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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境俄罗斯木材的现状进境俄罗斯木材的现状
与检验检疫政策与检验检疫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进口木材的需求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对进口木材的需求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
俄罗斯木材作为中国进口木材的主要来俄罗斯木材作为中国进口木材的主要来
源，占进口木材总量的源，占进口木材总量的5050％以上。与此同％以上。与此同
时，木材作为俄罗斯重要的资源型出口产时，木材作为俄罗斯重要的资源型出口产
品之一，林木产品出口总值占全部出口商品之一，林木产品出口总值占全部出口商
品总值的品总值的3.63.6％。％。

总体情况总体情况总体情况



•• 20052005年，胡锦涛主席与普金总统的会谈确年，胡锦涛主席与普金总统的会谈确
定了中俄合作战略升级的协定，确保了中定了中俄合作战略升级的协定，确保了中
俄木材贸易将在两国政府间充分合作的基俄木材贸易将在两国政府间充分合作的基
础上进行。此后，中俄双方均采取了一系础上进行。此后，中俄双方均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理顺木材贸易渠道，稳定木材贸易列措施理顺木材贸易渠道，稳定木材贸易
价格，使中俄木材贸易得到有序、均衡发价格，使中俄木材贸易得到有序、均衡发
展。展。

•• 目前，中俄木材贸易仍处于快速增长阶目前，中俄木材贸易仍处于快速增长阶
段。段。20072007年，中国进口俄罗斯木材年，中国进口俄罗斯木材24502450万万
立方米，同比增长立方米，同比增长1717％。％。



俄罗斯木材的进口现状俄罗斯木材的进口现状俄罗斯木材的进口现状

俄罗斯原木的进口情况俄罗斯原木的进口情况

俄罗斯锯材的进口情况俄罗斯锯材的进口情况

进口俄罗斯木材的种类进口俄罗斯木材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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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材进境方式俄罗斯材进境方式



•• 19981998年以前，由于俄罗斯原木材种与中国东年以前，由于俄罗斯原木材种与中国东
北地区的材种基本相似，且东北地区的木材北地区的材种基本相似，且东北地区的木材
供应量相对充足，因此这一阶段俄罗斯原木供应量相对充足，因此这一阶段俄罗斯原木
占进口原木总量的比重相对较小，且增速缓占进口原木总量的比重相对较小，且增速缓
慢。慢。

•• 19981998年之后，俄罗斯原木进口量进入快速增年之后，俄罗斯原木进口量进入快速增
长期，部分年份增长幅度达长期，部分年份增长幅度达180180％。同时，俄％。同时，俄
罗斯原木占进口原木总量的比重也逐年扩罗斯原木占进口原木总量的比重也逐年扩
大。大。

俄罗斯原木的进口情况俄罗斯原木的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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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俄方通过调整木材产业政策，近年来，俄方通过调整木材产业政策，
鼓励国内木材加工业发展，逐步扩大锯材出鼓励国内木材加工业发展，逐步扩大锯材出
口。口。因此，因此，在进口在进口俄罗斯原木俄罗斯原木维持较高水平维持较高水平
的的同时同时,,俄罗斯锯材开始快速增长。俄罗斯锯材开始快速增长。

目前俄罗斯目前俄罗斯锯材输华锯材输华已经超过印度尼西已经超过印度尼西
亚和美国，成为进口锯材的第一大来源亚和美国，成为进口锯材的第一大来源
国国 。。

俄罗斯锯材的进口情况俄罗斯锯材的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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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俄罗斯木材主要为针叶树，如樟子进口俄罗斯木材主要为针叶树，如樟子
松、落叶松、白松、黄花松、红松、鱼鳞松、落叶松、白松、黄花松、红松、鱼鳞
松、云杉和冷杉等，这些种类约占进口俄罗松、云杉和冷杉等，这些种类约占进口俄罗
斯材的斯材的97%97%。。其中红松位列进口俄罗斯材首其中红松位列进口俄罗斯材首
位，位，20052005年达年达953953万方，白松和落叶松其万方，白松和落叶松其
次。次。

•• 也有少量的阔叶材，如橡木、杨木、桦也有少量的阔叶材，如橡木、杨木、桦
木、山毛榉、榆木、水曲柳等材种。木、山毛榉、榆木、水曲柳等材种。

进口俄罗斯木材的种类进口俄罗斯木材的种类



红松红松



樟子松樟子松



水曲柳水曲柳



•• 陆运口岸以陆运口岸以满州里、绥芬河和二连浩特口满州里、绥芬河和二连浩特口
岸岸为主，为主，居进口俄罗斯材前三位。居进口俄罗斯材前三位。20072007年，满年，满
洲里口岸进口洲里口岸进口10691069万方；绥芬河口岸进口万方；绥芬河口岸进口750750
万方；二连浩特口岸进口万方；二连浩特口岸进口327.4327.4万方。分别占万方。分别占
进口俄罗斯木材总量的进口俄罗斯木材总量的44%44%、、31%31%和和1414％。％。

