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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 动荡时期的 
挑战和机遇

就在《2009年世界森林状况》付锌之际（2008

年底），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经济衰

退。美国的楼市下滑和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金融市

场，引发了全球经济放缓和数个国家的衰退。对金

融机构的信心已经严重受挫。股市下跌已使资产价

值减少数千亿美元。银行通过去杠杆化来寻求确保

其资本基础的做法导致了信贷紧缩，影响到所有的

经济活动。螺旋式下降已相继出现，生产、就业、

收入和消费需求的下降使生产进一步缩减，经济衰

退更加严重。

这一衰退已经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并改变了

原先乐观的经济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

联合国，2009）。2008年和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预

计将增加2000万，有可能使近年来在扶贫方面取得

的成就出现逆转（国际劳工组织，2008a）。预计

工资将大幅下降（国际劳工组织，2008b）。大多

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放缓已经给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带来影响，尤其是那些依赖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

的经济体。预计官方发展援助和移民劳工的汇款将

大量减少（Cali、Massa和te•Velde，2008）。

作为较大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森林部门

将受到经济全面滑坡的影响。整个部门内部受影响

的严重程度将会不同，取决于与直接受危机影响部

门的联系。

木材产品需求下降和生产缩减

处于当前危机中心的楼市崩盘对木材行业是

一个严重打击。美国新房开工量从2006年年初的

大约210万套下降到2008年10月不足80万套（见右

图）。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西欧，虽然程度

不同但也经历了楼市的类似下跌。楼市下降已导致

对木材的需求减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粮农

组织，2008；美国西部木材产品协会，2008）。预

计仅北美洲2009年对木材纤维的需求就将下降超过

2000万吨（RISI，2008）。因此，几乎所有国家和

所有森林工业都普遍出现生产缩减，从伐木、锯木

到人造板、纸浆、纸张和家具生产。诸如巴西和加

拿大等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已经受到了严重•

影响。

对林产品需求的下降与信贷紧缩同时出现，对

新的投资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涉及所有木材产

业。由于现有设施开工不足或关闭，对新设施的投

资于正在推迟或放弃。

为环境服务付费的意愿降低

经济危机可能会影响对环境服务的需求，尤其

是当社会支付能力降低的时候。国家和国际政策与

新生的市场机制共同形成了环境服务供求增长的基

础。长期的经济停滞将会对一些环境服务产生负面

影响，除非将建立一个“绿色经济”视为摆脱危机

的出路。

美国住房开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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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全国住房建筑商协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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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碳市场在初期表现稳定，但也受到了金

融危机的冲击，因为这一危机导致了一些参与碳交

易的主要投资银行倒闭。与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一

样，碳价格已经暴跌。在欧洲气候交易所，碳价格

从2008年7月初的每吨约29欧元下跌至2008年11月

中旬的每吨约15欧元。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工业和

电力部门的排放量下降，减少了对排放配额的需

求。除非碳的价格大幅度提升并保持稳定，否则利

用市场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可能会失效。其可行

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复苏和完成后京都

气候变化协议谈判的坚定政治承诺。

一个更加普遍担忧是，一些政府可能会降低此

前雄心勃勃的环保目标或推迟与未来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相关的重要决策，因为它们关注的焦点是扭转

经济下滑（Egenhofer，2008；Rice-Oxley，2008）。•

例如，欧洲就气候变化、特别是拍卖排放配额问题

制定立法的努力受挫，尽管一些国家（如英国）已

提前进行了部分拍卖。诸如减少森林采伐和森林退

化造成的碳排放（REDD）等依靠国际资金转移的

举措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

过去几年来对生物燃料生产前所未有的投资热

潮也正在逐渐消失。经济放缓尤其会影响到对更加

有效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技术的投资，包括对木质纤

维生物燃料生产的投资。

旅行和旅游业，包括生态旅游，是另一个已

经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部门。自2008年中期以来，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减速，最初是由于高燃油价

格，然后是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由此产生的旅行和

旅游消费支出的减少（世贸组织，2008）。例如。

肯尼亚、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国际游客数

量已经明显下降，这预示着野生动物旅游将出现•

困境。

对森林和森林管理的影响：坏消息和好消息

木材需求的减少可能会对森林资源产生积极的

影响，但经济危机也会减少对森林可持续管理的投

资并给非法采伐提供了可乘之机。正规经济部门的

紧缩往往为包括非法采伐在内的非正规部门的扩大

创造机会。例如，继1997/98年度经济危机之后，

在一些东南亚国家非法采伐现象增加（Pagiola，•

2004）。有可能导致非法采伐情况增加的因素包括

对合法经营的高价位木材需求减少，降低预算造成

保护森林的机构能力下降，以及正规部门的失业率

增加。

正如前面章节所述，过去十年来快速的经济增

长和对土地依赖度的降低使许多国家的森林砍伐速

度减缓，甚至使毁林状况得到扭转。在一些国家，

移民劳工的汇款有助于减轻土地的压力。持续的经

济危机可能改变对农业依赖程度下降的趋势，尤

其是在工业和服务业下滑和汇款减少的情况下。在

这些部门失业率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劳工返回农村，

对土地利用产生附带影响，包括种植活动向林地•

扩展。

虽然小农的生产可能扩大，但是由于信贷紧缩

和经济放缓造成的需求下降，已成为热带地区森林

砍伐主要驱动力的大规模经济作物种植有可能大大

减少。在2008年下半年，棕榈油、橡胶和大豆的价

格急剧下跌（见下页图）。虽然这对此类商品的生

产者而言是个坏消息，但是对森林来说却可能是个

好消息。例如，大豆价格与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砍

伐直接相关（Nepstad等人，2008）。

平安渡过经济风暴

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以协调的方式迅速采取

行动来应对危机。然而，没有人知道衰退何时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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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市场和消费者的信心。

几年之内复苏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设想。许多经济学

家预测，在长期缓慢的复苏之前还会出现进一步的

衰退。在可预见的未来，木材需求不可能再次达到

2005-2006年的峰值水平。

几乎所有国家目前都正在采取货币和金融政

策，以提高信贷供给量，促进增长和消费需求。森

林部门可抓住这个机遇，在这些财政刺激措施中发

挥作用•—•通过建立自然资源资本（例如，通过造林

和更新造林以及加大对森林可持续管理的投资）、

创造农村就业并积极推动在绿色建筑方法中使用木

材和可再生能源。

经济周期通常也会为行业重组提供机会。大型

企业经常通过关闭陈旧和效率低下的设施和将重点

放在企业生产效益更好的部分，来使生产能力合理

化。在经济低迷时期，大型企业遇到的问题往往最

严重；而中小型企业甚至会发现危机可能为它们提

供一些机遇。

森林部门是否能够利用当前经济危机提供的

机会之窗，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的创新再造•

（见始于第80页的“机构变化”一章）。无论多么

困难，这场危机可能会加速人们接受和实行早该进

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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