龄林。在1994-1998期间，人工林活立木蓄积量仅
为每公顷35立方米，天然林则为每公顷91立方米。

其次，林分结构和组成也很单一，针叶和速生树种多，而阔叶
和高价值树种少（Li 2004）。混交林比例低，生物多样性降低。例
如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在亚热带地区的用材林基地建设中广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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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杉木和马尾松作为主导树种，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泛针叶林化
的趋势（Sheng 1997）。表6列出了在5个典型的位于亚热带地区的省
份的人工林组成情况的统计结果。

树种单一且结构单纯的人工林在保持水土方面的效果也不好。
在亚热带地区，常常会看到一些林分的郁闭度虽然很高，但其林下
土壤流失仍很严重。近几年来，南方一些省份出现了大规模清理次
生林以发展速生丰产林和经济林的情况（Sun 2004）。整地活动、栽
植树种、保持地表植被和枯落物的自然状态对土壤特性和可侵蚀性
都会有重要影响（Huang et al. 2004, Jia et al. 2005, Wang et al. 2005, Yang 
et al. 2005, Zheng et al. 2005）。例如，在缺少地表植被和枯落物情况下

湖南省的杉木人工林基地（李锡泉摄）

表6. 6个典型亚热带省1989-1993年的人工林组成（盛炜彤 1997） 单位：百
公顷

省份 人工林总面积 针叶林面积 阔叶林面积
阔叶林占人工林总

面积的百分比（%）
福建 13143 12591 552 4.2
浙江 8077 7981 96 1.2
江西 8300 8156 144 1.7
广东 14682 12571 211 4.4
广西 8544 8208 336 3.9
湖南 11957 11303 67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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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增加土壤侵蚀（Jia et al. 2005），而当整地导致土壤紧度时又可能
会增加地表径流（Yang et al. 2005）。福建省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没有
轮作的情况下，二代杉木人工林基地中的土壤养分会降低10-20%，
三代杉木人工林基地中的土壤养分会降低40-50%（盛炜彤 1997）。
然而，防护林确实对其造林地点的土壤流失具有控制作用。

单一无性系森林恢复往往对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抵抗力比较
差。三北防护林工程所种植的杨树就遭受到了天牛和其他虫害的毁
坏，而病虫害也对沿海防护林建设工程造成了严重破坏。每年遭受病
虫害破坏的森林超过了930万公顷（Li 2004）。

4.3 森林生产（Forest production）和社会经济影响
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各种研究以弄清森林恢复带来的各种影

响，但是森林恢复项目对森林生产（Forest production）和社会经济
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整合后的5个以森林恢复为主的工
程进行的社会影响抽样评价正在进行之中。下面三段文字所提及的特
定结果是摘自工程报告（详见附件一）。

三北防护林工程通过抚育和修枝，每年可从营造的911,752公顷
薪炭林中收获547万吨薪柴，为600万农户提供了薪柴和参与林产品生
产以及商业经营活动的就业机会。沿海防护林工程的实施使得木材和
经济林产值由1987年的13.44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88.81亿元。平原绿化
工程使得当地木材需求得到缓解，促进了当地增收。太行山绿化工程
通过经济林建设，增加了一些地方的农户收入。2000年全国源自于基
地的经济林产品总产量达到了6700多万吨，其中仅水果一项就达到了
6225万吨（SFA 2001a），总产值为127.52亿元。

此外，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防护林、退耕还林、国家造林项目以
及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报告中，也都阐述了通过实施这些工程项目而
增加了当地收入的情况。然而，长江防护林和国家造林工程项目增加
当地群众收入主要是通过这些工程项目的森林恢复提供的工作机会，
退耕还林工程主要是通过对参加工程的农民进行固定粮食和现金补助
来实现其增收。虽然随着森林恢复投资的增加，参加森林恢复劳动的
工资总体上也在提高，但农户通过参加森林恢复劳动获取收益的机会
有限，森林恢复劳动工资也因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总体而言，许多工程（如长江防护林、三北防护林、平原绿
化）现在都面临着森林恢复后的地方再次遭受破坏的问题，这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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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工程实施中，缺乏当地群众的真正参与和体现其利益，对当
地群众的需求缺乏考虑。同时，存在着权属不稳定，经济激励机制
缺乏，用于长期经营管护的资金有限且不稳定的问题。在治沙工程
中，过度放牧、开垦耕地、过渡采薪和滥挖药材的持续发生都造成
了严重危害。新近实施的治沙和天然林保护工程还涉及到对工程区
内群众进行移民安置的问题。

大量评估表明，退耕还林工程在实施过程和维持工程的可持续
性方面都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天然林保护工程中也同样存
在 (Lele and Shen 2001, Colchester 2002, Xu 2002a, Shen 2003, Weyerhauser 
et al. 2005)。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也对一些山区社区的生计产生了一些
负面影响。虽然该工程旨在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和增加农民收入，并
且期待着农民的参与，但因管理费缺乏，计划执行时间短，致使地
方林业行政管理部门难以达到要求，更难以关注当地农民的各种需
求，在加上地方财政预算紧张，他们也难以针对中央投资提供相应
的配套管理经费。单纯地完成目标使得工程不能很好地考虑当地农
民的兴趣和看法，农民失去了现有收入来源，而政府补偿标准并不
高且仅仅持续5-8年，在政府补偿期结束后尚无可靠的替代生计，
农民更难以确定其栽植树种的保存情况和市场前景，技术支持也有
限。因此，一旦退耕还林工程结束后，农民们进行复耕的可能性很
大。

4.4 保护功能
根据工程报告8，平原绿化、三北和沿海防护林工程分别保护

了3250万公顷、2130万公顷和400,000公顷农田（详见附件一）。全
国治沙工程帮助改良了472,000公顷耕地；长江防护林工程和国家造
林项目的实施，使得每年分别减少土壤流失2196万吨和1亿吨；淮河
太湖流域防护林工程的实施使每年每公顷土壤流失量减少了3.9吨。
Yin(1998)的研究也表明，实施长江、淮河流域防护林工程所取得的
各种成效大大抵消了增加的水土流失量。

根据工程报告，长江防护林工程显著地提高了流域抵御水灾等
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了流域内水坝和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功能
（张志达 1997）。然而，更详细的调查还不能支持所报告的预防和
控制水灾的效果。

8 在有些情况下，项目报告中提供的生态效益是基于专家的估计，可能不是非常
严格的科学评估。准确性因省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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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黄河和沿海防护林工程实施报告反映，由于防护林带的
保护作用，减少了土壤流失，使得粮食得到了增产。实施国家造林
项目使一些地方水资源短缺的情况得到了缓解。然而，也有一些研
究人员认为，尽管在恢复森林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生态环境总体
恶化的趋势仍然在继续（Shen 2003），而且就长江流域而言，所营
造的森林结构明显单一，并且由于放牧、农业活动和其它方面的各
种压力，森林恢复后常常再次出现了退化。

根 据 这 些 工 程 报 告 ， 已 经 观 察 发 现 ， 在 退 耕 还 林 和 长 江 流
域防护林工程实施后，野生动物的物种数量有了增加。Sayer 和 
Sun(2003)则揭示天然林的丧失和将天然林转为人工林实际上是减少
了生物多样性。除此之外，还难以确定森林恢复活动对野生动物栖
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但新形成的森林常常是在荒地上，可能
对上述方面会有些积极的影响。

Weyerhauser et al.（2005）人的研究表明，一些地方实施的退耕
还林工程可能难以达到减缓水土流失的目的，这是因为种树的地方
常常不是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方。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地
方管理部门人员常常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取得最佳效益而选择森林
恢复的区域，使得那些呈现高度多样化的景观结构被转化成为大规
模树种单一的人工林基地。工程监测没有和整个工程目标联系在一
起，而仅仅是针对种树地点。

5．促使林地退化和森林恢复的各种因素
为了确保森林恢复实践的长期可持续性，防止再次导致森林

退化，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很好地理解促使林地退化和森
林恢复的各种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多数毁林事件和森
林退化的扩大，都与几次政治运动和森林权属变化有着紧密联系。
此外，经济发展对木材的高需求、农村人口的生活需要、火灾、
病虫害和酸雨也是导致森林退化面积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因素。直到
1998年，全国还在以每年165万公顷的速度使得森林转变为灌木和荒
山，每年约有44万公顷左右的有林地转变为城市开发等其它用地 (王
伟英 1998）。

解决生态环境和木材、薪材短缺问题的坚定政治决心，也推进
了退化林地的恢复。近年来，为推进私营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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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各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都加快了森林恢复的进程。这些促进
森林退化和恢复的各种因素详述如下：

5.1 政治运动和决心
在中国过去的50多年里，实质性的毁林和林地退化的扩展，

应 归 咎 于 诸 如 “ 大 跃 进 ” 和 “ 文 化 大 革 命 ” 这 样 的 重 大 政 治 运
动。“大跃进”始于1958年，主要关注加速发展工业，以赶超英美
国家。因此，为大炼钢铁提供燃料导致了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例
如在湖北省，活立木蓄积量由1957年的4120万立方米（不包括神农架
自然保护区）减少到1960年的2730万立方米；为支持钢铁生产，广西
壮族自治区采伐了1750万立方米木材，是该地区1958年制定的木材供
应计划10倍以上（李霆 1985）。

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林业行政管理机构
被解散，全国林业行政管理普遍弱化。这期间有记载的森林火灾就
达到了110,000次，每年约烧毁森林67万公顷。非法采伐和森林火灾
使得全国森林面积减少了660万公顷。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湖
南和江西省低山丘陵区的森林几乎被全部砍光（李霆 1985）。

