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 2017

林业经济

FORESTRY ECONOMICS

·国际林业合作与借鉴·

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
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高静芳

（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 北京 100714）
摘 要：生态文明背景下，应整体理解森林的价值，科学量化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生态系统管理对森
林价值进行公平分配。美国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涵盖了生态整体性、监测、适应性管理、跨部门合作、组织变革
以及人的价值观等内容。美国西北林业计划大胆背离传统土地管理方法，在科学监测基础上实现一体化的
适应性管理。美国森林遗产项目鼓励和支持各州从私有林主手中获得生态保护地役权，将公共利益最大
化。中国应当借鉴美国经验，通过立法明确生态系统管理为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承认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的财产属性，设立生态保护地役权制度，平衡个人财产权利与公共生态利益之间的法律关系，明晰地区之
间的生态法律关系，以实现生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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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the U.S Experience and Its
Reference to China
Gao Jing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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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multidimen⁃
sional values in relation with forest and forestland by scientifically revaluating functions of forest ecological service
so as to fairly distribute the precious values to the whole society through ecosystem-oriented management.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U.S. includes ecological integrity, monitoring, adaptive management, interagency coop⁃
er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human values. The Pacific Northwest Forest Plan in U.S. was a departure from
past approaches to land management and incorporated adaptive management based on scientific monitoring infor⁃
mation. The Forest Legacy Program held by U.S government focused on the acquisition of conservation easements
in privately- owned forest lands so as to maximize the public benefits. By learning from U.S experience, China
should specify ecological systematic management as statutory dut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department by leg⁃
islation, admit the property feature of public ecological goods,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conservation easements, bal⁃
ance leg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 ecological interests and clarify the eco⁃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area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cological fairness.
Key Words: forest value;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the U.S experience; conservation easements; ecological
equity

早在 1911 年，美国的水土流失就已十分严重，
美国林业部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以中国
森林破坏导致水土流失的历史教训为戒，呼吁重视
森林保护立法。在纽约州议会大厅，吉福德·平肖
给议员们展示了两幅图片。一幅来自 1510 年的中
国，画面上是一个美丽的峡谷和一个有 30 万居民的
城市，峡谷中的小溪灌溉着两旁的农田，峡谷两侧
生长着郁郁葱葱的云杉和松树。另一幅是 400 年后
吉福德·平肖亲自拍摄的同一地点，这里已是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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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到处残留着洪水冲刷下来的大石块，人们在
那里艰难地为生计奔忙。两幅照片的对比，给纽约
州的议员们以强烈震撼，从而开始了纽约州第一个
森林保护立法（富兰克林·D·罗斯福等，2013）。从
那时起，美国不断进行森林保护立法，并积累了较
为成熟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经验。本文结合美国
立法、相关文献和亲身考察，介绍和总结美国的森
林生态系统管理经验，以期对中国的森林管理有所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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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的生态价值与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
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而
生存的野生生物所组成的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
态系统的主体，也是自然界中功能最完善的资源
库、基因库、蓄水库、碳汇库和能源库，有巨大的生
态服务功能，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起着
决定性作用（David N Bengston，1994）。具体而言，
森林可以防风固沙，保护农田；涵养水源，平衡水流
量；保持水土，减轻水土侵蚀；改善林内或附近气候
环境，吸收有毒气体，净化空气，降低噪音。森林还
具有极好的观赏价值，森林景观令人赏心悦目，林
内空气清新、润泽、沁人心脾，林木可遮荫避日，等
等（Robert Costanza 等, 1997）。
森林生态系统除了为人们提供木材、林果等物
质性利益之外，还为人们提供众多的非物质性利
益，包括提供旅游、休闲、审美、宗教、教育活动的场
所和机会。森林所提供的这些非物质性利益，可以
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增强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地
域归属感，丰富植物学、生物学、历史学等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知识。这些利益，均来自于森林提供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从价值层面看，森林给人类
提供的价值可以分为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两个
大的类别。森林的利用价值是指森林满足人们需
要或者喜好的能力，可以细化为直接利用价值（例
如采伐森林、非消耗性的野营、徒步履行、观鸟等）
和间接利用价值（例如保持水土、稳定气候等）。而
森林的非利用价值则包括森林的遗产价值（保持森
林为未来世代娱乐休闲之用）、生物价值（保存基因
库）和选择价值（将来的娱乐休闲等）
（John AsafuAdjaye, 2000）。因此，森林的价值不但包含为当代
人类提供的价值，也包括为未来世代的人类提供的
价值，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均需要从森林中
获得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在传统的森林资源利
用活动当中，当代人类获得的只是森林的部分利用
价值，即用以满足个体经济利益的直接利用价值，
而森林的间接利用价值则是给当代的人类整体维
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森林的非利用价值应当
保留给未来世代的人类。在生态危机的当下，对人
类而言，森林的间接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是一种
更为重要的利益，甚至是首要的利益。因此，无论
怎样，森林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均需更好地理解森
林的价值，科学地量化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
便成功地实施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并通过生态
系 统 管 理 对 森 林 的 价 值 进 行 公 平 分 配（David N