•• 江苏太仓港为海运俄罗斯材的一大口岸，江苏太仓港为海运俄罗斯材的一大口岸，
20072007年进口俄罗斯材年进口俄罗斯材101.7101.7万方，占总量的万方，占总量的55
％。江苏常熟、山东日照，辽宁大连等口岸也％。江苏常熟、山东日照，辽宁大连等口岸也
有俄罗斯材进口有俄罗斯材进口。。

俄罗斯材主要进境口岸俄罗斯材主要进境口岸



••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铁路、江运和公路运输铁路、江运和公路运输

•• 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大轮散装及集装箱运输大轮散装及集装箱运输

俄罗斯木材进境方式俄罗斯木材进境方式



铁路进境俄罗斯原木铁路进境俄罗斯原木



大轮散装俄罗斯原木大轮散装俄罗斯原木



江运俄罗斯原木江运俄罗斯原木



进境俄罗斯木材检疫政策进境俄罗斯木材检疫政策进境俄罗斯木材检疫政策

对进境木材的总体要求对进境木材的总体要求

进境俄罗斯原木的检疫要求进境俄罗斯原木的检疫要求

进境俄罗斯木材除害处理方式进境俄罗斯木材除害处理方式



•• 为保护国内森林、生态环境和旅游资为保护国内森林、生态环境和旅游资
源，源，20012001年年22月检验检疫部门会同海关总月检验检疫部门会同海关总
署、国家林业局等署、国家林业局等55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
进口原木检疫要求的进口原木检疫要求的22号公告。号公告。

对进境木材的总体要求对进境木材的总体要求



22号公告基本要求号公告基本要求

•• （（11）进口原木须附有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检）进口原木须附有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检
疫部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证明不带有中疫部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证明不带有中
国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或双边植物检疫协国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或双边植物检疫协
定中规定的有害生物和土壤。定中规定的有害生物和土壤。

•• （（22）进口原木带有树皮的，应当在输出国家）进口原木带有树皮的，应当在输出国家
或地区进行有效的除害处理，并在植物检疫或地区进行有效的除害处理，并在植物检疫
证书中注明除害处理方法、使用药剂、剂证书中注明除害处理方法、使用药剂、剂
量、处理时间和温度；进口原木不带树皮量、处理时间和温度；进口原木不带树皮
的，应在植物检疫证书中作出声明。的，应在植物检疫证书中作出声明。



由于俄罗斯因气候原因不具备除害由于俄罗斯因气候原因不具备除害
处理条件，经中俄双方协商后于处理条件，经中俄双方协商后于20012001年年77
月签订了月签订了《《中俄代表团就俄罗斯原木出中俄代表团就俄罗斯原木出
口中国植物检疫会谈的谅解备忘录口中国植物检疫会谈的谅解备忘录》》：：
允许俄罗斯原木有一年的过渡期；过渡允许俄罗斯原木有一年的过渡期；过渡
期结束后，采取境外预检、落地加工和期结束后，采取境外预检、落地加工和
锚地熏蒸等措施。锚地熏蒸等措施。

进境俄罗斯原木的检疫要求进境俄罗斯原木的检疫要求



11、落地加工、落地加工

••批准在与俄罗斯接壤地区设立进境批准在与俄罗斯接壤地区设立进境
木材加工区：在满州里、绥芬河和木材加工区：在满州里、绥芬河和
二连浩特等口岸设立二连浩特等口岸设立““木材加工木材加工
区区””。木材进境后在区内进行初加。木材进境后在区内进行初加

工、深加工或除害处理，经加工或工、深加工或除害处理，经加工或
除害处理合格的，方可运往区外。除害处理合格的，方可运往区外。



木材加工区木材加工区



22、锚地或除害处理区熏蒸、锚地或除害处理区熏蒸

•• 对于通过海运方式进境的俄罗斯木材须在锚地对于通过海运方式进境的俄罗斯木材须在锚地
实施熏蒸处理；实施熏蒸处理；

•• 为解决锚地熏蒸风浪大，熏蒸效果差的问题，为解决锚地熏蒸风浪大，熏蒸效果差的问题，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在部分海运俄罗斯原木集中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在部分海运俄罗斯原木集中
的口岸设立木材除害处理区，允许通过海运方的口岸设立木材除害处理区，允许通过海运方
式进口的俄罗斯原木可以直接进入除害处理区式进口的俄罗斯原木可以直接进入除害处理区
实施熏蒸处理。目前，已经批准在福建莆田、实施熏蒸处理。目前，已经批准在福建莆田、
江苏太仓和天津口岸建立木材除害处理区。江苏太仓和天津口岸建立木材除害处理区。



