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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实现我国可持续林业的前提、 基础、 条件、 重点、 运行机制和组织保障
等方面入手，探讨了相应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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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开始，表明人类对环境与发展
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把环境与发展上升到了统一的高度，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
的思维方式。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已先后引入了农业［1～3］、林业［4～7］和工业［8，9］，并相
继开展了这3方面的研究。1994年3月，我国政府批准发布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
世纪人口、 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构筑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 对策以及行动方案，为
各行各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因此，我国林业的发展必须改变非持续性的传统模式，在制定
林业发展的战略、 方针、 政策和计划时要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以促进我国林业
的可持续发展和山区经济的全面振兴。

1 建立合理的林业补偿机制
鉴于我国当前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形势，我们必须严格执行 “保护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

资源” “开发利用与保护增值并重” “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 的方针
和政策。 目前，加拿大、 法国、 日本、 挪威、 美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国已开展包括森
林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核算［10］。 我国也应积极研究和认真开展此项工作。 对森林资源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应的补偿问题，可通过以下2方面解决： 一是由森林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受益者进
行补偿。 可以考虑开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与社会效益补偿费以及环境破坏恢复费等；二是
由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府进行补偿，在这方面，应该强调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保护，应该明确



国家是森林外部经济性的主要投资承担者，应该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
制度，从实物和货币核算2个方面综合反映森林资源和环境公益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
行森林资源的实物量与价值量相统一的管理。 这样，一方面可进一步唤醒公众的森林生态与
社会效益意识，培养生态和社会的道德观；另一方面可为林业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以解决制
约我国林业发展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 这也是实现可持续林业的一个基本前提。

2 培育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质量
显然，实现可持续林业的基础，就是要培育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
2.1 培育森林资源

由于我国森林资源相对贫乏，因此，在切实执行国家下达的采伐限额指标和严格控制现
有森林资源消耗的同时，必须加快森林资源的培育步伐。 各地在培育森林资源过程中必须处
理好以下问题： ①要注意用材林、 经济林、 防护林、 薪炭林与水源涵养林等各林种之间的合
理规划与搭配；②要注意树种结构的合理配置，发展多种形式的针阔混交林，避免因树种单
一而造成的严重生态问题；③强调适地适树原则，因地制宜，注意发展乡土树种；④发展林
粮、 林果、 林茶、 林菜、 林药、 林卉、 林菌、 林鱼、 林禽等多种形式的农林复合经营模式，并
注意与豆科植物和禾本科牧草的套种；⑤加强对以物种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
性为基本内容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⑥制订和完善有关法规，严禁毁林开垦和乱砍滥伐。
2.2 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

在培育森林资源的同时，还要注意改善与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 为此，要抓好以下工作：
①重视应用良种 （籽） 、 壮苗和耐旱耐瘠抗病的新品种来植树造林；②注意改善土壤肥水条件
和采用合理的耕作方式，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③及时抚育间伐与改造低产林，增加
森林蓄积；④加强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做好森林火灾的监测与预报，注意应用生物
防治的技术与方法；⑤加强对由于人工林经营产生的地力衰退问题的研究，提高土壤肥力和
林地生产力；⑥积极开展对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技术与方法的研究，不断增强对森林资源逐级
监督、 动态监测和及时预警的能力。

3 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环境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环境保护，这是实现可持续林业的必要条件。
3.1 抓紧造林绿化，遏止生态环境恶化

首先，抓紧沙区和山区荒山的绿化工作。 要扩大2区的森林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发
挥森林的防风固沙、 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 减少污染、 降低噪声、 净化空气和美化环境的综
合效应。 其次，要采取坚决措施，继续大力推进六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构建林业生态
体系，制止森林资源、 土地资源、 水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破坏，遏止生态环境的继续恶
化。
3.2 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管理轨道

在发展林业产业的过程中，要对环境进行有效的治理，必须严格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必
须从微观层次上对林区各类企业产生的污染进行控制。 要切实推行基建项目的 “三同时” 制
度，控制新的污染源。 其次，必须从宏观和中观层次上分别纳入国家和省市的宏观和中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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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管理。我国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1］，今后要注意在不断提高环保设施使用效率、治
理投资效益和污染防治能力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的环保法规，加大执法的力度，做好相应的
检查、 监督与奖惩工作。 再次，必须强调经济手段在环保中的运用。 要综合运用赔偿、 税收、
信贷、 补助拨款等经济手段，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承担污染危害的经济责任，并对实施
“三废” 再资源化的综合利用单位实行奖励政策。