在最近几十年里，面对短缺的森林资源和日益扩大的荒山荒地
面积，恢复退化林地的政治意愿得到了强化，极大地加快了森林恢
复的步伐。自1978年以来，投入了数以亿计资金的全国性大工程一
直在持续实施。为了完成全国和各省规划所确定的森林恢复任务，
各省和地方政府以及广大群众也都承担着政治压力。

5.2 权属安全性
1953至1958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此后开始于1958年的人民公

社运动导致了私有林的全面废除，农民们也因此失去了他们使用和
经营森林的权力。森林资源被敞开着使用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出现
了严重的毁林。为了推进森林恢复，1981-1983年，在农村土地权
属改革的大形势下，一些地方将部分林地划分给当地农民，同时，
还放开了木材市场。但农户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多次权属变更和
不稳定的林业政策之后，因担心林业政策可能会再次发生变化，木
材市场放开导致南方集体林区迅速出现了砍伐森林的情况（Cai et 
al. 2003）。经过多年以后，现在的权属安全性和使用权转让得到了
强化，出于商业目的，私营部门对森林恢复产生了兴趣并在进行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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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拥有林地使用权并非自然而然地就决定了对林地上所附
着的森林拥有使用权，因为森林资源仍在政府管理之下。使用权常
常会因为各种政策改革和变化而受到制约。比如在最近实施的天然
林保护工程中实行了禁伐政策，这一政策也扩展到了集体林区，甚
至是人工林区（Lele and Shen 2001, Shen 2003, Miao and West 2004）。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由于对木材采伐权的限制，一些地方甚至不允
许当地社区群众进入森林去采集非木质林产品。这些政策变化对集
体林地上的森林资源发展和管理产生了负面影响，增加了非法采伐
活动，也导致了森林资源退化。

5.3 木材高需求与短缺
经济发展对木材的高需求导致了许多地方大量采伐森林资源，

减少了森林面积。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赋予林业部门的主要
职责是尽可能多地采伐木材。现有的138个国有森工企业大多数是出
于这一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虽然这些森工企业也对采伐后的林地负
有恢复更新的责任，但许多企业并没有完全做到。从1949至1997年
间，年度木材采伐量一直在稳步增加，1998年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
并实施禁伐政策后才出现了下降（图5）。石和徐根据全国森林资源
统计的数据估计，在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73-1976）和第二
次清查期间，每年过量采伐的木材大约达1900万立方米。到第三次
清查（1984-1988）时，每年过量采伐的木材达到了2800万立方米。
因过量采伐，云南省的森林覆盖率由上个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到

图5 1949-2000年间的年度木材采伐量（百万立方米）(国家林业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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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24%。同期，海南省的森林覆盖率也由35%下降到了7%（张
志达 1996）。

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木材的短缺和日益增
加的木材需求推进了用材林基地建设，特别是在南方集体林区的一
些省份。一些早期的森林恢复行动则主要是由政府单独实施的，而
现在则涉及到政府和私营部门。1981至1990年间，木材供应和需求的
缺口以每年15.9%的速度增加，2000年达到了5426万立方米（洪菊生 
1997）。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木材加工业和建筑业对木材
的需求显著增加。专家预测木材需求将长时间持续增长。到2005年
和2015年，国内木材需求将分别达到3.459-3.5亿立方米和4.378-
4.428亿立方米（姚昌恬 2000）。而根据现有森林资源状况所预测的
同期国内木材供应量分别是1.69亿立方米和1.95亿立方米。

2005年和2015年木材缺口分别是0.6-0.7亿立方米和1.45-1.50亿立
方米，在这一缺口中还没有考虑薪材。

表7 2005和2015年木材需求预测（姚昌恬 2000）。单位：百万立方米
项目 2005 2015

1. 生产和建筑 235.9-240 337.8-342.8
建筑 64.4 72
纸业 28-30 63-68
装饰 24 33
家具 21 37
板材 29-31 39
其它 69.5 93.8

2. 薪材 110 100
总计 345.9-350 437.8-442.8

贵州省喀斯特地区的人口增加加剧了森林退化

1993年，贵州喀斯特地区每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3%，全省的人口密度为每平
方公里200人，高于同期全国1.14%的平均人口增长率和每平方公里124人的人口
密度。将陡坡林地开垦为耕地，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下层岩石裸露，
再也难以耕种或恢复森林。从1974-1979年间，这种退化的喀斯特土地面积已经
增加了62,400公顷，预计还将继续扩大（蓝安军 2002）。

5.4 人口增长和生计需要
上个世纪60-70年代，人口的迅速增长加大了对林地的压力，甚

至是陡坡地也被开垦用于种植粮食，对薪材和其它森林资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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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大。农业耕种和过渡利用边际土地导致了亚热带地区严重的土
地退化和生态环境问题。而国有林区的人口压力也在增加，那里大
约生活着130万林业职工，主要依靠过量采伐森林资源来维持基本生
活 (唐小平等 1998)。在中国南方，当地村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林
产品来换取现金收入以维持家用（Cai et al. 2003）。在采集薪柴时，
他们常常把所有枝条、采伐剩余物和林下灌丛都清理了，使得山坡
裸露，土壤特性发生改变，增加了侵蚀和地表径流（Yin 1998）。

同样，对森林资源的高度依赖性，也激励着地方政府去恢复森
林以增加对薪材的供应。在许多农村地区，人们每天主要依靠燃烧
薪柴来做饭和取暖。官方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全国薪材消费量是
8840万立方米（张志达 1996），而侯和王（1998）估计其数量应接
近于1.73亿立方米。从1988到1993年，由于在农村地区实施了改灶节
柴、发展沼气、小水电和风能以及农村人口的减少，每年的薪柴消
费量下降了3.7%。然而，预测2005和2015年的薪材需求量仍然分别为
1.1和1亿立方米（姚昌恬 2000）。

5.5 森林火灾、病虫害和酸雨
1950至1987年间，每年被烧毁的森林为947,242公顷，森林火灾

导致了中国实质性毁林。“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业管理的弱
化，森林火灾特别频繁。1987年发生在大兴安岭的特大火灾，过火
面积达到了890,000公顷，其中23,300公顷森林被完全烧毁（国家林业

(左) 贵州新富村农户煮猪食用的薪柴。(右) 贵州西峰村农户一天所割草料 
(Alexander Hinrichs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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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2001b）。随着火灾控制系统的加强，上个世纪80年代的火灾显著
下降。1998年，全国范围内因火灾烧毁的森林为27,424公顷。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森林病虫害事件持续增加，每年受到
严重感染的森林面积达到667万公顷。现在一些本土和外来森林病虫
害，如松毛虫、大袋蛾、春尺蠖、松材线虫病、松突圆蚧和啮齿类
动物对人工林造成了大面积破坏。作为过去森林恢复实践的成果，
这些人工林基地大多数是由单一无性系和外来树种组成的，常常没
有很好地做到适地适树，易于感染和爆发森林病虫害。1998年，全
国有701万公顷森林受到了严重感染，其中松毛虫和鼠兔危害面积分
别为695,000公顷和719,000公顷。到1999年底，受松材线虫病危害的
松树人工林面积达到了72,400公顷，致死树木达到1500万株（李育材 
2002）。

酸雨也导致了一些地区的森林退化。这些地区主要包括四川、
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省和位于沿海的福建和广东省。野外调查
表明：PH值小于4.5的酸雨将严重影响马尾松、华山松和云杉的生
长，最终可使这些森林致死。受酸雨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四川盆地，
那里每年约有280,000公顷森林受害。其中，约有15,000公顷的森林因
受到酸雨的彻底破坏后而不得不被清理（WOSMOC网址）。

5.6 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日益恶化的环境
在中国许多地区，水灾、干旱和沙尘暴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频

率在日益增加，这与毁林以及林地退化有着直接联系（Zhou 1997, 
Liu and Diamond 2005）。如长江流域在1957年的森林覆盖率为22%，
经过了30多年的采伐，其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了10%。结果使得流域
内的水土流失面积也由上个世纪50年代的3600万公顷增加到80年代的
7340万公顷，占整个流域面积的41%，每年土壤流失量达到了22.6亿
吨，其中5.3亿吨直接流入长江（张志达 1997）。正是为了预防这些
自然灾害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需要，才特别地促使了一批全国性工程
在1978年后得以启动实施。

这些工程的主要环境目标是：
● 减少一些流域和山区的水土流失；
● 减少荒漠化、沙尘暴和干热风对平原地区、北部干旱区和一些流

域内农作物的直接影响；
● 预防在山区、江河流域内发生严重的水灾和滑坡；
● 减少台风和风暴的危害，稳定海岸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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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采取的森林恢复和经营管理活动类型能够在小范围内
很好地影响当地土壤特性、地表径流和水灾等，但值得注意的是，
森林和植树活动对大规模水灾和滑坡事件的影响正在日益受到质疑 
(FAO and CIFOR 2005）。

5.7 私营企业和追求经济利益的推动
最近几年，发展私有林业的政策促使了一些农民和私有企业投

资森林恢复，尤其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和经
济林。2003年，私营部门森林恢复面积大约为531.7万公顷，占当年
全国造林总面积的58.3%。政府对私营投资采取的激励措施包括降低
木材税费和放开木材市场。

总之，政治压力和对木材、薪柴的需求共同形成了两个方向的
驱动力，他们既是推动林地退化，同时又是推进森林恢复的因素。
因此需要谨慎地对政策和工程进行设计，以确保所它们在有助于防
止森林退化的同时而有利于推进森林恢复，并为生产木材而进行可
持续经营。特别是在1998年以后，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追求私人利益
成为推进森林恢复的新的因素。将不得不关注诸如林权不安全、地
方生计需求和病虫害易感性这样一些导致森林退化的社会经济和技
术因素，以便从环境和商业两个方面确保森林恢复实践的长期可持
续性。