11、边境口岸进境俄罗斯原木除害处理方式、边境口岸进境俄罗斯原木除害处理方式

22、海运口岸进境俄罗斯原木除害处理方式、海运口岸进境俄罗斯原木除害处理方式

进境俄罗斯木材除害处理方式进境俄罗斯木材除害处理方式



11、边境口岸进境俄罗斯木材除害处理方式、边境口岸进境俄罗斯木材除害处理方式

•• 对于具有木材加工区的口岸，木材进境后对于具有木材加工区的口岸，木材进境后
直接进入加工区进行深加工；直接进入加工区进行深加工；

•• 除落地加工外，对于通过铁路进境的，并除落地加工外，对于通过铁路进境的，并
具有一定检疫隐患的俄罗斯原木，通过罩具有一定检疫隐患的俄罗斯原木，通过罩
幕对整车皮原木实施熏蒸处理；幕对整车皮原木实施熏蒸处理；

•• 对江运进境的原木实施驳船罩幕熏蒸。对江运进境的原木实施驳船罩幕熏蒸。

•• 对整车皮原木实施辐照处理的方法已经通对整车皮原木实施辐照处理的方法已经通
过鉴定。过鉴定。



————木材加工：对于具有木材加工区的口岸，木木材加工：对于具有木材加工区的口岸，木

材进境后直接进入加工区进行深加工，这样既消材进境后直接进入加工区进行深加工，这样既消
除了检疫隐患，同时也有利于环境保护。除了检疫隐患，同时也有利于环境保护。



•• ————火车整车皮熏蒸：对于通过铁路进境的火车整车皮熏蒸：对于通过铁路进境的

俄罗斯原木，通过罩幕对整车皮原木实施熏俄罗斯原木，通过罩幕对整车皮原木实施熏
蒸处理。蒸处理。



为解决溴甲烷熏蒸严重污染环境的为解决溴甲烷熏蒸严重污染环境的

问题，检验检疫部门与相关科研院所合问题，检验检疫部门与相关科研院所合

作开发了辐照处理技术，对整车皮原木作开发了辐照处理技术，对整车皮原木

实施不落地除害处理。实施不落地除害处理。

但由于投资大，资金回收慢，还没但由于投资大，资金回收慢，还没

有口岸使用。有口岸使用。



2、海运口岸进境俄罗斯原木除害处理方式

按照按照22号公告的要求，通过海运方式进号公告的要求，通过海运方式进
境的俄罗斯原木必须采取大轮锚地帐幕境的俄罗斯原木必须采取大轮锚地帐幕
熏蒸的方式。江运驳船熏蒸方式与之相熏蒸的方式。江运驳船熏蒸方式与之相
似。似。

从建有木材除害处理区的口岸进境的从建有木材除害处理区的口岸进境的
俄罗斯原木可以直接进入除害处理区实俄罗斯原木可以直接进入除害处理区实
施熏蒸处理。施熏蒸处理。



•• 锚地熏蒸锚地熏蒸



•• 除害处理区落地熏蒸除害处理区落地熏蒸



进口俄罗斯木材检验检疫情况进口俄罗斯木材检验检疫情况进口俄罗斯木材检验检疫情况

进口俄罗斯材检疫情况进口俄罗斯材检疫情况进口俄罗斯材检疫情况

进口俄罗斯材检验情况进口俄罗斯材检验情况进口俄罗斯材检验情况



•• 由于对俄罗斯材采取了境外预检或落地加工等措由于对俄罗斯材采取了境外预检或落地加工等措
施，且近年的俄罗斯材大多为新伐材，因此其检疫质施，且近年的俄罗斯材大多为新伐材，因此其检疫质
量相对比较稳定。量相对比较稳定。

•• 20072007年，中国检验检疫部门从俄罗斯材中共截获年，中国检验检疫部门从俄罗斯材中共截获
各类有害生物各类有害生物22372237批次，批次，126126种，其中包括云杉八齿种，其中包括云杉八齿
小蠹、树皮象和横坑切梢小蠹等中俄双边协议中禁止小蠹、树皮象和横坑切梢小蠹等中俄双边协议中禁止
携带的危险性有害生物携带的危险性有害生物5252批次和我国新名录中危险性批次和我国新名录中危险性
有害生物有害生物————白云杉齿小蠹、材小蠹属（非中国白云杉齿小蠹、材小蠹属（非中国

种）、墨天牛属（非中国种）种）、墨天牛属（非中国种）5454批次。批次。

进口俄罗斯材检疫情况进口俄罗斯材检疫情况进口俄罗斯材检疫情况



蠹虫为害状



天牛为害状



•• （（11）检尺难度大：由于俄罗斯原木普遍）检尺难度大：由于俄罗斯原木普遍
径级较低，大部分批次每立方原木根数在径级较低，大部分批次每立方原木根数在
1010根以上，且一般大小头混杂堆放。因根以上，且一般大小头混杂堆放。因
此，俄罗斯原木的检尺工作难度大，工作此，俄罗斯原木的检尺工作难度大，工作
强度高，同时检尺精度也较其他国家原木强度高，同时检尺精度也较其他国家原木
低。低。