Bengston，1994）。

2 美国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经验
目前，美国林务局管理着 155 个国有林场，20 个
国有草原，20 个科研和实验林场，覆盖了约 7680 万
2
hm（1.92
亿英亩）的公共土地。在历史上，这些土地
曾经长时间被分割为数以百万计的分散经营的小
块私有林。成为国有林之后，已经变成为美国未来
世代预留的遗产。美国的国有林分布在美国的 44
个州，对于 90%的美国人而言，一天的车程即可到
达。相对于其他公共的或者私有的土地系统而言，
美国的国有林为美国人民提供了比任何其他类型
的森林都多得多的户外休闲、狩猎、垂钓的机会，提
供了更多的木材供应、电力和荒野（Tom Quinn，
2002）。另外，美国国有林还提供了高质量的水源
和重要的驯养牲畜的放牧场所。总之，数量众多的
各种各样的森林资源使用者都把国有林视为满足
他们各自未来需要的重要资源。随着美国人口的
增长，美国人民对木材、饲料、水、野生动物及娱乐
的需求也在进一步增长。美国国有林越来越多地
满足了个人对原材料的需求，城市和各州对经济发
展的需求，为整个国家的国力和福利的增长做出了
贡献（Gerald W. Williams，
2005）。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兴起自然资
源保护思潮。伴随着这一新的社会思潮，在如何管
理森林生态系统和国有林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中
出现了多次争论，并因这些争论而催生出很多部关
于保护森林和自然环境的法律。
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第一部法律是 1960 年颁布的《多用途可持续利用
法》。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美国林务
局长期以来形成的国有林的用途主要是生产木材
这一落后的森林经营观念，以确保人们平等对待国
有林和国有草原的各种用途和效益。因此,它成为
了历史上首次将国有林的 5 种主要用途平等地而不
区分作用大小地写进一部法律当中（Anthony God⁃
frey, 2005）。该法所称的“多种用途”，是指森林资
源的各种用途，包括户外休闲、林木采伐、山体保
护、水资源保护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该法的实
施，使得森林的上述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更好
地服务于人类的各种需求。
接下来的是 1964 年的《荒野保护法》。伴随着
长时间的激烈争论，1964 年,独具一格的《荒野保护
法》终于被签署成为美国法律。这部法律的通过，
就在一夜之间将 364 万 hm2 的（910 万英亩）国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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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林全部纳入了人类只能充当过客不能久留的国
家国家荒野保护体系，并建立了几个新的保护区。
这部法律要求对每一个没有道路的国有林区进行
评估，以便将来使这些没有修建道路的国有林区能
够 成 为 野 生 动 植 物 的 栖 息 地（Mark L. Watson，
2005）。
然后,越来越多的法律一部接着一部地被制定
出来了。1968 年的《天然林及河流风景区法》将一
批重要的、具有独特意义的河流划为天然林区、风
景林区和游憩林区。1970 年 1 月 1 日签署的《1969
年国家环境政策法》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公
众参与制度。1970 年 4 月 22 日的地球日成为了新
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开端。1972 年的《国有林志愿者
法》授权美国林务局招募和培训志愿者协助管理国
有林。1973 年的《濒危物种法》建立了濒危动植物
物种保护名录，广泛禁止捕捉、狩猎、伤害、骚扰名
录上的物种，赋予土地经营者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
物种及其生境的权利。1974 年，美国《森林与牧场
可再生资源规划法》出台。该法规定，从 1976 年开
始，美国林务局每 5 年提出一个国有林各种森林资
源的预期产量或者计划，并从国会获得必要的支撑
该 五 年 计 划 的 拨 款（Ervin G. Schuster 等, 2003）。
1976 年通过的《国有林经营法》则规定了国有林的
法定地位、长期经营规划、聘请科学家组成科学家
委员会等，全面规范了国有林经营。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许多联邦和州的管理机构实现了从建立在商
品生产基础上的管理到强调可持续生态系统管理
的建立在多种资源基础上的管理的转变。由此，生
态系统功能和生态过程的长期可持续性，成为了美
国生态系统管理的核心（Kelly F. Butler 等, 2005）。
就这样，美国林务局依据上述法律，在美国和