6．影响森林恢复的政策的总体回顾
过去的50年里，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在推进森

林恢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影响森林恢复的政策可总结如
下：

6.1 资金政策
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开始实行了育林

基金制度，这项制度后来也扩大到了南方集体林区。上个世纪60年
代，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了育林基金制度，后来直到1981年期间，经
历了几次修改。在国有林区，木材销售收入的26%被征收作为育林基
金，而集体林区育林基金的征收额则占木材销售收入的20%。育林基
金由地方政府林业部门直接征收和管理，用于恢复森林。

除了从木材销售中提取育林基金提供了大量投资外，中央政府
还为全国性工程提供了许多资金，地方群众也为其提供了许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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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从1949年开始，中央财政预算通过财政补贴和基本建设投资
形式，每年都安排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恢复森林（赵鸣骥 高玉英 
1999）(表8和表6)。从1950到1999年间，中央财政大约投入了243亿元
用于恢复森林。总体而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央政府对森林恢
复的投资主要是用于种苗费补助，而对森林恢复所涉及的其它方面
的政策激励不足。此外，中央政府财政预算用于林业的份额也远远
低于水利和农业（表8）。从1995到1980年间看，中央政府对林业基
本建设的投资在中央政府预算中的比例也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8 第四到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对林业、农业和水利的资金分配情
况（来自财政部）（赵鸣骥 高玉英 1999）

部门
五年计划期间

总计
1971-75 1976-80 1981-85 1986-90 1991-95

林业
2.48

(0.6)
3.46

(0.6)
5.53

(0.8)
9.82

(0.7)
18.03
(0.7)

39.35
(0.7)

水利
18.85
(4.8)

30.05
(5.7)

23.67
(3.4)

35.35
(2.5)

63.58
(2.4)

146.51
(2.6)

农业 —
11.08
(2.1)

20.77
(3.0)

36.29
(2.6)

112.30
(4.2)

180.45
(3.2)

全国 391.94 527.35 695.19 1397.82 2689.57 5699.26

图6 1980-1995年间，用于森林恢复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比例 (赵鸣骥 高玉
英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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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前实施的早期森林恢复工程，大多数的森林恢复费是
依靠地方政府和群众投工投劳来解决（见附件一）。在1998年后启
动实施的经过整合的全国性森林恢复工程中，有4个工程主要由中
央政府投资，地方政府只有少量的配套资金，而第5个森林恢复工
程—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工程则主要是通过对个体投资者、农户和
私营公司实行低息贷款，以支持其建立经济林和速生丰产用材林基
地。在10-15年里，将通过这5个工程造林9200万公顷9，计划约投资
5730亿元。其中，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231.3亿元，退耕还林工程投
资3584.3亿元，荒漠化防治工程中投资577亿元，重点地区防护林工
程投资700亿元，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投资638亿元。

针对不同的森林恢复技术，还建立了不同的投资标准（封山
育林每公顷1050元、飞播造林每公顷1800元，人工造林每公顷3000-
4500元）。同时，为生产不同类型的木材产品，也建立了不同的投
资标准（纸浆和人造板用材林每公顷造林投资6000-7000元，培育大
径材每公顷造林投资7000-8000元）（周生贤 2001）。在退耕还林
和荒漠化防治工程中，通过向农户提供现金和粮食补贴，促使他们
将陡坡地上的或质量差的农地以及荒山荒地、沙地转化为森林和草
地。对退耕种植果树经济林或其它用材树种的生态林将持续补偿5年
或8年。这些补偿占用了这5个工程中与森林恢复相关部分的5730亿
元估计投资的很大部分。

但实际花费是多少并能取得多大实效，则取决于中央政府财政
和地方资金配套情况，而这些则因地区和年度不同有很大差异。维
持如此大规模的中央政府投资，将取决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和在中
国林业部门中所形成的有效增收和再投资机制。鉴于天然林保护区
内木材禁伐而减收带来了财政紧张，地方政府感到难以提高必要的
配套经费，而农民的义务工也不再总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6.2 森林权属
1949年以前的森林权属主要有三种：国有、公有和私有。大量

的私有林地被地主和少数封建军阀所占有。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法大纲建立后，没收的林地被分配给了当地农民。1953年，
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林地被重组纳入了农业生产初级社，后
来进入了高级社。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进一步强化了林地的公

9 由于这些工程也包括了一些在退耕还林地、草地、低洼地和路旁、河渠沿线的
造林，因此该面积大于6420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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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属性，完全废除了私有林，结果只剩下了两种林权形式：a)国有
林 (中央或地方政府）。主要位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和b)集
体林 (当地乡镇、行政村或自然村）。在南方和东南省份，大部分
林地属于集体所有。

在这种体制下，虽然法律规定了“谁森林恢复谁拥有”，但个
人和私营实体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使用和占有权。1981年到1983年的林
权改革，使得部分集体和国有林地被再次划分给了当地农民，并允
许他们经营和使用森林资源。到1984年，全国总共有约7130万公顷的
集体林地被再次划分给了5700万农户（林业部 1949-1986）。

1980年，为激励农民恢复森林的积极性，南方放开了木材市
场。1992年，实行了将宜林荒山、荒沙拍卖给当地农民和私营实体
进行造林和长期经营使用的新政策（Miao and West 2004）。1998年
的森林法允许转让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林地的使用权。农民和
集体被允许对其拥有的林地进行转让、租赁和承包，但不允许改变
林地用途。森林法还将林地使用权扩展到了70年，并可以再延续。
这些林权改革和其它相配套的资金激励，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民间
和私营部门出于商业目的而对退化林地进行恢复。然而，这种被私
营部门所拥有的权属仍需要进一步澄清和强化，以确保可持续地进
行森林恢复。

6.3 林业税费结构
过去的税费结构对森林恢复特别是对建立用材林基地完全不

利。虽然各省和各县的情况有相当大差别，但大体上约有40%的木
材采伐收入是直接以税费形式被征收走了。在福建省，所征收的
木材税费平均在50%以上，某些地区甚至达到了70%以上（林业部 
1999）。对林产品征税高于对其它部门产品的征税（Sun 2002a），
而外国投资者又往往比国内公司具有更多的优惠条件。

为了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计，许多省逐步废除了
农业税（包括对采伐的原木）。2004年中央政府宣布在今后5年内，
将逐步废除向农民征收包括木材在内的农业特产税，以减轻农民经
济负担（温家宝 2004）。但林产加工业仍然必须交纳增值税和营业
税。各县的木材生产者仍需要向林业部门交纳一定的育林基金和用
于支持道路建设和防火的费用。废除对木材生产者征税有望极大地
促进商品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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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森林分类经营管理政策
森林分类经营政策就是根据森林所发挥的主导功能，将林地划

分为商品林经营区和生态林经营区。中国东南部则主要被划分用于
建立商品林基地，而中国西部地区则主要用于开展生态系统恢复。
这项政策极大地影响了森林恢复，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态林的
投资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而商品林森林恢复投资主要是依靠市场机
制或商业贷款。

生态林的林权所有者在经济上获得补偿以保护生态环境的同
时，需要应对贫困。除了中央和省级政府投入外，地方有时也从
公用事业部门筹集部分资金用于弥补补偿的不足（Wang and Dan 
2004）。但在正在实施的诸如退耕还林工程和生态补偿基金制度这
样一些补偿项目中，也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Sun 2002b, Xu 2002a,云
南大学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2004, Weyerhaueser et al. 2005），各级政府
是主要的资金来源，每亩10大约5元的补偿标准是不足的，且远远低
于其机会成本。

利用市场、当地和其它一些机制来对环境服务加以补偿的做
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需要对森林所提供的环境服务功能进行较
好评估，同时也有必要为环境服务提供者和购买者提供信息和技术
支持。目前在没有考虑各地情况、森林质量和森林环境服务贡献的
情况下，仅仅采用了一种补偿标准。这项补偿制度也没有关注当地
农户的需求和看法，丧失的收入机会和不足的补偿，实际上可能打
击了林地持有者开展森林恢复和持续经营其林地的积极性，也可能
使一些地区的农民更为贫困。

6.5 采伐管理
森林资源管理政策主要关注对现存森林资源的保护，所有采伐

活动都纳入了年度采伐限额管理。过去政府对森林资源管理投入了
很大力量，担心出现迅速毁林的情况，因此，尽管现在鼓励发展非
公有制林业，也放开了木材市场，但依然执行着限额采伐制度（Xu 
2002b）。然而，限额采伐制度确实制约了植树造林，这是因为人们
对其种植的树木无处置权。限额采伐制度也不能敏锐地反映人工林
基地的条件和市场信息，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Xu 2002b）。

比尔.哈代在Zhu (2002)的文中指出，采伐限额管理以至极端情况
下实行的禁伐并没有对保护环境或者在经济上获取成功提供帮助。

10 15亩等于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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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没有政府限制的地方，非公有制部门在发展商品林方面则更为
成功。例如，Yin(1998)的研究表明，在1998年之前，和国有林场和
南方集体林区相比，三北地区农用林发展很快，因为这一地区没有
严格的采伐限额制约，木材可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且税费较低。这就
呼吁我们要改进管理制度，以帮助非公有制部门实施森林可持续经
营，并有效地利用木材资源。同时，利用公共财政机制来保护森林
的环境价值。

