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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四 届 会 议  

2018 年 7 月 16－20 日，罗马 

城 市 和 城 郊 林 业  

 

I. 引 言 

1. 城市已经住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到 2050 年，预计快速的城市化会增加

25 亿城市居住人口。这部分人口增长大部分会出现在较不发达区域（特别是非洲和

亚洲）的中等城市，这类城市准备不足，难以面对城市快速增长产生的后果。地方

管理部门必须应对日益严重的贫困、饥饿和资源匮乏的问题，还必须应对城市化造

成的环境影响，如洪涝、缺水和滑坡。  

2. 联合国认识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通过更加可持续和更加公平的发展才能应

对的一项挑战。《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呼吁“建设包容、

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同时 2016 年人居三大会

批准的《新城市议程》鼓励城市行为体开发可持续性和抵御能力更强的模式，包括

特别关注绿色公共空间。  

3. 五个区域林业委员会会议也讨论了城市和城郊林业在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11 和 15 方面发挥的作用，并建议将其列为林委第二十四届会议的一个重点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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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年以来，粮农组织一直在帮助成员国解决城市林业问题。除提供技术支持

外，粮农组织还在提高对妥善管理城市及周边地区森林和树木重要性的认识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 年，粮农组织发布了《城市和城郊林业准则》，旨在就城市

和城郊森林和树木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向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提供指导意见。  

5. 粮农组织还通过国际论坛和会议推动了对话、协作和交流。2016 年和 2017 年

分别在中国和大韩民国举行了一次亚太城市林业会议，2017 年还在秘鲁举办了

首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城市林业论坛。地中海森林问题委员会城市和城郊林业问题

工作组从 2013 年起举行了九次会议。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粮农组织正在共同

举办 2018 年 11 月将在意大利曼托瓦召开的首届世界城市森林论坛。论坛旨在强化

现有国际网络，支持实施《新城市议程》，提升城市森林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潜力。 

II. 城市和城郊森林的效益  

6. 良好管理的城市和城郊森林可以提供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能够帮助地方

政府应对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这些多重效益可以归为物资供应效益、支持

效益、调节效益和文化效益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效益。  

物资供应效益 

7. 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要求获得粮食和基本服务，这对基础设施、社会、环境

和经济构成了重大挑战。种植结果的行道树或建造多功能公园可以增加粮食供应。

在印度德里，路边的阎浮树每年产果 500 吨左右，果实由当地人收获和售卖。在非洲

的中小城市，结果的树木见于大多数城市和城郊房屋四周。在海湾国家，人们专门

培育、种植和照料街边的棕榈树，结出的海枣供大众免费食用。在欧洲和北美洲，

人们越来越多地建造城市粮食森林，用于提供消遣、提升社会凝聚力和生产粮食。 

8. 城市和城郊森林在能源供应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2014 年世界森林状况》

列出的估计数字显示，约有 24 亿人使用薪柴燃料烹食，约占较不发达国家人口的

40%。此外，其中 7.64 亿人可能还用木材烧水。木质能源占非洲一次能源总供应量

的 27%，占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 13%，占亚洲和大洋洲的 5%。建造和可持续管理

用于生产薪柴燃料的城郊森林有助于保护原始森林不被过度开发。  

支持效益 

9. 城市和城郊林业有助于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和提升生态连通性，从而提高

自然生态系统抵御人类压力的能力。得益于 50 多年前启动的出色的城市绿化和

保护计划，新加坡城邦目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极高，赢得了“花园城市”或“花园

与水城”等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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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树木促进土壤形成、提高土壤生产力和提高土壤渗透率。通过拦风和稳定

土壤，树木还能防止水土流失和减少土壤压实。摩洛哥瓦尔扎扎特等很多城市都用

城市森林防止土地退化。2015 年，秘鲁利马省独立市启动了一个社区计划，在非

正规定居点周边坡地上重新造林，以此降低自然灾害的威胁。  

调节效益 

11. 通过遮阳和冷却空气，城市森林和树木有助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和促进适应

气候变化。在迪拜开展的研究表明，城市地区的树木最多可将温度降低 8 摄氏度，

从而提升城市居民的热舒适度。同样，在安曼开展的研究表明，树木最多可将建筑

制冷负荷减少 35%。在布基纳法索等萨赫勒国家，房屋和公共机构四周种树降温。

城市森林、树木和土壤还能增强固碳。这种潜力取决于若干变量，包括树种和树体

大小。在美利坚合众国，估计城市树木储碳达 7.7 亿吨。 

12. 城郊树木可以保护流域和蓄水池，抑制水土流失、限制蒸散和过滤污染。

若干安第斯国家实行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以此保护城郊森林流域和确保城市优质

供水。通过吸收过量的水和增强渗水，城市和城郊树木可以缓解洪涝事件的发生和

影响。美国费城的数据表明，一公顷建有绿色基础设施要素的土地每年可以吸收和

过滤超过 25 万升暴雨雨水。  

13. 树木可以拦截城市活动和车辆交通产生的气态污染物和颗粒，从而提高空气

质量。2002 年，北京市中心 240 万棵树清除了 1 260 吨空气污染物。在哥伦比亚

麦德林，大型树木仅占城市森林的 1.3%，但却封固了每年排碳量的 25%以上。

在旱地，树木被视作宝贵的物理屏障，用于抵御风和沙尘暴。举例来说，韩国  –  

蒙古绿化带种植项目（2007-2016 年）成功在戈壁沙漠上种下 3 000 公顷树木来

缓解城市地区沙尘暴的影响。  

文化效益 

14. 城市森林和树木可以促进提高社会公平、倡导社区精神和帮助确保当地精神

和文化价值得到保护，而这都是造地的基本要素，即创造高质量的场所（如公园、

广场和滨水区）供人游玩享乐。在吉隆坡，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吸引了想要体验

热带雨林但不想出行太远的游客。城市和城郊森林还是环境教育计划的理想场合。

卢布尔雅那“实验森林”是一个创新的环境教育中心，为学校教师举办研讨会，

介绍如何提高创造力和创新并同时学习森林知识。  

  