进口俄罗斯材检验情况进口俄罗斯材检验情况进口俄罗斯材检验情况



俄罗斯材检尺



••（（22）短少比例高：从近年来各口岸）短少比例高：从近年来各口岸
的统计数据来看，俄罗斯材的短少比的统计数据来看，俄罗斯材的短少比
例较高，短少数量居各国进境木材之例较高，短少数量居各国进境木材之
首。据统计，首。据统计，20022002--20072007年，从太仓年，从太仓
口岸进境俄罗斯材就有口岸进境俄罗斯材就有515515船次出现船次出现
材积短少现象，短少的批次比例高达材积短少现象，短少的批次比例高达
53%53%。。



•• （（33）对外索赔难：由于签订的对）对外索赔难：由于签订的对
外合同不严谨和卖方市场的大背景外合同不严谨和卖方市场的大背景
决定了进口商在中俄木材贸易中处决定了进口商在中俄木材贸易中处
于弱势地位。于弱势地位。



加强中俄双边合作

确保中俄木材贸易顺利发展

加强中俄双边合作加强中俄双边合作

确保中俄木材贸易顺利发展确保中俄木材贸易顺利发展



11、开展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开展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推动中俄木材贸易平稳发展势，推动中俄木材贸易平稳发展

•• 从中俄两国目前的木材产业现状来看，中方具有从中俄两国目前的木材产业现状来看，中方具有
人力资源丰富，技术设备先进，木材产业相对发达的人力资源丰富，技术设备先进，木材产业相对发达的
优势，但中国的木材资源严重短缺。而俄方具有森林优势，但中国的木材资源严重短缺。而俄方具有森林
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源和林业设备不足的特点。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源和林业设备不足的特点。

•• 因此，中俄双方开展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对于因此，中俄双方开展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对于
两国的经济发展均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近年来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均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近年来中俄
木材贸易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我国木材贸易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我国22号公告的出号公告的出
台，还是俄罗斯新台，还是俄罗斯新《《森林法森林法》》的出台，由于双方的充的出台，由于双方的充
分沟通和交流，这些政策均没有对中俄木材贸易产生分沟通和交流，这些政策均没有对中俄木材贸易产生
较大的影响。较大的影响。



22、加强沟通，共同解决原木检验工、加强沟通，共同解决原木检验工

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中发现的问题

•• 近年来，俄罗斯材材积短少比例高近年来，俄罗斯材材积短少比例高
居进口木材的首位。为确保中俄木材贸居进口木材的首位。为确保中俄木材贸
易顺利发展，中俄双方应及时就木材检易顺利发展，中俄双方应及时就木材检
验检疫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交流，各自采验检疫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交流，各自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出口原木的检验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出口原木的检验
检疫质量。检疫质量。



33、加强检验检疫技术交流、加强检验检疫技术交流

•• 随着中俄木材贸易总量的不断增长，中俄随着中俄木材贸易总量的不断增长，中俄
植物检验检疫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交流植物检验检疫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交流
和合作，一是有害生物信息和鉴定技术的和合作，一是有害生物信息和鉴定技术的
交流合作，二是木材除害处理技术的合作交流合作，二是木材除害处理技术的合作
研究等等，通过信息交流和合作研究以进研究等等，通过信息交流和合作研究以进
一步提高双方的检验检疫水平，及时解决一步提高双方的检验检疫水平，及时解决
贸易中出现的问题。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 中俄木材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开发和利中俄木材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开发和利
用木材资源对两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都有相当好用木材资源对两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都有相当好
处。目前，通过中俄两国政府间的密切合作，处。目前，通过中俄两国政府间的密切合作，
木材贸易渠道畅通，价格基本稳定，木材检验木材贸易渠道畅通，价格基本稳定，木材检验
检疫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木材贸易总量处检疫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木材贸易总量处
于平稳上升阶段。双方应在今后继续加强合于平稳上升阶段。双方应在今后继续加强合
作，合理解决木材贸易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中作，合理解决木材贸易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中
俄木材贸易向着互利互惠、均衡有序的方向发俄木材贸易向着互利互惠、均衡有序的方向发
展。展。

•• 中国检验检疫部门也将继续与俄方密切合中国检验检疫部门也将继续与俄方密切合
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疫情隐患，稳定进口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疫情隐患，稳定进口
木材市场秩序，为中俄木材贸易保驾护航。木材市场秩序，为中俄木材贸易保驾护航。



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动植物检疫监管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