自2003年以来，对森林资源管理政策改革的讨论一直在进行，
而政策改革的目的是在于支持发展商品林，同时加强对生态林的保
护。虽然对于在生态林中采集非木质林产品并没有受到限制，但对
生态林的木材采伐是禁止的。从2004年开始，商品林采伐可以根据
市场情况来自由确定采伐时间，而且中央政府决定在第十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2006-2010），放开商品林基地尤其是中国南方商品
林基地的木材采伐限额，以使种树人能及时应对市场变化。(http://
www.forestry.gov.cn/DBI/news/content.asp?table_type=news&id=9715& 
pgid=1)。

7．持续恢复森林所面临的主要限制和挑战
在过去，虽然在短期内大规模地恢复森林已经是可能的，但

从长期来看，其可持续性却存在着一些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所采取的一系列恢复森林的具体实践已经提高了森林覆盖率，但所
恢复的森林的种类和质量总体都比较差。林木生长率、活立木蓄积
量、森林组成和结构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虽然有关文献报道了这
些森林恢复工程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地方生计产生的贡献，但也反映
出了对当地社会经济的一些不利影响。在防止水土流失和提高粮食
产量的同时，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仍在继续。

为了应对环境和木材、薪材的短缺问题，坚强的政治决心已经
推进了退化森林的恢复。需要汲取政府森林恢复工程在计划和管理
方面的好的经验。伴随着林权改革和木材市场的放开，非公有制和
民间部门在森林恢复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为非
公有制和民间部门提供的激励政策应该包括：优先获得采伐限额和
许可证、减少木材税费、放开木材市场、提供低息贷款、赋予长期
安全的使用权、允许使用权的流转和租赁，实施对生态林经营区的
土地所有者的环境服务支付制度，允许在林地中发展经济林或经济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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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经验的回顾表明持续的森林恢复所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和挑战主要是：未来工程的计划和资金；对长期经营问题的关注；
技术上的考虑；改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的激励机制；寻求增强环境
服务的有效机制；重视木材和生计需求；保障地方群众的参与和利
益；进一步强化林地和森林资源的产权。

7.1 政策和工程层面
第一、主要挑战在于为实施现行全国性大工程而充分地制定计

划并动员所需的组织制度和资金资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为完
成森林恢复任务，中央政府实行了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要求
各级政府在规划期内，实现他们既定的森林恢复绿化目标，否则领
导者可能会失去他们的职位。这一责任制使得以前确立的森林恢复
目标得到了完成。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新的森
林恢复目标没有及时确立，实行领导干部任期造林绿化目标责任制
这一做法的有效性正在逐步丧失。同时，在市场经济的新情况下，
政府发动力也在弱化。虽然林业行政管理工作延伸了，但资金却有
限。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要求农民为诸如森林恢
复和水利建设这样的公共事务提供义务劳动的政策被取消了，群众
越来越希望通过参加森林恢复活动以获取直接收入和各种补贴。因
此，在实施森林恢复工程中，强行让群众义务参加劳动已越来越困
难。

第二、现行林业管理体制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级
政府在实施各项计划中起着主导作用。由于在制定计划时所需要的
信息不充分，制定的计划常常难以反映实际情况。同时，计划经济
管理体制在对森林恢复过程的管理上缺乏弹性。比如，在退耕还林
工程中，一些计划往往不能适合当地的需求和立地条件以及市场情
况，即使天气和其它条件不利，上级林业部门所下达的森林恢复计
划也难以改变。此外，官僚程序可能意味着延误实施或丧失适宜的
种植时间，结果造成了森林恢复成活率很低。

第三、过去主要关注完成任务而忽视了质量。虽然自上个世纪
80年代末，全国已针对森林恢复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质量评价和
控制体系，但这一体系主要关注结果检查而忽视了对森林恢复过程
的指导和管理。对森林恢复过程的质量控制是必须的，以便使管理
者可以在出现质量问题出现，做到及时发现、调整和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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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森林恢复地区的长期管理关注不够。这些地区在达
到了造林目标后，也可能会因为火灾、病虫害、保存率低、生长缓
慢、放牧和为满足当地需求进行砍伐而再次出现退化。因此，要制
定一些指导原则、具体标准和指标，投入必要的资金，采取相应的
政策，以持续经营管理这些新造的中幼龄林。

第五、虽然过去的大多数森林恢复工程是由各级政府林业部
门组织实施的，但现在的森林恢复资金和组织制度都扩展了，并且
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可用来为森林恢复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本。现在诸
如非公有制的不同实体可以利用政府和其它渠道资金来承担森林恢
复。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发展人工林基地，集体和非公有
制林业部门对中国森林面积的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周（2002）指
出，政府应主要关注对生态林的投资和管理，而发展商品林应借助
市场机制，留给非公有制部门去做。

持续地推进非公有制林业发展，要求进一步关注和解决诸如
高税费、对木材采伐和运输的控制等现存的制约因素，以使得商品
林发展更为可行，允许投资者能够根据森林状况和市场信息来经
营森林。同时，也要求采取一些保障措施，以确保可持续森林经
营，避免导致土地退化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枯竭。税费常常是各
县和各行政村的主要收入来源，尤其在林区则更是如此，降低这些
税费则意味着要寻找其它资金渠道来弥补其基本的行政开支（Sun 
2002a）。非公有制林业部门也需要得到更多技术信息的支持，并为
其提供多种优良的种植材料。

对生态林的经营和利用需要更多的限制，因为这类林的经营
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其生态服务功能。通常不允许对生态林进行采
伐，对其所有者应实行经济补偿以弥补其失去的其它机会。然而，
适当地实施和监测这样的项目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其进行长期的补偿
将是一项重大挑战。早期实施的项目已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经济条件好一些的省份往往可以承担更多的经费支出。考虑到各种
土地利用的选择、森林恢复技术、森林资源经营利益的最终损失和
非正常采伐行为，生态林经营利用战略能否真正地改善生态环境还
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考虑各种替代战略，比如在确
保权属安全的情况下，由社区或非公有制林业部门来对森林进行可
持续经营，以保证提供各种林产品和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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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对社会经济的多种考虑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进行森林恢复过程中，缺乏对当地农户

生计以及社区发展的关注。针对森林恢复所制定的各项计划和规定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政府的动机和目标，忽视了对当地社区和农
户日常生计的关注，常常导致了森林恢复的失败，甚至给群众带来
了不便。例如在没有充分考虑农民对薪柴和放牧的基本需求的情况
下就进行封山育林是难以实施的。对生计需求的考虑就是要在环境
和生产需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否则将会是一种导致双方失败的结
局。

第二、没有听取当地农民的意见，森林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是
自上而下的过程。这在实际上将很可能危害当地利益。许多诸如防
护林建设这样的项目，虽然旨在改善当地环境，增加薪柴、水资
源、饲料和其它资源的供给，然而，过去在实施这些政府主导的项
目时，几乎没有征求地方群众意见，他们只是被迫提供义务且多数
是免费的劳动力。过去的经验表明，保证森林恢复成功的明智的选
择应该是，保证群众真正地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并考虑当
地社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多种需求和观点。三北防护林工程在实施
过程中，采取了多林种、多树种、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以满足当地
的多种生计需求。参与式方法已经在外援森林恢复项目中得到了应
用，但常常采取了避开现行组织制度的做法（Liu 1999）。尝试着将
参与式方法与现行组织制度相结合，并提高与当地群众直接打交道
的能力，将可使参与式方法更为有用。

第三、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和结束后的评估，尤其是对项目产
生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的关注不够。初步评估表明，退耕还林和天
然林保护工程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有必要在项目实施
前和实施后，就项目对当地生计产生的影响和长期可持续性进行评
估，如果能采取系统的方法和过程去实施这样的评估并对取得的经
验教训进行综合将会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四、保证林地和森林资源长期安全的权属，对于可持续地恢
复和经营森林是非常关键的。重要的是要加快产权政策改革，确保
地方农民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具有经营森林和处置源自于森林的各种
产品的完整权利。为了建立信任和信心，任何新项目和新政策都应
建立在现有权利的基础上，并和现有权利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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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技术方面
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森林恢复实践。首先是适

地适树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些地方没有考虑森林恢复地点的特性
和森林恢复的目标而盲目引种了一些针叶树和外来树种。如随着中
国南方地区大规模开展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在没有进行长时间试
验的情况下就将桉树引种到温带高纬度地区，如果这些引种的桉树
树种不能在霜冻等极端条件下成活，就会浪费很多人力、物力和资
金，而那些主张引种的地方林业部门也会因此而失去他们的信誉。
上个世纪60年代引种的火炬松和湿地松就显示出对病虫害的抵御能
力弱。相反，一些具有栽培前途的乡土树种则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也有一些乡土树种如杉木和竹子的恢复规模很大，有些恢复地点的
选择不很恰当，以至于生产力很低（Cai et al 2003）。不当的整地方
式，如炼山以及连作、单一树种林种，则导致了杉木人工林基地的
土壤肥力下降。出于经济目的开展森林恢复时，不但应该充分考虑
市场趋势，而且也应该对其技术和社会风险进行必要的评估。如果
可能的话，应尽可能地通过封山育林后的天然更新来恢复以发挥生
态服务功能为目的的森林，这种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效果好。

第二、提高在干旱区和沙区种树的成活率并促进其生长的技术
仍面临着重大挑战。随着实施西部开发计划，森林恢复的重点将向
西部干旱区转移，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西部地区恢复森林，首
先要找到适合种树的地域，而对与这些地域不同的地方，应该允许
种植一些灌木或者让其自然恢复成森林和草地。在采取任何一项森
林恢复行动之前，需要首先对适地适树和当地需求情况进行评估。
森林恢复项目的实施者们还需要考虑森林恢复地点的水资源平衡和
树种选择问题。

第三、由于资金缺乏，对自上而下地开展广泛的技术推广进行
支持是一个问题，结果也致使森林恢复质量难以提高。传统的森林
恢复知识没有充分地得到应用，农民对森林恢复的参与常常仅仅是
提供劳动力，并没有参与到确定森林恢复的地点、树种选择及其它
类似的技术环节中。

第四、尽管森林面积有了大幅度增加，但持续恶化的环境问题
及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在推进着森林恢复行动。各项工程所制定的计
划和所采用的技术都应该根据诸如减少土壤流失这样的森林恢复目
的来确定，同时还要兼顾其它需求，并且从森林恢复活动一开始，
就应根据森林恢复的目标和进程，建立一套相应的监测和评估体
系。



第二章 全国述评 |  ��

8．参考文献
Bull, Gary and Sten Nilsson. 2004.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forest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6(3-4): 210-220.English.
Cai Mantang, Liu Dachang and John W. Turnbull. 2003. Rehabilitation of 

degraded forests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s of poor farmers: A synthesis 
of four case studies in South China. Chapter one in: Liu Dachang (editor). 
Rehabilitation of degraded forests to improve livelihoods of poor farmers 
in South China. Pages 1-28.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ogor, Indonesia. English.