全世界的无休止的争论中，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了自己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实践。1992 年 6 月，美
国农业部林务局局长 Dale Robertson 宣布，美国林
务局对国有林实行生态系统管理政策。这是世界
上首次以官方的名义采取的以生态系统为导向的
森林管理政策（Kelly F.Butler 等, 2005）。美国的生
态系统管理建立在土地，空气，水，植物，动物和人
类的生态基础之上，涵盖了生态整体性、监测、适应
性管理、跨部门合作、组织变革以及人的价值观等
内容。适应性管理是一个需要承担风险,不断尝试
新方法、新知识和新技能,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计
划、决策、实施与监测的适应性过程（Jayne Finger⁃
man Johnson 等, 2009）。跨部门合作是联邦、州、地
区等各个层次上的各个部门以及私人机构在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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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态系统的广阔地区内的整体合作（Riccardo Si⁃
moncini，2011）。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意味着人
是强大的因素，兼具建设性和破坏性。因此，在森
林生态系统中，人既影响生态系统，又受到生态系
统影响。在生态系统分析和决策的各阶段，应当始
终涉及人的因素（Laura Cameron 等, 2015）。同时，
人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在决定生态系统、全球环境
的发展方向上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应当寻求代际、
地区间的人地关系的平衡与和谐，以维持未来的选
择（Gerald W. Williams，2005）。1993 年 4 月，美国前
总统克林顿主持的林业峰会发起成立了一个森林
生态系统管理评估小组，由 100 多位来自生态学、生
物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林学等多学科领域专家组
成。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评估小组历时 3 个月向总统
提交了一份长达 1366 页的研究报告，即美国西北林
业计划。这个计划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范例
（DellaSala D，2006）。美国西北林业计划包括位于
加利福利亚州北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 980 万
hm2 的国有林地。全部计划林地被划分为原始林保
护区、适应性经营区、原始林经营区、沿岸带保护
区、行政禁伐区、立法禁伐区和木材采伐区等 7 种类
型。美国西北林业计划强调以流域为单位保护和
经营原始林。
美国西北林业计划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管理联
邦土地，运用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科学知识，评价
物种生存能力，等级尺度的作用，以及生物物理系
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交流的范围和特点。该计划试
图整合科学与管理，在科学监测信息的基础上实现
一体化的适应性管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大
胆地背离过去的土地管理方法。此外，美国西北林
业计划的实施，既要协调一个跨部门研究和监测委
员会，又要协调一个研究委员会在正规的适应性管
理区域进行试验的跨部门合作（Richard W. Haynes
等，2001）。美国西北林业计划建立的跨部门合作
框架需要达到 2 个显著的目标：一是猫头鹰分布的
北部区域的联邦土地范围内的美国西北林业计划
各单元的生态系统管理的合作计划、促进决策和协
调实施；二是促进州、部落和地方政府为支持或者
补充美国西北林业计划目标而寻求实施方法时的
协调与合作。美国西北林业计划的基础，是它依靠
了最适宜的保护和恢复科学，拥有猫头鹰分布区域
的联邦土地的完整管理权，第一次拥有一个完整的
生态系统，因而它成为了全球的典范。尽管这个需
要实施一个世纪的计划只实施了 20 年，但是，在关
键的保护目标和物种恢复托管方面，它完美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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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计划的管理和保护措施的要求（Dominick A.
DellaSala 等, 2015）。

