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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固碳增加碳汇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人类频繁使
用化石燃料，砍伐森林，导致空气中二氧
化碳含量越来越高，温室效应不断积累，全
球气候变暖。据了解，减缓气候变暖的措施
主要有两种，一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是
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第二种方式便是增加
碳汇。

“碳汇”一词在 《京都议定书》 中被定
义为“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
动或机制”。碳汇包括森林碳汇、农业碳
汇、海洋碳汇等，其中森林碳汇是增加碳汇、
减少排放成本较低且经济可行的方式。据
悉，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大约可以吸
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

据中关村绿色碳汇研究院的专家介
绍，《京都议定书》 的生效让原来看不见、
摸不着的碳汇产生了价值，可在碳市场进
行交易。发展中国家可以将经核证的减排
量出售给发达国家，用于抵销发达国家承
担的减排义务，这个过程就是碳减排量市
场化。作为碳交易的产品之一，林业碳汇
利用森林的储碳、固碳功能，通过造林、
再造林和专业化、人为化的森林经营管理
等活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并按照相关规则将碳汇减排量进行交易。

如此一来，通过植树造林和森林管理
获得的碳汇减排量便实现了价值化。原
来，森林默默发挥着“减碳”“贮碳”等生
态服务功能。有了林业碳汇，这些功能得
以被计算和交易，实现了量化和货币化；
通过市场化手段，森林的生态价值也被更
多人所知晓，带动更多植树造林工程和爱
林护林行动。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林业碳汇
的发展，因地制宜开展相关项目，并积极
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我国于
2013 年陆续开启了上海、北京、天津、湖
北、广东、深圳、重庆 7 个碳交易试点市
场，并于 2017 正式启动全国统一碳交易
市场。2018年底，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印发
了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行动计划》，提出将林业碳汇优先纳入碳
交易市场。

“卖碳翁”鼓了腰包

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展，使原来靠砍
木、卖木获利的伐木工，变成了爱护、养
育森林的“卖碳翁”。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燕窝
塘山区，林木青翠，郁郁葱葱，山间长满了一
人多高的云杉、冷杉等植被。这里便是诺华
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项目的
一部分成果。这片静静矗立的林子一边通过
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周边小气候等方
式发挥着自身的生态价值；一边为当地林农
提供就业机会，创造劳动收入。

据初步统计，几年来，当地村民通过
参与项目整地、栽植、补植补造、围栏建
设等获得的劳务收入已超过 2600 万元，在
项目区培育苗木获得收益 1300 余万元，项
目区村民人均增收约2160元。

“在林业碳汇交易中，卖家是项目业主
或碳资产公司。买家包括控排单位、碳资
产经销商、开展自愿减排的各类企业以及
组织和个人。”中关村绿色发展新型智库专
家、中关村绿色碳汇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金
良告诉笔者。“‘卖碳翁’主要通过两种途

径从林业碳汇项目中获得实惠：对于公司
独立开发的碳汇项目，林农可以参与造
林、营林、护林等经营活动，获取就业机
会和劳务性收入；对于合作开发的碳汇项
目，林农不仅可以获得营林造林方面的劳
务收入，而且可按合作开发协议，获得相
应的碳汇收益和林木收益。”他说。

仟亿达亿碳 （北京）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总经理田卫然向笔者表示：“当地林业局
要正确向林农科普林业碳汇如何开发、如
何产生价值，只有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才能调动更多林农参与碳汇市场。”

此外，林业碳汇的开发包括项目设
计、审定、备案、实施、碳汇量测量、减
排量核证、减排量签发等一系列流程。从种
下一棵树，到计算其生产的碳汇和减排量，
都需严格遵循我国发布的林业政策项目方
法学，目前包括森林经营、竹林经营、碳汇造
林、竹子造林等 4类。据悉，为了计算和监测
碳汇，项目方法学对林地清理、整地、间伐、
补植、施肥、除草等活动都做出了特别要求。

2014 年 10 月，全国首个农户森林经营
碳汇交易体系——临安农户森林经营碳汇
交易体系发布。这个交易体系的创新性在
于使农户直接经营森林，获得林业碳汇收
益。林农开展造林营林项目获得的“减排
量”，经认证后可登记为“林业碳汇证”。
持证林农可将“碳汇减排量”托管于华东林
业产权交易所，由自愿购买者进行认购。当
地老百姓在碳汇交易完成后，感慨道：绿
水青山果真就是金山银山，守护好眼前的
森林，收入就流入了自家的钱袋子里。

企业个人踊跃参与

2015年5月，全国首个国家核证自愿减
排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广东长隆碳
汇造林项目，在广东省碳排放交易所成功
交易。该项目所有减排量包括首期签发的
5208 吨 CCER 碳汇，由控排企业广东省粤
电集团以每吨 20 元的单价签约购买，成功
实现国内第一笔林业碳汇CCER交易。

控排企业作为买家参与林业碳汇交易
是如何受益的？李金良告诉笔者，这些企
业可以获得低成本的碳汇减排量，用于减
排履约，降低企业减排成本。对于开展自
愿减排的企业买家，购买碳汇进行碳中
和、碳补偿，可以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意
识，树立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品
牌形象。当前，已有很多企业如微软、壳
牌、汇丰、建设银行等购买碳汇，用于履
行社会责任。学者李怒云指出，在减少碳
排放的同时，发展林业碳汇，可以为企业
提供减排缓冲周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企业减排的压力。