Colchester, Marcus. 2002. Community forestry in Yunnan (China): The 
challenge for network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ogor, 
Indonesia. 34 pages. English.

FAO and CIFOR. 2005. Forests and floods - Drowning in fiction or thriving 
in facts. RAP Publication 2005/03. Forest perspectives 2.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ogor, Indonesia and FAO, Bangkok, 
Thailand. 30 pages. English.

Glantz, Michael H., Ye Qian and Ge Quansheng. 2001. China’s western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urgent need to address creep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idlands Newsletter 49. 6 pages. English.

洪菊生. 1997. 中国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 面向21世纪的林业国际学术
研讨会文集，1997年6月11-15日，中国北京 中国林学会，加拿大
林学会. 213页.

侯知正、王恺. 1998. 2010年我国木材供需基本达到平衡问题的研究. 
木材工业 1998.12: 1.

侯元兆、于玲、王洪峰 2002. 中国热带森林环境资源 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北京，122页.

Huang Y., S.L. Wang, Z.W. Feng, Z.Y. Ouyang, X.K. Wang and Z.Z. Feng. 
2004. Changes in soil quality due to introduction of broad-leaf trees into 
clear-felled Chinese forest in the mid-subtropics of China. Soil Use and 
Management 20: 418-425. English.

Jia Guo-mei, Jing Cao, Chunyan Wang and Gang Wang. 2005. Microbial 
biomass and nutrients in soil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secondary forest 
succession in Ziwulin, northwest China.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17: 117-125. English.

蓝安军. 2002. 喀斯特石漠化过程、演化特征与人地矛盾分析. 贵州师
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 40-45.

Lele, Uma and Shen Guofang. 2001. Introduction. In: Xu Jintao, Eugenia 
Katsigris and Thomas A. White (editors). Lessons and policy 



��  |  从中国森林恢复实践中吸取经验

recommendations. Implementing the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 
and the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Pages 7-15.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ask force o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ese and English.

Liu Jinlong. 1999. Farmer’s decision is the best - at least second best.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in China: review and prospects. Forests, Trees 
and People Newsletter 38: 13-20. English.

刘立军. 2004. 林业国际合作的现状与对策. 中日合作生态林培训研讨
会，2004年11月20日，中国北京，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北
京，11页.

李霆主编. 1985.当代中国的林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653页.
Li Wenhua. 2004. Degrad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orest ecosystems in China.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01: 33-41. English.
李育材. 2002. 在全国森林病虫害防治会议上的讲话.国家林业局造林

司，北京，15页.
Liu Jianguo and Diamond Jared. 2005. China’s environment in a globalising 

world. Nature 435: 1179-1186. English.
Lu Wenming, Natasha Landell-Mills, Liu Jinlong, Xu Jintao and Liu Can. 

2002. Getting the private sector to work for the public good: instruments 
for sustainable private sector forestry in China. Instruments for sustainable 
private sector forestry seri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68 pages. English.

Miao Guangping and R.A. West. 2004. Chinese collective forestlands: 
contributions and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6(3-4): 282-
298.

林业部. 1949-1986. 中国林业年鉴（1949-1986）. 中国林业出版社，北
京，718页.

林业部. 1949-1993. 当代中国森林资源概况（1949-1993）.林业部森林
资源管理司，北京.458页.

林业部. 1999. 中国林业50年.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867 页.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4.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plan report. (http://www.chinability.com/). English.
POSFA (Propaganda Office of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2001. 

Developing a green great wall and rebuilding a beautiful landscape. 
Informal publication for information extension. Propaganda Office of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Beijing. 32 pages. English.



第二章 全国述评 |  �7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Yunnan University. 2004. Identifying 
mechanisms for rewarding upland poor for environment services in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14 pages. English.

Rozelle, Scott, Huang Jikun and Vince Benziger. 2003. Forest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in reform China: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illiam F. Hyde, Brian Belcher and Xu Jintao 
(editors). China’s forests. Global lessons from market reforms. Pages 
109-134.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ogor, Indonesia 
and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USA. English.

Sayer, Jeffrey A. and Sun Changjin. 2003. Impacts of policy reforms on 
forest environments. In: William F. Hyde, Brian Belcher and Xu Jintao 
(editors). China’s forests. Global lessons from market reforms. Pages 
177-194.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Bogor, Indonesia 
and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USA. English.

国家林业局. 1994-1998. 全国森林资源统计 （1994-1998）. 国家林业局
森林资源管理司, 北京. 351页.

国家林业局. 1998. 世界银行贷款“国家造林项目”竣工文件. 国家林
业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120页.

国家林业局. 1999-2000. 中国林业年鉴 (1999-2000）.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494 页.

国家林业局. 2000. 2000年中国林业发展报告.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80页.

SFA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2001a. China Forestry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Chinese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30 pages. 
English.

国家林业局. 2001b. 生态危机和林业发展. 学习出版社, 北京. 150 页. 
国家林业局. 2002. 珠江流域综合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评估报告. 国家

林业局造林司，北京. 50页.
SFA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2003. Chinese forestry development 

report. Chinese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48 pages. English. 
国家林业局. 2004. 2004年中国林业发展报告.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117 页.
Shen Guofang. 2003. Forest degra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in China. In: Sim 

H.C., S. Appanah and P.B. Durst (editors).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ringing back the forests –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or degraded 
lands and forests. Pages 119-125.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Bangkok, Thailand. English.



��  |  从中国森林恢复实践中吸取经验

盛炜彤. 1997. 我国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的保持和持续经营）.面向21世
纪的林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1997年6月11-15日，中国北京. 中
国林学会，加拿大林学会中国林学会，加拿大林学会. 213 页. 

Shi Peili and Xu Jintao. 2004. Deforestation in China. (http://www.usc.cuhk.
edu.hk/wk_wzdetails.asp?id=1290). English.

国务院. 1990. 1989-2000年全国森林恢复绿化规划纲要. 全国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 北京. 30 页.

Su Ming, Zhang Hongyan and Yu Zhengsheng 2003. Regreening the forest 
lands. Sino-Germ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afforestation program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Chinese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41 pages. English and Chinese.

Sun Changjin. 2002a. Forest tax and fiscal policy issues in China: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In: Xu Jintao and Ulrich Smitt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ese forestry policy. Pages 
17-23.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ask force o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ese and English.

Sun Changjin. 2002b. Reflections on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 In: Xu Jintao and Ulrich Smitt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payment scheme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ages 28-
30.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ask force o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ese and English.

孙丹平. 2004. 是圈地造林还是圈地毁林? 北京青年报 2004年11月18日.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4108975.

Sun Xiufang, Wang Liqun and Gu Zhenbin. 2004. A brief overview of 
China’s timber market system.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6(3-4): 
221-226.English

唐小平， 李荣玲，李辉. 1998. 保护国有天然林资源 实现林区可持续
发展. 林业经济 1: 56-61. 

Wang Hua, Yu Huang, Huang Huang, Ke M Wang and Shang Y Zhou. 2005. 
Soil properties under young Chinese fir-based agroforestry system in mid-
subtropical China. Agroforestry Systems 64: 131-141. English.

王伟英. 1998. 重视对我国天然林的保护.光明日报，1998年9月1日.
http://www.gmw.cn/01gmrb/1998-09/01/GB/17802^GM5-0105.htm. 



第二章 全国述评 |  ��

Wang Yuehua and Dan Liang. 2004. A policy review on China rewarding 
for forest ecologic servi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Beijing. 80 pages. English.

Wen Jiabao. 2004.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2004). (http://
english.gov.cn/official/2005-07/29/content_18349.htm). English.

Weyerhaeuser, Horst; Andreas Wilkes and Fredrich Kahrl. 2005. Local 
impacts and responses to regional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in China’s 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Agricultural Systems 
85: 234-253. English.

WOSMOC (Website of Science Museums of China) website on acid rai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http://www.kepu.net.cn/gb/earth/acidrain/harm/
har004.html). Chinese.

徐德应. 2003. 林业温室气体清单计算总结. 中国林科院, 北京.http://
www.ccchina.gov.cn/source/ga/ga2003100401.htm. 

Xu Guozhen, Xiang Wenhua, Li Tiehua and Yang Yuesheng. 2000. Impact 
of market changes on land-use systems: Response of communities and 
farmers with regards to forest and tree management (A household survey 
in six villages in the hilly area of Central Hunan Province, PR China). 
Field document No. 19. Forestry Research Support Programm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Bangkok, Thailand. 29 pages. English.