3 中国借鉴美国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经验将面
临的问题及对策
在未来的森林管理中，中国政府将选择哪一种
管理模式？中国能否像美国一样采取森林生态系
统管理政策？如果能，政府在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
理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尚有许
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在美国的国有林管理中，正如美国林务局所指
出的那样，也遭遇过重重困难。在美国，在不同的
利益群体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某些
强势的利益集团要求美国林务局和美国国有林回
到集约经营时代，以保护就业、提供工作岗位以及
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Klaus J.
Puettmann 等，2007）。然而，有些人却人要求美国林
务局采取一种甚至比国家公园更为严格的森林保
护政策，以便完整地保存国有林，实行零采伐政策，
让人类活动远离国有林。还有一些特殊的利益集
团，甚至希望还能从联邦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可供
他们利用的国有林资源份额。所有的利益群体都
是那么振振有词，都认为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显
然，国有林的管理不仅仅是一个单纯依靠科学的生
态系统管理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
国 有 林 的 管 理 是 一 个 政 治 问 题（Gerald W. Wil⁃
liams，
2005）。
中国自 2001 年以来，确立了天然林保护、退耕
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
“ 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防护
林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和
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等六大林业重点工程，范
围涵盖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既突出了
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防沙治沙等多项措施，也关
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其中，作为中国投资最大、
涉及面最广、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项生态建设工
程，退耕还林工程自 1999 年试点实施以来，10 年全
国累计实施 2766.67 万 hm2，惠及 2279 个县 1.24 亿农
民 ，工 程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平 均 提 高 3 个 多 百 分 点 。
1999~2009 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2332 多亿元，
工程区农民人均获得中央财政补助约 2000 元，全国
累计实施退耕地造林 926.67 万 hm2，荒山荒地造林
2
和封山育林 1840 万 hm（顾仲阳，
2010）。
中国近 10 多年的努力，为借鉴美国的森林生态
系统综合管理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现行
立法中，中国的森林资源管理依然是要素式管理，