4 不断提高森林资源的利用水平
不断提高森林资源的利用水平就是要建设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 这是我国林业 “九

五” 乃至下世纪上中叶发展的两大总体目标之一［12］。 没有产业的林业是没有活力的林业，也
是不发达的林业。 除了要建设比较发达的森林资源业和采掘业外，还必须建立比较发达的加
工业，这是实现可持续林业的核心和重点。 ①调整产品结构。 必须调整、 优化现有的以初级
产品为主的产品结构： 一是大力发展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如建筑业、 汽车业、 电子业、 交
通运输业等） ，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相配套的产品以及各种出口创汇的林副产品；二是开发各
类名、 优、 特、 新、 稀产品，向着产品加工的精深方向、 最终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的质
量、 档次和附加值。 值得提出的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最重要的是产品结构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比较优势，而不是单纯地追求高附加值化，否则就有可能要丧失比较优势［13］。 ②发展主
导产业。 要积极发展制浆造纸业、 人造板业、 木制品业、 竹制品业、 林产化工业、 森林旅游
业以及与其他资源多效利用相结合的森林资源多效高效利用产业，以带动林业产业的全面振
兴和发展。 ③不断提高林业产业的科技水平。 要努力使林业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积极
发展高新技术，同时也要稳定基础研究；要重视研究和推广各种林副产品贮藏、 保鲜和精深
加工的关键技术；要引入市场机制，采取诸如技术转让、 技术承包和技术咨询等不同的技术
交易形式，并形成 “四位一体促转化” 的科技成果推广新机制［14～15］，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的转化，不断提高林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社会经济效益。

5 促进林业市场化改革的有序进行
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林业发展模式，就可解决林业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问题。 针对前

述林业市场发育滞后的原因，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林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在建立国有
林业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部门管理为行业管理，推进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实行森林资
源资产化管理以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林业政策体系等方面取得进展，推
动林业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为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前进的动力。 另一方面要促
进林业市场化改革的有序进行。 由于森林产品既有有形产品又有无形产品，因此，要科学地
划分商品林和公益林，并对它们实行分类指导，分类经营，分类管理。 商品林业是以生产有
形产品为目的的林业，主要以经营经济林、 工业人工林和森林旅游业为主。 这部分林业可以
进入市场，对其应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要加强林业有形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工作，在完
善现有的区域性市场的同时，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从本地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出发，建
立相应的中心市场、 专业市场、 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把市场建设与基地建设和加工开发利
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供产销一条龙和贸工林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格局。 依托产业办市
场，这是市场繁荣的根本经验之一。 由于要素市场的发育比产品市场的发育更为重要［1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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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建设各种林副产品市场时，更要注意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如土地市场、 劳动力市场、
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活立木市场及森林旅游市场等。鉴于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16］，
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 法律的、 教育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
理，建立健全有关的市场管理制度，引导市场的正确走向、 合理布局和规范运行，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同时，在市场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采取有力的政策和配套
措施，注意消除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分割和封锁，真正培育统一、 开放、 竞争、 有序的大市场。
公益林业是以生产无形产品为目的的林业，主要包括各类防护林、 水源涵养林以及自然保护
区森林等具有生态环境价值的林业。这部分林业，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即多种生态效益与
社会效益） ，是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在解决其价值计量之前是不能进入市场进行商
业性经营的。这主要是由林业自身的特点决定的［17］。公益林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如前所述，应
该由其外部经济性的受益者和政府进行补偿。

由此可见，林业的市场化改革必须结合我国林业的实际情况，在科学地划分商品林业和
公益林业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6 建立完善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有效运行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谋求林业持续发展的一个有力的组织保障。 实现林

业可持续发展决非林业部门单独可以完成的，需要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支持、 配合和社会各
方面的参与和介入。 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是以县以上有关推广、 科技、 经济部门为依
托，以乡、 村2级集体服务组织为基础，以各种民间协会为辅助的体系。 我国目前林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林业工作站、 林业种苗站、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林业科技
推广站、 林产品购销服务组织及乡村林业专业组织等。 今后要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有的各类服务组织，健全章程和管理制度；二是加强产前、 产中和产后
诸环节的系列化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三是制订政策，鼓励科技人员进入各级服务组织，
进行技术承包、 咨询和服务；四是各级服务组织应实行有偿服务，并开展多种经营，办成实
体，使它们具有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五是各级服务组织之间应加强联系、 沟通与合
作，形成辐射扩散、 四通八达的信息服务网络，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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