Xu Jintao. 2002a.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hinese public payment 
schemes for ecological services. In: Xu Jintao and Ulrich Smitt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ese forestry policy. Pages 
23-27.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ask force o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ese and English. 

Xu Jintao. 2002b. Harvesting quotas in China. In: Xu Jintao and Ulrich Smitt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ese forestry 
policy. Pages 43-45.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ask force o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ese 
and English. 

Xu Jintao, Li Nuyun and Cao Yiying. 2004. Impact of incentiv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plantation resources in China. In: Thomas Enters 
and Patrick B. Durst (editors). What does it take? The role of incentives in 



�0  |  从中国森林恢复实践中吸取经验

forest plantation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ia-Pacific forestry 
commission RAP Publication 2004/27.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Bangkok, Thailand. 22 pages. English.

Xu Jintao and Thomas A. White. 2001.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Xu Jintao, Eugenia Katsigris and Thomas A. White (editors). 
Less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mplementing the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 and the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Pages 
85-98.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ask force o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ese and English.

Yang Yu Seng, Jianfen Guo, Guangshui Chen, Hinsheng Xie, Ren Gao, Zhen 
Li and Zhao Jin. 2005. Carbon and nitrogen pools in Chinese fir an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 and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felling and 
burning in mid-subtropical China.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16: 
216-226. English.

姚昌恬主编. 2000. WTO与中国林业.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301 页.
Yin Runsheng. 1998. Forestr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s. World Development 26: 2153-2167. 
English.

张广智，李克亮，宋继善. 1992. 南方集体林区经济论. 中国林业出版
社. 北京.

张志达主编. 1996. 中国薪炭林发展战略.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186 
页.

张志达主编. 1997. 中国十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 Chinese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76 pages. Chinese.

赵鸣骥，高玉英. 1999. 林业基金理论与实践（上册）. 哈尔滨工业大
学出版社, 哈尔滨.265页.

Zheng H., Z.Y. Ouyang, X.K. Wang, Z.G. Fang, T.Q. Zhao and H. Miao. 
2005. Effects of regenerating forest cover on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in hilly red soil region, Southern China.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17: 244-254. English.

Zhou Guangyi. 1997. Eco-hydrological functions of tropical forest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16(5): 47-50. English.

周生贤. 2001. 充满希望的十年—新时期中国林业跨越式发展规划. 中
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419 页.



第二章 全国述评 |  �1

Zhou Shengxian. 2002. Closing speech-summary. In: Xu Jintao and Ulrich 
Smitt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ese 
forestry policy. Pages 82-87.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ask force o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ese 
and English.

Zhu Chunquan. 2002. Independent certificatio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How they can be mutually supportive. In: Xu Jintao and Ulrich Smitt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ese forestry 
policy. Pages 49-52.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task force o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ese 
and English.



��  |  从中国森林恢复实践中吸取经验

附件1. 1978-1998年实施的重点森林恢复工程（张志达 1997，周
生贤 2001，国家林业局 2004）。因为这些项目的计划、目标和期限
经历了多次变化，因此，下面所给出的都是最初的数字。

1、三北防护林工程
三北地区是指中国的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1977年该地区的

森林覆盖率仅为5%，超过60%的县为贫困县，年降雨量不足400毫
米，易于出现干旱和荒漠化。该工程于1978年启动，主要是为了农
业和当地群众生活的改善环境状况，提供木材、饲料和燃料。严
重的表土流失，低下的土壤肥力，木材、饲料和燃料短缺问题促
使了该工程的启动实施。工程区范围4070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
的42.6%，最初涉及13个省区市551个县（市、旗）。在1978-2050年
的实施期间，该工程被划分为3个阶段8期工程。计划造林3560万公
顷，将使得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05%提高到2050年的15%。植
被恢复技术主要是人工造林、封山（沙）育林、飞播造林。主要
造林树种包括杨、柳、榆、松、沙棘、柠条、紫穗槐等。第一阶
段主要由当地群众提供义务劳动（占造林费用的86%），中央投资
仅占7%，地方政府投资占4%，其他渠道的资金投入占3%（POSFA 
2001）。

1978—2000年，共完成森林恢复2760万公顷（国家林业局 
2004），所营造的防护林带使得2130万公顷农田受到保护，粮食产
量稳步提高。毛乌素和科尔沁沙地森林覆盖率分别提高到了15%和
20%以上。营造了911,752公顷薪炭林，每年产薪柴547万吨。此外，
通过抚育和修枝还为600万农户的薪柴需求提供了重要补充。而且，
该工程的实施也使一些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包括沙
棘、山杏、枣、核桃、柠条、沙柳在内的2600多种林产品，为当地
带来了多种商业机会，创造了63,000个就业机会和6亿多元年收入 
(POSFA 2001）。然而，天牛已对以杨树为主的农田防护林网造成了
严重危害。宁夏1994年前营造的农田防护林几乎全部被天牛毁灭。
与此同时，由于投资不足和森林资源权属不稳定，农民正在失去
参与工程的积极性。2000年以后，该工程已被整合纳入到了新的全
国性林业工程中，现在该工程处在实施的第四期，涉及13个省区市
590个县（市、旗），计划森林恢复950万公顷（周生贤 2001）。

2、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
长江流域长约6300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8.8%（1.8亿公

顷）。流域内的人口约占全国的33%，流域大部分处在亚热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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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集约农业、薪柴采集和木材采伐已导致了流域内植被减少、
水土流失严重、水灾和不利的社会经济影响。

为了尽快扭转这一趋势，第七个全国五年计划（1986-1990）
提出了在长江中上游建立水土保持林。这项为期20年的计划始于
1989年，计划在两期内，在12个省的271个县森林恢复2000万公
顷 (张志达 1997），将使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20%增加到40%，水土
流失影响地区控制在740万公顷。植被恢复技术涉及人工造林、封山
育林和飞播造林，主要造林树种包括松树、杉木、阔叶树、竹子、
经济林树种和灌木。工程第一期计划投资33亿元人民币，27.3%来自
中央政府，20%来自地方政府，52.7%依靠地方群众投工投劳。在已
完成的投资中，38.2%来自中央政府，61.8%来自地方政府和其它渠
道。

从1989到2000年，共计完成森林恢复面积500万公顷，项目区森
林覆盖率由19.9%增加到了29.5%（SFA 2004）。张（1997）阐述，通
过实施这一工程使得流域抵御干旱、水灾和沙尘暴的能力显著提高
了，确保了流域内水坝和灌溉系统的良性运转，包括大熊猫等一些
野生动物数量也增加了。项目造林质量很高，成活率为90%，达到了
国家标准。四川省一项调查表明，从1989年以来，当地收入增加了
80%。然而由于资金有限，对森林的保护不力，森林恢复后常常因放
牧、农业和其它压力而再次出现退化。和天然林相比，人工恢复形
成的森林的结构和功能比较差。

2001年，随着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实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
工程，这个工程被重新调整，调整后的工程重点主要在长江流域中
下游地区（Zhang 1997）。该项目第二阶段10年期间将在17个省的
1039个县实施，计划造林687万公顷（周生贤 2001）。

3、沿海防护林工程
中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延伸到11个省195个县。沿海防护

林带覆盖了251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2.6%的国土面积。过去的毁林
使得该地区的生态状况恶化，易于遭受台风、沙暴、干旱、强风和
流动沙丘等自然灾害的危害，造成年平均直接经济损失达29.5亿元，
威胁着国家生态安全。为了防止自然灾害和解决当地薪柴短缺等问
题，1988年启动了沿海防护林工程。该工程划分为两个阶段，1988-
2000为第一阶段，2001至2010为第二阶段，两个阶段的造林目标分别
是249万公顷和107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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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预期将使项目区内的森林覆盖率由24.9%提高到39.1%。第
一阶段将使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4.8%。植被恢复技术包括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和混农林业。栽植的树种包括木麻黄、松树、
杨树、椰树、红树林和各种灌木。原计划投资32亿元人民币，其中
22%来自中央财政，78%来自地方财政和当地群众投工投劳（Zhang 
1997）。已完成投资29.53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投资占4%，地方投
资占71%，地方群众投工投劳折合投资占25% (张志达 1997)。

根据国家林业局（2004）统计，截至2000年，工程共计恢复森
林110万公顷。但项目报告中估计的完成的森林恢复面积更大一些
（张志达 1997）。根据项目报告，第一阶段完成荒山森林恢复面
积19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24.9%增加到34.45%。建立了18,000公
顷的防护林带，保护了387,100公顷耕地，使得项目区的粮食总产
量由695.3亿公斤提高到125.12亿公斤。营造用材林203,600公顷，经
济林799,200公顷。林业产值由1987年的13.34亿元提高到了1999年的
88.81亿元。虽然沿海基干林带已经形成，但是森林结构简单，对困
难造林地的投资不足。

2000年，该工程被整合纳入到三北和长江流域以及其它地区重
点防护林建设工程中，该项目第二阶段的10年期内，将在11个省的
220个县实施，计划造林136万公顷（周生贤 2001）。