2007 年，我国出现首例个人捐款认购
碳汇。此后，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通过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等公益机构捐款认购
碳汇。为了鼓励更多社会大众履行环保责
任、促进生态公益，广东省开发了碳普惠
制度，对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
能减碳行为进行量化赋值。居民低碳出
行、节约水电等低碳行为，可以兑换成相
应的“减碳量”，获得所在城市颁发的“碳
币”，通过“碳币”兑换购买一定数量的林
业碳汇，或资助一棵树木的生长。

“未来，林业碳汇将拥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通过发挥优质碳减排产品的优势，造
福广大林农，为国家温室气体减排作出更
多的贡献，”李金良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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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地球正在涌现更多绿色，其中，中国作出
了重要贡献。据美国航天局最近公布的一组卫星数据
表明，全球从 2000 年到 2017 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
约 1/4 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近些年来，
一个接一个的植树造林和森林养护行动使“中国绿”

在世界地图上不断铺展。在众多绿化手段中，林业碳
汇创造出越来越重要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助力
中国植树造林面积不断加大，使山区林农和购买碳汇
的企业从中受益。原来靠伐木获利的种树人，也变成
了爱护、养育森林的“卖碳翁”。

如今，在生态建设、修复和
保护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成为
一种趋势。去年底，自然资源
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等 9部门联合
印发《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提出
建立健全以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机制为基础的碳排放权抵
消机制，将具有生态、社会等多
种效益的林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优先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充分发挥碳市场在生态建
设、修复和保护中的补偿作用。

碳交易和碳汇交易是基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
《京都议定书》 对各国分配二氧
化碳排放指标的规定，创设出来
的一种虚拟交易。通过投资造林
增加碳汇，开发为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项目后参与交易，抵消碳排
放，简称“碳汇交易”。这是通
过市场机制实现森林生态价值补
偿的一种有效途径。

十几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林
业碳汇交易工作，借助清洁发展
机制和自愿减排交易项目的实
施，建立了林业碳汇的经济补偿
机制。生态环境部作为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的主管部门，支持和鼓
励林业碳汇的发展与建设。为降
低林业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开发难
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专
门发布了林业项目方法学。在主
管部门备案的林业碳汇项目，可
通过向部分工业企业和社会团体
出售减排量获取经济收益，助力
所在地区的扶贫工作。

林业碳汇使社会得绿，林农
得利。2014 年 10 月 15 日，临安
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正式
发布，42户林农，总计交易碳汇
4285 吨，交易额 128550 元，他
们也是国内首批进入林业碳汇自
愿交易体系的农民群体。其中，
临安青山湖街道研口村村民张良
华承包了 400 多亩杉木、竹子，
不仅绿化了当地，还不用卖出一

木一竹，仅凭投资造林增加的碳
汇量，5 年获利 21870 元。进入
林业碳汇自愿交易体系对林农的
好处是：在确保林业碳汇能力的
前提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受影响，也就是说既能获得林地
上的经营收入，又可额外获得碳
汇收入。

一般来说，列入碳汇林以后，
20 年内不得更改林地用途；割除
的林下灌木、草本植物等必须还
林，也不能在林地内焚烧枯落物；
要尽量减少对土壤的扰动，不得
不扰动时，要注重生态经营和水
土保持。这种要求是为了尽最大
可能地保持林地的固碳能力，带
来的相应效果就是让林地更原生
态，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碳
汇交易模式，为林业生产周期长、
短期内林农难有收益的问题提供
了一种解决思路。（作者系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战
略研究和国际合
作中心博士）

链接▶▶▶
作为碳交易的众多产品之

一，植树造林和森林管理获得的
碳汇减排量也随之实现了价值
化。实际上这也是林业碳汇这种
生态服务（生态产品）实现货币
化的过程。这是生态服务市场化
的突破，对促进当地可持续发
展、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国内外碳交易市场
中，林业碳汇项目获得的减排量
已经成为可交易的商品进入了市
场。但是，根据国内外碳交易的
规定，并不是所有造林和森林吸
收的二氧化碳都可以交易。必须
按照相应的规则和条件开展造林
和森林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减排量

才能交易。
首先，要开发可交易的林业

碳汇项目需满足土地合格性的要
求。其次，开发可交易的碳汇项
目需要具有额外性。额外性是指
碳汇项目活动所带来的减排量相
对于基准线是额外的，即这种减
排量在没有拟建碳汇项目活动时
是不会产生的。如何确定一个项
目是否具备额外性？通常依据项
目方法学要求，按照一定的步骤
和程序进行额外性论证。

方法学是指用于确定项目基
准线、论证额外性、计算减排量、
制定监测计划等的方法指南。
2013年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先后备案发布的林业碳汇项
目方法学有四个：碳汇造林项目

方法学、竹子造林碳汇项目方法
学、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和
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当前林业碳汇项目主要有4
类：清洁发展机制碳汇项目、中国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碳汇项目、国
际核证碳减排标准碳汇项目和其
他林业碳汇项目。

目前，按照项目的核心技术
措施，林业碳汇项目可分两大类：
一是在无林地上的造林项目；二
是在有林地上的森林管理项目。
根据国内外的通行做法，林业碳
汇项目减排量开发主要有以下7
个步骤：项目设计、项目审定、项
目备案注册、项目实施、项目监
测、减排量核证及其备案签发。
（中关村绿色碳汇研究院提供）

社会得绿 林农得利
李 彦

左图：湖北省咸宁市大路村林业碳
汇项目 仟亿达亿碳（北京）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供图

右图：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
宣传牌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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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江苏省邳州市银杏林里游玩 杨天民摄

新疆那拉提草原风光 杨天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