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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面积和密度1990-2005 (FAO资料)

Source:
Kauppi et al.,  PNAS 2006 



中国新增树木的树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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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潜力和碳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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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立方米/公顷 200立方米/公顷84立方米/公顷 200立方米/公顷

林地面积：1.72亿公顷减排潜力＝ ＋35 Gt 的CO2

Source: China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Sixth forest inventory

中国温室气体年排放量＝5 Gt的CO2



能有助于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和产生碳额度的
森林管理类型和森林产品森林管理类型和森林产品

多功能、近自然管
理的森林理的森林

保护森林

高产木材/纸浆/能
源的森林源的森林

生物能源、木材制品、
可再生生物质利用



中国可持续森林管理减排活动的潜力

基线 大部分森林未进行管理，且平均蓄积量较低：
• 全部森林: 85 立方米/公顷 (140 tCO2/ha)
• 人工林  47立方米/公顷 (80 tCO2/h )• 人工林: 47立方米/公顷 (80 tCO2/ha)

采用可持续
森林管理可
以增加碳储

• 增加树木直径和延长轮伐周期

• 终止终止目前砍伐不成熟树木的做法，同时把重点放在低质林的未
来增量效果上以增加碳储

量
来增量效果上

• 通过从单一林种植到近自然林管理的转变，促进森林在纵向和横向
结构上的转变

• 通过支持自然更新和选择适合的树种，提高现有活力木的树种匹配
预计成本 元 吨 氧化碳(预计成本：50－100元/吨二氧化碳)

额外性的理
由

• 体制障碍 – 通过国有林场之外的管理变革
• 技术壁垒 – 管理计划、造林管理
• 资金屏障 过度期的额外费用和收益减少• 资金屏障 – 过度期的额外费用和收益减少

渗漏 在过渡时期减少采伐量将有可能增加从俄罗斯等国进口不可持
续的资源



可持续森林管理在中国减排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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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的总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减排潜力(‘08-’12):
• 0.26 吨CO2/公顷/年
• 4500万吨CO2/年，全部中国的森林

-5

备注:
• 基线数据：国家林业局，第六次森林资源普查
估计无记录的木材利用率占有利用记录的 最高的无记录使用是在 年森林改革

万吨 /年，全部中国的森林

• 估计无记录的木材利用率占有利用记录的0.3-0.9 (最高的无记录使用是在1983年森林改革
后) 
• 随着项目的额外增长: 1.4 立方米/公顷/年，代表50 ％的平均增长 (Source: Zhang & Xu, 2003)
•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5.6 GtCO2/年或 5.1 tCO2/人/年；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5.6 GtCO2/年或 5.1 tCO2/人/年；温室气体排放
在2007年的增加值是5亿吨二氧化碳。
• 林业减排办法可以减少约10 ％的年均增长量



为什么生物多样性？

经济价值（民生）
非木材森林产品

森林、木材
森林、草地和土壤碳汇 非木材森林产品

潜在价值（种质基因库）
极端气候下的新品种选育

森林、草地和土壤碳汇
等等

水土保持（生态服务）
控制灾害（防灾减灾）
营养循环（生态支持）

生态系统中水循环（绿色水）
水生、湿地生态系统（蓝色水）
水的碳汇/源转换的关键

农村能源

水的碳汇/源转换的关键

农村能源
生物质能源
等等



林业碳汇项目的必备条件

o 从执行能力、经济规模和公平与性别等方面通盘考虑，建
立相关的机制。

o 公认的市场标准和核准的方法，详细的基线与碳监测方
法。

项目设计文件详细说明o 项目设计文件详细说明

• 基线和项目方案；

明确的额外性理由 以证明该项目只因是碳汇项目的组成部分• 明确的额外性理由，以证明该项目只因是碳汇项目的组成部分
才得以执行；

• 泄漏的评估，以避免造成该项目在项目区外新的额外碳排放；估 项 在项 额

• 永久性或可逆性评估，以避免在项目期间或项目结束之后固碳
量的排放；

监测计划的详细设计和监测的间隔时间• 监测计划的详细设计和监测的间隔时间。

o 独立的第三方根据标准要求的认证



比较不同的全球碳汇市场的林业项目

特征 京都监管市场 其它监管和预监管市场 自愿碳市场

监管框架 联合国气候变 例如 新南威尔士州温 自愿碳标准监管框架 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清洁发展机制

例如：新南威尔士州温
室气体减排计划（新南
威尔士州GGAS ） ，美
国前遵守市场

自愿碳标准，
CCX ， CCBA

国前遵守市场

交易额 2007 2900 Mt/CO2e 25 Mt/CO2e (NSW GGAS) 65 Mt/CO2e
符合条件的森林活
动

造林 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包
括造林  REDD和可持续

造林, REDD,可
持续森林管理动 括造林, REDD和可持续

森林管理等
持续森林管理

林业项目 < 1% 18 %
与中 林 有关的 林 有很大的潜力 如 /与中国林业有关的
项目

造林项目、可
持续森林管理
也许在2012年
之后

具有很大的潜力，如果
国家限额交易系统能够
发展，且林业具有资格

AR/REDD 
/SFM 优质项目

之后



演变中的林业碳汇里程碑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2007  6)  主要目标: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2007. 6), 主要目标: 
• 采用科学的办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 到2010年减少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的20％
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在2005年的水平上提高20 ％ 森林碳汇增加5000万• 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在2005年的水平上提高20 ％，森林碳汇增加5000万

吨。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宣言 (2007. 9):
中国提出的 由中国主办设立亚太地区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 为改中国提出的...由中国主办设立亚太地区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为改
善和促进亚太地区的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森林恢复，以缓解气候变化。

巴厘宣言 (2007. 12):
加强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包括 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加强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森林
碳储存。

第四次中国森林对话论坛“森林与气候变化” (2008. 5)
- 由 SFA, CAF, APF-Net, FAO & GTZ组织

森林可持续管理国际研讨会 (2008. 9), 由国家林业局和德国复兴
信贷银行组织信贷银行组织

国务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和行动白皮书 (2008. 10)
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2008.11)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

国际和国内林业碳汇项目: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2006, 2008):

• 广西流域造林: 2,000公顷

• 广西西北部造林: 8,000公顷

CCBA AR项目在中国 (2007, 2008):
• 景观恢复, 云南腾冲: 500公顷

• 四川北部造林项目: 2,600公顷

• 多用途森林恢复, 云南: 1,300公顷

中国绿色碳基金：

• 在2007年筹集2.2亿人民币, 造林7万公顷

不断变化的碳交易平台：不断变化的碳交易平台：
中国绿色碳基金
北京环境交易所
天津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所



结 论

• 中国的森林投资重点在正逐步从造林转向可持续森
林管理。林管理。

• 通过森林恢复与可持续森林管理，将有助于提高森
林的碳储存，同时增加中国6000万户家庭的收入。

• 2012年后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和国内限额贸易体系的

构建需要扩大碳交易在土地利用领域的规模。这个
框架也提供了一些环境和社会的保障制度。

• 对于林业部门来说重要的是要准备一个国家的排放
贸易体系。因此，部门的温室气体清单必须具备，
同时应考虑开发部门或系统的方法，以开展林业碳
汇的试点项目汇的试点项目。



世界混农林业中心有关碳汇和生物能源的出版物: 
www.chinaagroforestry.org/

l k/ i twww.ceg.ncl.ac.uk/reimp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