4、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
工程所在地区涉及珠江三大支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由于过渡开发，流域内森林资源急剧减少，水土流失影响面积
由上个世纪50年代的410万公顷增加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760万公顷。
随着植被破坏和土壤流失，裸岩面积以每年3-6%的速度递增，对当
地群众生计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保护流域和缓解干旱、水灾和泥石流自然灾害，1995年
启动了该工程。工程区范围4090万公顷，占整个珠江流域总面积的
92.6%，涉及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4省177个县，计划造林120万
公顷，计划投资10.8亿元，其中12.1%来自中央政府，29.3%来自地方
政府，58.6%由地方群众投工投劳。在该工程结束时，预计森林覆盖
率将由35.01%增加到37.94%，特别是防护林将由现在的11%增加到
38.16%，而用材林将由现在的72.55%减少到43.88%。植被恢复技术包
括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和飞播造林（张志达 1997）。第一阶段已投
资8.33亿元，其中1.55亿元来自中央政府，2.5亿元来自地方政府，地
方群众投工投劳折合4.28亿元 (Zhou 2001，SF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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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该工程第一阶段结束时，共计恢复森林160,000公
顷，占计划栽植任务的13%（国家林业局 2004）。由于投资没有及时
到位，项目启动比预期晚了3年，投资标准也较低。尽管如此，工程
区内的森林覆盖率也得到了提高，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群众生计
得到了改善。但流域内大多数地区的水土流失仍未能得到控制，仍
需要投入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来加快对石漠化土地的治理。

该工程于2000年被重组到三北和长江流域重点防护林工程中。
为期10年的该工程二期，计划在6个省的187个县和34个林场及自然保
护区中实施，造林任务227万公顷（周生贤 2001）。

5、全国治沙工程
为保护农田和草地、防止沙化，以恢复草地、促进畜牧业发

展，改善当地群众生计，1991年该工程正式启动。工程涉及27个
省598个县的2.64亿公顷易于受到荒漠化影响的土地，占国土面积
的27.5%。在第一期10年中，工程计划通过恢复132万公顷草地，使
718万公顷土地的荒漠化得到控制，改良低产农田376,700公顷，使
森林面积增加到524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174万公顷，封沙育林
283万公顷，飞播造林673,400公顷。到2050年工程结束时，将完成
造林471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增加到7.6%，将使317万公顷的农田和
686万公顷的草地得到保护。该工程已投资14亿元人，其中，中央政
府投资了4.36亿元人民币（SFA 2001a）。

根据国家林业局统计（2004），1993-2000年间，共完成人工造
林142万公顷，飞播造林313,000公顷，封沙育林育草1.216亿公顷 (张
志达 1997)，工程报告也称，该工程改良了472,000公顷低产农田，
种植药材238,000公顷，通过粮食生产、药材种植、发展畜牧和旅游
业，建立了600多个沙区综合开发项目。2000年，该工程被京津周围
沙源治理工程所取代（周生贤 2001）。

6、太行山绿化工程
太行山是北京和天津以及整个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日本侵略

期间，对森林的肆意砍伐和烧毁以及历史上的其它战争，造成这里
的森林覆盖率很低。该地区经常受到暴雨引发的水土流失、山洪和
泥石流的危害。为了保护首都和周边地区，1986年启动了该工程。
工程目标是在1986-2000年间，通过实施森林恢复活动，将使森林面
积由140万公顷增加到53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15.3%提高到43.6%。
该工程涉及山西、河南、河北和北京4省市110个县，1200万公顷的
范围（张志达 1997）。植被恢复技术包括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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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栽植的树种主要包括松、侧柏、刺槐、沙棘、紫穗槐、山杏和
榆树。

到2000年底，共计恢复森林360万公顷，占第一期计划任务的
92%（SFA 2004）。根据工程报告（Zhang 1997），造林成活率超过
了90%。针对立地条件差的情况，尝试了许多新的栽植技术。在一些
地区，通过发展经济林，增加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但由于投资
不足和造林立地条件差，导致了以松、柏为主的单一人工林，而且
在工程实施的同时，毁林仍在持续。到1999年，该地区有40%的森林
转化为灌木、疏林和无林地（周生贤 2001）。

2000年该工程被重组纳入到了三北和长江流域以及其它地区重
点防护林工程。现在正在实施为期10年的二期工程，涉及4省市73个
县，计划造林146万公顷（周生贤 2001）。

7、黄河中游防护林工程
中国的黄河流域中游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其影响范围

达2450万公顷，占整个流域总面积的78%。为了控制水土流失，保护
该区域的流域，该工程于1995年获得批准，并在到2010年的15年内开
展森林恢复活动。工程涉及流域中游6省共计177个县，约315万公顷
退化林地被专门规划用于森林恢复。工程结束后，将使森林覆盖率
由1995年的14.9%提高到2010年的24.9%。工程计划人工造林270万公
顷，飞播造林300,000公顷，封山育林150,000公顷。工程实施后，约
使工程区内12%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控制。栽植的树种主要包括刺
槐、沙棘、杨树、松树、侧柏、山杏、荆条、臭椿等。

到1999年底，共计恢复森林518,000公顷（国家林业局 2004）。
根据工程报告，该工程的实施创造了131万个临时就业机会，估计
共城区内的每年土壤流失量减少了1亿吨，粮食产量平均增加了
10% (张志达 1997）。2000年该工程被重组纳入了三北和长江流域及
其它地区重点防护林工程。

8、淮河和太湖流域防护林工程
淮河和太湖流域占国土面积的2.75%和全国13.3%的耕地面积。

该流域生产了全国六分之一的粮食、四分之一的棉花和油料，是
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基地，承载着全国八分之一的人口。
然而，这个地区易于遭受洪涝灾害。1994年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后，为改善自然环境，支持工农业发展，于1995年启动了该工程。
工程范围涉及7省208个县2640万公顷，旨在10年内将工程区内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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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由13.9%提高到17.3%，计划恢复森林104.7万公顷。其中，防
护林面积由15.7%增加到30.5%，用材林由50.9%减少到40.3%。植被恢
复技术包括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和飞播造林。栽植的树种主要包括
杨、柳、松、紫穗槐、刺槐、臭椿、侧柏、榆树、池杉和水杉等。

自1995年工程启动以来，在36个县开展了试点，共计恢复森林
20万公顷（SFA 2004）。森林覆盖率明显增加，范围涉及650万公顷
受水土流失影响的区域。周（2004）声称，每年每公顷土壤流失已
从9.3吨减少到5.4吨。有效地改善了工农业生产条件。2000年该工程
被重组纳入到了三北和长江流域及其它地区重点防护林工程。

9、辽河流域防护林工程
辽河流域是重要的工农业、能源和畜牧业基地，长期以来对森

林和草地的过度开发，暴雨、洪灾、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致使
该流域的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到1996年底，水土流失影响面积达到
了611.5万公顷，约占流域面积的25.9%。1985年发生在流域中游的大
洪灾，毁坏了84.6万公顷耕地，30座油井和300油站，荒漠化也严重
影响着该地区的畜牧业。

针对上述生态环境问题，1995年启动了这个为期10年的防护林
工程。该工程分为两期。1996至2000为第一期，2001至2005为第二
期。工程区范围涉及河北、内蒙古、吉林和辽宁省的77个县2357万
公顷土地，计划恢复森林120万公顷，预计工程结束时，森林覆盖率
由18.6%提高到27.9%。这将有助于使611.5万公顷土地免受水土流失
和荒漠化影响，使133万公顷流动沙丘得到固定。植被恢复技术包括
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和飞播造林，栽植的树种包括松、杨、沙棘、
侧柏和榆树等。

到1999年已完成森林恢复22万公顷（SFA 2004）。2000年该工程
被重组纳入到了三北和长江流域及其它地区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

10、平原绿化工程
中国有四个大的平原和半平原区，分别是东北、华北、长江中

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平原。植被覆盖少使得这些平原地区易于遭受沙
尘暴、干旱、水土流失、干热风、盐碱化的侵袭。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倡导了由当地群众义务参加的平
原绿化运动。基于过去积累的经验教训，国家计委于1988年批准了
加快平原绿化的规划。该工程范围涉及26个省区市918个县，1.467亿
公顷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5%。工程旨在绿化全国平原地区，构建



��  |  从中国森林恢复实践中吸取经验

预防风沙、干旱的防护林网。植被恢复技术包括人工森林恢复、飞
播森林恢复。栽植的树种主要包括杨、柳、松、侧柏、榆、刺槐、
白腊、泡桐、柽柳、池杉、臭椿、枫杨、水杉、喜树、悬铃木、中
国云杉、樟树和樟子松。工程实施主要由地方群众义务参与。当一
个县达到了全国平原绿化标准时，将给予10万元用以奖励做出贡献
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个人（周生贤 2001）。

到1998年底，在920个平原和半平原县中，有850个县达到了全
国平原绿化标准，使得3256万公顷的耕地（占全国耕地总数的70%）
受到了农田林网的保护。渠道、道路、河流和村舍四旁的绿化率达
到了85%。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由上个世纪50年代不足2%提高到了
19.2%，并为当地社区和农户带来了多种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周
（2001）声称，该工程使得平原地区的沙尘暴、干热风、洪灾、盐
碱化问题逐渐减轻，缓解了平原地区木材需求压力，使得当地收入
和自然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是即使是那些已经达标的县，其绿化水
平仍较低。因投资水平低，一些地方农民并不认真对待这一工程。
1998—2000年，大约500万公顷耕地失去了防护林带保护，病虫害爆
发对已建成的防护林带造成了很大危害。

2000年该工程被重组纳入到了三北和长江流域及其它地区重点
防护林建设工程。在第二个10年期内，工程计划造林552万公顷 (周
生贤 2001)。

11、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
除了上面提及的旨在恢复生态系统的森林恢复工程外，为满

足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中国也在加快发展商品林基地。1988年国
务院曾批准了从1989到2000年，建设667.6万公顷的速生丰产用材林
基地的计划。项目区分布在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地区、云南和四
川省以及中国东南部，那里的立地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当地人的
知识和森林恢复实践都具有比较优势。该工程第一期计划从1989到
2000年，包括297个县和82个森工局。在轮作的基础上，到2010年
计划的采伐期时，每年预计可采伐37万公顷，每年木材产量达到
4380万立方米（国务院 1990）。