根据森林生态系统的不同要素和不同类型的生态
服务功能，将森林资源管理权分别授予发展改革、
土地、水利、建设、环保、林业、农业、渔业、交通及旅
游等政府部门行使。这些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
内分割行使森林资源管理权，严重制约了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整体发挥。
在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中，地方政府应当遵
循生态系统方法、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来改
进和提升跨区域、跨部门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能
力。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森林
法》应当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为指导，通过立
法明确林业主管部门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职责，使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成为森林资源管理的常规手
段。在这一管理模式下，政府不再是森林生态系统
管理的唯一主体，企业、社区和公众都应当有权参
与本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事务。从上文总结
的美国经验来看，这些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可持续
性，与公众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作，更有效地科
学管理、适应性管理，土地权利人与科学家的合作
伙伴关系，增进生态系统保护，以及修复受损的生
态系统。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宏观生态系
统管理，集中精力进行综合决策、落实森林生态系
统保护责任、综合协调部门之间的生态系统管理活
动、提供公众参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信息平台、
加快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林区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等重大问题。而地方各级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落实森林生态系统保护规划、针对具体的建设项
目开展日常的生态系统管理、全面开展森林生态系
统保护执法等活动，确保政府的宏观生态系统管理
目标落到实处（Kelly F. Butler 等，2005）。
另外，中国的《森林法》对森林和林地分类还应
当考虑受保护森林的价值，林木、林地的利用价值
和利用强度。针对不同类型的林地，应当分别采取
限制性措施和提出土地利用要求，以体现森林的自
然保护功能和被合理开发利用的经济功能。
将集体所有的林地和私人所有的林木所组成
的森林整体划入国家公益林范围，是中国在生态建
设实践中的常见做法。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
效益，既是生态服务功能，也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公共物品。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具体包括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善气候、吸收二氧化
碳、净化空气、减轻水旱灾害及保护野生动植物等
效益。由于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效益的具体
内容包含多个方面，不同的生态效益之间存在着很
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生态效益的受益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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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是不同的。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
快，许多地方将越来越多的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或
者集体所有由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森林、林木和林
地界定为国家公益林，并对其财产功能的发挥和财
产权利的行使进行诸多行政法上的严格限制。同
时，针对集体林因这些行政法上的采伐限制等而可
能受到的财产损失，中国的森林法又设计了森林生
态补偿制度。现在实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主要是国家财政出钱“买单”。但是由于国家财力
有限，补偿标准偏低且“一刀切”，没有真正体现森
林生态服务的价值。
美国的经验显然要比中国的做法有效得多。
美国联邦推广的一个与各州合作的森林遗产项目，
支持各州保护环境敏感地区林地。森林遗产项目
被设计为一个完全的自愿项目，致力于从私有林地
获得部分利益，将公共利益最大化。项目帮助各州
制定和实施森林保护计划，鼓励和支持各州通过签
订生态保护地役权合同的方式，在不拿走私有财产
的前提下，通过协商，使森林的财产权转移到另一
方手中。大多数生态保护地役权是限制森林开发
的，要求私有林主实施可持续林业，保护森林的非
财产价值（Texas Forest Service，2012）。
中国的集体林管理可以借鉴美国推行的森林
遗产项目。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2009 年以来推行
了一项针对私有林的名为 Stewardship Program 的森
林遗产项目。在德克萨斯州，森林遗产项目专注于
支持获得作业中的森林的地役权的努力。在德克
萨斯州，地役权归州林务局或者州林业局长领导下
的其他部门所有。私有林主获得的经费资助，必须
服务于户外休闲娱乐活动等公共目标，当然也包括
在共同签署的文件中所确认的生态系统服务等其
他公共利益目标。私有林主需要制定一个多用途
森林经营计划并纳入生态保护地役权合同中，才能
获得项目资助。联邦政府资助 75%，其他 25%来自
于私人、州政府和地方（Texas Forest Service，
2012）。
中国如果要实施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也需要在
法律上做出相应的制度变革。在中国，目前《森林
法》
《物权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中已经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林权体系，具体包括了国家
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集体森林、林木、
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个人林木所有权和林地承包
经营权等。但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一特定地域
的森林资源所具有的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其所
提供的公共物品，却并未涉及。很明显，现行法律
所设定的林权的权利内容与普通的民法上的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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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是有所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林权权利人除
了享有对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
保物权之外，还需要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这
些义务，主要体现在林地规划、林地用途管制及森
林限额采伐等制度设计当中。中国未来的相关法
律制度设计当中应当承认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财
产属性，并平衡个人财产权利与公共生态利益之间
的法律关系。在承认森林生态系统综合服务是公
共福利和公共产品的基础上，
《森林法》
《物权法》等
法律应当设计生态保护地役权这一新的法律制度，
以平衡农村集体、私人所有的森林、林地和国有森
林、林地之间的关系。生态保护地役权这一法律制
度，可以明晰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态法律关系，例如，
城乡生态关系，上下游生态关系，农业地区和工业
地区的生态关系，以实现环境公平这一法律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法律应当根据公共物品的受益
范围，对公共物品进行划分，并认可其公共财产属
性，对集体和私人因提供公共物品而受到的财产利
益损失给予补偿，在充分考虑森林资源承载能力的
基础上，保障森林资源持续不断地提供充足而可靠
的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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