4 FO:COFO/2018/5.2 

 

15. 通过美化市中心和城郊地区，城市森林和树木有助于减少社会、环境和住房

不平等现象。巴西圣保罗州制定了一项 645 市城市植树造林计划，旨在提高城市

居民的生活质量。城市和城郊公园还为当地社区提供了露天活动场所，从而提高了

社会凝聚力。在美利坚合众国巴尔的摩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城市树木郁闭度每提

高 10%，就能直接使犯罪率降低 12%。 

16. 城市和城郊森林和树木通常具有文化、社会和宗教价值。2002 年在泰国曼谷

调查了 261 公顷树木：这些树木因宗教传统禁止砍伐“神圣”树种（如菩提榕）

而得到了保护。突尼斯 1993 年启动的国家百年树木计划旨在保护该国树龄最大的

树木，因为它们被视作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其他社会经济效益  

17. 城市和城郊森林可以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地方经济作出重大

贡献。在美国，总量估计 55 亿棵的城市树木创造了总值 183 亿美元的服务。同样

是在美国，研究表明，只要种上成年树木，最多可将地价推高 15%，为政府创造

直接税收。城市森林还能创造绿地建造、管理和维护相关就业。如在巴西尼泰罗伊，

新制定的生态–社会计划将雇用 400 名困难社区青年在 100 公顷退化土地上重新

造林并维护公园设施，目的还在于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城市绿化还促进了城市

品牌建设，从而吸引投资、商业和旅游。在肯尼亚内罗毕，卡鲁拉森林曾是犯罪

多发地，但现已成为一个每月游客超过 16 000 人的公园。  

18. 城市和城郊森林提供的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如木材、薪柴燃料、水果、

坚果、浆果、蘑菇和药用植物）增加了当地人收入，并提高了社区经济抵御能力。

城市和城郊森林还通过公共费用节支创造了间接经济效益。通过为建筑遮阳造荫，

它们减少了供暖制冷费用；据估计，联合王国伦敦的树木帮助每年节支 2.6亿英镑。

通过增进身心健康、降低环境温度和减少污染，城市和城郊森林可以降低一些非

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从而间接减少公共卫生费用。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正在

利用绿色公共空间减缓压力和增进公民健康福祉。  

III. 改进城市和城郊森林和树木治理的下一步工作  

19. 快速增长的城市几乎没有时间调整适应因放任城市化而造成的不断变化的

形势和不断加重的压力。为创造上文列举的效益，城市森林需要通过政策、明确的

规范和妥善的规划进行充分治理。这些工具的正确实施取决于若干因素。  

20. 城市和城郊森林的治理要求规划部门建立适当机制以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

和知识，以便将城市林业内容纳入总体规划进程或动员国家森林部门提供必要技术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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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应减少各级政府编制政策和规划文件的职责散乱的情况。高效治理要求国家

森林部门、市政府、政府办公室、社区组织和城市居民等各方利益相关者投入并

积极参与决策进程。公民参与规划、设计和管理进程可以带来诸多积极效益，例如

公众支持规划决策，避免冲突长期存在和延误造成重大损失，机构和公众之间增进

信任。 

22. 通过提高对城市和城郊森林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认识，可以帮助解决城市

绿化计划公共资金不足的问题。供资战略应尽可能兼顾着眼于公共和私营部门供资。

此外，城市往往依赖当地志愿者，不只是为筹集资金，还是为计划提供领导和劳力。

还可考虑与娱乐和 /或源自城市和城郊森林的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相联系的创收

活动。 

23. 放眼城市边界以外，我们不应忘记，城市运转必不可少的很多商品和服务，

例如建筑材料、水和能源，都是来自森林。因此，在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时，我们

还应考虑城市本身如何才能促进农村地区发展。从城市地区到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动，

例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环境税和/或补贴，也能在倡导更加公平的发展模式和自然

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无论何时实行费用或其他形式服务

付费，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公正方面。  

24. 然而，城市界内的森林通常由市级主管部门管理，而城郊和农村森林则可能

常由国家森林部门等其他实体管理。因此，有效的治理要求政策和 /或立法力求通过

充分投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来协调各方利益和增强城市与农村联系，

从而提高农村生产力，并同时提供进入市场、获得就业和接受公共服务的机会。  

25. 最后，研究也在建设充分适应的城市森林和树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重点

主题尤其包括选种、空气污染影响、气候变化适应以及有关公众对城市林业服务的

偏好和不断变化的要求的研究。  

IV. 审议要点  

26. 根据各区域（亚洲及太平洋、近东和北美洲）林业委员会的讨论结果，林委

不妨： 

a) 承认城市和城郊森林和树木可持续管理及其纳入城市规划对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确保公众健康福祉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  

b) 邀请成员国：  

 通过积极参与区域技术网络推动城市和城郊林业知识的传授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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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各级政府（国家、区域、地方）在制定政策、规范和城市规划方针以

充分发挥城市和城郊林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和 15 所作贡献方面的

部门间协调。  

 鼓励各国专业人员参加第一届世界城市林业论坛。  

c) 提请粮农组织通过以下方式给予各国支持：  

 继续开发城市和城郊森林规划和管理工具，包括落实、收集和宣传案例

研究和良好做法；  

 协同国家和区域卓越中心制定城市林业能力建设计划；  

 就城市和城郊森林的规划、设计和管理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