从1990到1997年间，为加快用材林基地建设，中央政府申请利
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展了国家造林项目。这个项目涉及16个省306个
县，分布在亚热带、热带的中国中东部地区。到1997年，与计划的
98.5万公顷相比，共计建立了用材林基地138.5万公顷。主要栽植的树
种包括杉木、马尾松、湿地松、火炬松、落叶松、桉树、刺槐、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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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和其它阔叶树种。实际投资5.57亿美元（37.63亿元人民币）。其
中，59%是世界银行贷款，41%是中国政府配套资金（SFA 1998）。
世界银行贷款的还款期为20年，8年宽限期，利率为4%。该项目结
束时，共建立了138.49万公顷的用材林基地，占计划森林恢复面积的
140.7%。由于汇率优惠和计划的调整，项目超额完成了森林恢复任
务，平均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5.8%（国家林业局 1998）。在项目经营
周期内，预计生产木材2110万立方米，薪柴169.6亿吨。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为参与项目的农民提供了1.92亿个工作机会，使得项目所
在县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2-3个百分点，每年土壤流失有望下降
2196万吨。而且，这个项目也为国家其它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树立了典范。由于严格的质量管理，该项目的森林恢复
质量大大高于国内其它项目。

国家造林项目的社会效益案例

在湖北省，通过实施国家造林项目，共计建立用材林基地10.5万公顷。该项目
有望保持1912.9万吨水资源（国家林业局 1998）。在钟祥市冷水镇的两个行政
村，有200多农户饱受缺水之苦，而不得不走7公里去取水。自从在这两个村实
施了国家造林项目后，486.7公顷森林已被恢复成林，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0%，
干涸多年的溪流再次出现水流，当地水资源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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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998年以来经整合后的五个与森林恢复相关的林业工程

1、天然林保护工程
1994-1998年间全国天然林面积1.0696亿亩，活立木蓄积量

90.72亿立方米。自1949年以来，天然林一直是中国木材的主要来
源。然而，天然林出现了过渡采伐，这使得诸如1989年水灾那样的
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至少部分可归因于天然林的退化。经过了1998-
1999年试点期后，2000年天然林保护工程正式启动，旨在2010年前恢
复日趋恶化的森林资源状况。

该工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位于长江流域上游和黄河
流域中上游，主要目标是停止对3038万公顷天然林的采伐，减少商
品材产量1239万立方米，保护3080万公顷其它森林和灌丛，转移安
置25.6万多余林区职工。同时，从2000到2010年间，将新恢复森林
1273万公顷，使项目区森林覆盖率由25.87%提高到32.26%。

该工程的第二部分是位于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新疆国有林
区，涉及范围341.79万公顷。其中，对140.9万公顷森林严格禁伐，对
120.6万公顷森林实施限伐。木材产量由1997年的185.32万立方米调减
到2003年的110.17万立方米。与此同时，转移安置48.4万林区多余职
工。将其余的802.9万公顷现有林通过抚育经营改造成为商品林。

在1998到1999年的试点阶段，共计投入了101.7亿元。该工程计
划投资231亿元用于造林，其中80%来自中央财政，20%来自地方财
政（周生贤 2001）。投资标准是：封山育林每公顷1050元，飞播造
林每公顷1800元，人工造林每公顷3000-5000元。但这些投资实际能
否到位，还要看中央财政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

在这项工程下，已完全停止了对长江流域上游和黄河流域中上
游天然林的商品材采伐。到2003年底，共计完成森林恢复368万公顷
（SFA 2004）。

2、退耕还林工程
由于长期的陡坡放牧和耕作，中国有3.6亿多公顷即37.5%的国

土面积受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影响。据估计，每年流入长江和黄
河流域的20亿吨泥沙总量中，有三分之二是来自这两大流域内的陡
坡地。同时，严重的荒漠化进一步影响了1.74亿公顷、即18.3%的国
土。面对这一问题，在经过了1999-2001年的试点后，退耕还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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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2002年正式启动。该工程涉及30个省，分为2001-2005年和2006-
2010年两个阶段执行。

在第一阶段中，将对667万公顷农耕地（其中333万公顷位于大
于25度的陡坡上，200万公顷属于沙化农地）实行退耕还林。同时，
将完成867万公顷的配套荒山造林。在第二阶段中，将对包括267万
公顷的沙化土地在内的1467万公顷的耕地实行退耕还林，完成荒山
造林1733万公顷。到第一和第二阶段结束时，估计工程区内的森林
覆盖率将增加2.4-5个百分点。植被恢复技术主要是人工造林和封山
育林。虽然备选栽植树种很多，如杨树、桉树、竹子、桑树、枣
树、核桃、板栗、山杏、香椿、沙棘、柠条、杉木、松、刺槐和柽
柳等，但当地群众多喜欢种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树种。在黄河和
长江流域实施退耕还林的农户，每公顷每年可以分别获得1500公斤
和2250公斤的粮食、300元的医疗和教育现金补贴和750元的种苗补助
费。对于退耕还林后种植的经济林，上述补贴将持续5年；而对于退
耕后种植的生态林，上述补贴将持续8年。参加退耕还林的农民还必
须完成相应的荒山造林任务，荒山造林每公顷补助750元。

在整个工程期内，计划投资3584.3亿元，92%来自中央财政。其
中，包括2985亿元的粮食，340.1亿元的医疗和教育现金补贴，240亿
元的种苗费，19.2亿元的技术和项目准备费（周生贤 2001）。省财政
将负担粮食运输和其它当地费用，约占8%。

到2002年底，130万农户、530万农民获得了粮食和现金补贴。到
2003年底，共完成了586万公顷陡坡耕地的退耕还林和634万公顷荒山
荒地造林（国家林业局 2004）。1999-2002年野外调查表明，项目区
野生动物的数量正在增加（周生贤 2001）。

3、京津周围荒漠化治理工程
近些年来，日趋严重的沙尘暴影响着首都北京。继全国治沙工

程后（1991-2000），为减少沙尘暴，阻止荒漠化对北京和天津的入
侵，2001年启动了京津周围荒漠化治理工程。项目包括内蒙古自治
区、河北、山西、北京和天津75个县。

工程规划期为10年，分为2001-2005和2006-2010年两个阶段。到
2006年，退耕还林262.9万公顷，荒山、荒沙造林494.4万公顷，改良
草场106.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34万公顷，对于生活在面临着
缺水等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中的8万人进行移民安置。植被恢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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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措施包括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封山（沙）育林育草以及移民。
栽植的树种主要包括杨树、油松、落叶松、刺槐、侧柏和各种灌木
等。

工程总投资为577.03亿元，包括造林费、苗圃建设、小规模水
土保持措施、草场管理、移民、技术支撑等（周生贤 2001）。退耕
农民每公顷将获得1500公斤粮食、300元医疗和教育补贴、750元种苗
费。投资标准是：封山育林每公顷1050元，飞播造林每公顷1800元，
人工造林每公顷4500元。

从2001-2003年，工程已完成造林216万公顷，占10年计划的
28% (国家林业局 2004)。但过度放牧、复垦、过渡采薪和滥挖中药
材仍在继续造成严重危害。

4、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他地区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
该工程从2001到2010年，整合了三北防护林4期工程、长江中上

游防护林二期工程、沿海防护林二期工程、珠江流域防护林、太行
山绿化和平原绿化工程。早期实施的辽河流域防护林工程、淮河太
湖防护林工程中的部分县也纳入了该工程。

工程计划在10年内造林2698万公顷，计划投资700亿元，其中
50%来自中央政府（周生贤 2001）。投资标准是：封山育林1050元，
飞播造林1800元，人工造林3000元。2001-2003年工程已完成造林
820万公顷，占10年计划的30%（国家林业局 2004）。

5、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中国面临着木材需求日益增长的形势。

2005年国内木材总需求将达3.4-3.5亿立方米，2015年将达到4.3-4.4亿
立方米。而根据现有资源情况预测的2005和2015年的木材供给，仅分
别为1.69亿立方米和1.95亿立方米。即使扣除薪材需求，国内建筑和
木材加工业对木材需求将在2005和2015年分别高达6000-7000万立方
米和1.4-1.5亿立方米。过去的木材供给主要是来自天然林，天然林保
护工程实施后，会因短缺而增加了国内木材供给的压力。

在早期实施的用材林基地建设的基础上，2001年启动了为期
15年的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旨在到2015年，通过该工程
的实施，能够满足40%的国内工业用材需求。工程区133.26万公顷，
涉及18个省的886个县和114个林场和国有森工企业。重点地区位于
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海南和广西、长江中下游、东北内蒙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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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林区。项目分为两个期，第一期从2001到2005年，第二期是2006-
2015年（包括了两个五年计划）。

工程计划营造纸浆林基地108.3万公顷，家具和建筑用大径材
基地249.7万公顷。在三个阶段中，分别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46.91、
45.11和41、24万公顷。其中61.8万公顷将通过新造林，其余71.46万公
顷则是通过对现有林分实施改造。

植被技术主要包括人工造林和低产林改造。栽植的树种主要
包括杨树、桉树、松树、竹子、相思、泡桐、落叶松、桃花心木、
柚木、樟树、桦树、水曲柳、黄波萝、椴树、栎树。计划造林总
投资为638亿元。其中，中央政府补贴占20%（主要用于种苗），
70%通过低息贷款，10%来自其它渠道（Zhou 2001）。新造林的投
资标准是：纸浆和人造板林每公顷6000-7000元；大径材每公顷7000-
8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