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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rich in forest resources, with a forest coverage rate of 47.7%. It is rich in
ecotourism resources, diverse in biological species, and has excellent natural climate. It has the
natural resource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forestry carbon sink economy.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carbon sinks to promote the provin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focus of current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PEST-SWOT matrix
analysis model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status quo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design an effective path
suitable for the province’s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econom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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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龙江省是森林资源大省，森林覆盖率47.7%。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生物物种多样，自然气候优良，具
备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自然资源条件。如何利用好林业碳汇发展的重要机遇促进本省经济发展是目前研
究的焦点问题。本文运用PEST-SWOT矩阵分析模型在综合分析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本省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有效路径，以期为相关部门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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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7 月份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开启。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碳汇市场的交易量会呈现出爆发式的
增长，交易额或达到千亿级[1]。碳汇经济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谁先能发现其巨大商机，谁就可以搭上
碳汇经济的快车，振兴区域经济。因此，有必要对研究黑龙江省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优劣势进行深入分
析，创新性地设计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路径，构建核心体系，为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的发展提
供参考与借鉴，以提升碳汇交易市场地位和话语权，促进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构成分析
根据全国第八次森林清查结果和 2013~2015 年《黑龙江省林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黑龙江省森林资
源近些年一直呈现稳定并略有增长的态势[2]。需要强调的是此部分的统计数据以全省森林资源为基础，
涵盖地方、森工和大兴安岭地区。

3.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概况
(一) 森林资源面积广大，生物多样性丰富
截至 2016 年，黑龙江省现有林业用地面积 2207.4 万 hm2，森林面积近 2000 万 hm2，活立木蓄积量
17.77 亿 m3，森林蓄积量 16.45 亿 m3，森林覆盖率为 43.16% [3]。其中黑龙江省森工林区(龙江森工集团)
是全国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和森林工业基地，经营总面积达 1009.8 万公顷，森林覆被率 85.1%，高于全
省 39.1 个百分点(表 1)。在黑龙江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区，共有天然林树种 296 种，其中珍贵树种
30 余种。黑龙江林区野生动植物种类丰富，包括野生植物 2200 余种，野生动物共 476 种[2]。
(二)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构成分析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产权主要由国有林和集体林组成。2016 年黑龙江省国有林面积 1980 万 hm2，其
中森工国有林面积最大(851 万 hm2)。地方和大兴安岭国有林面积分别为 589 万 hm2 和 533 万 hm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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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林则全部集中在地方林业局，面积为 148 万 hm2。广阔的国有林区为林业碳汇的开展提供更为灵活
的空间(图 1)。
Table 1. Overview of forest resources in major provinces of the country
表 1. 全国主要省份森林资源概况
林业用地面积(万公顷)

森林面积(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万立方米)

全国

31,259.00

20,768.73

21.63

1,643,280.62

内蒙古

4398.89

2487.90

21.03

148,415.92

云南

2501.04

1914.19

50.03

187,514.27

四川

2328.26

1703.74

35.22

177,576.04

黑龙江

2207.40

1962.13

43.16

177,720.97

广西

1527.17

1342.70

56.51

55,816.60

湖南

1252.78

1011.94

47.77

37,311.50

陕西

1228.47

853.24

41.42

42,416.05

广东

1076.44

906.13

51.26

37,774.59

江西

1069.66

1001.81

60.01

47,032.40

*数据来源：2016 年国家林业局数据库。

Figure 1. Composi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1.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产权构成

同时，黑龙江省森林不同林龄组配比相对合理(图 2)，以黑龙江省森工林区为例，幼龄林面积 167.03
万 hm2，中龄林面积 436.47 万 hm2；近熟林面积 152.96 万 hm2；成熟林面积 44.97 万 hm2。中、幼龄林面
积是成熟林的三倍多。黑龙江森林中绝大部分是处于生长旺盛期的林木，成熟林占比较少，而且中、幼
林的蓄积量较大，为发展林业碳汇济宁提供强劲的支撑。

Figure 2.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forest age group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2. 黑龙江省森林不同林龄组面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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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的 PEST-SWOT 矩阵分析
笔者引入 PEST-SWOT 矩阵分析模型，从政策、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四个纬度对黑龙江省发展林业
碳汇经济的内外部环境和现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为后续新的发展路径的设计提供改良依据。
1、基于 PEST 的内部优势(S)分析
1) 政策性优势(PS)
近年来，从黑龙江省政府对实现林业碳汇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上看，大力发展林业碳汇的基本方
向非常明确。为此，黑龙江省政府会同相关部门多次组织专家讨论黑龙江省发展林业碳汇的策略。黑龙
江省编制完成《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规划(2019~2030)》为后续进行林地使用和林业碳汇项目设计
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4]。
2) 经济性优势(ES)
相关部门尝试政企联合的方式为林业碳汇提供资金支持。2011 年 11 月，有黑龙江省林业厅会同森
工总局以及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共同出资成立黑龙江省绿色碳汇基金会[5]。这是一项碳汇专项基
金，专门为林业碳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技术保障。专项基金的建立，加大了企业和其他社会
团体、个人对森林碳汇的关注程度，促进其主动参与进来，提高了林农开发林业碳汇项目的积极性。
3) 社会自然环境优势(SS)
黑龙江省是中国森林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林业生产基地。具有发展林业碳汇经
济的天然优势。一方面在森林面积总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为发展林业碳汇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
从黑龙江省的森林资源林龄构成上看，中幼林占到森林资源面积的 80%以上，非常适合发展林业碳汇项
目。虽然我省森林与南方森林相比，受到纬度和气候的影响，森林的生长速度稍慢，单位蓄积量小，但
是由于森林资源存量大，碳汇容量也很大。
4) 技术性优势(TS)
黑龙江省在林业碳汇监测和计量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在林业碳汇技术方面积累大量的经验。
相关部门与国际组织合作利用土地和森林利用方式改变(LULUCF)数据库，对森林碳汇的变化情况进行长
时间的科学的计量监测，时间跨度长达近十年，掌握了黑龙江省林业碳汇变化的规律。2013 年 11 月，
正式建立了黑龙江省森林碳汇计量监测体系，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本省独立的碳汇监测体系的省份之
一。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出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为后续我省开展林业碳汇经济积累
了智库。
2、基于 PEST 的内部劣势(W)分析
1) 政策性劣势(PW)
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关于发展林业碳汇的配套制度。主要体现在：第一，林业碳汇经济的重
要性还没有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第二、林业产权问题不清晰，导致森林碳汇项目的发展在我省缺
乏合理性和合法性保障；第三，没有建立独立的林业碳汇管理机构，导致其管理权责不明确，监管力度
不足，行政效率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黑龙江省林业碳汇政策的执行力度。
2) 经济性劣势(EW)
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2015 年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15083.7 亿元，仅占排名第一的广州
省(72800 亿元)生产总值的 20.7%，由此可知，黑龙江省总体经济尽管保持了一个增长的趋势，但是产值
的绝对量与全国其余发达省份相比差距仍是巨大的，而且呈持续拉大的趋势。林业碳汇项目的实施、监
测和交易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由于黑龙江省地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对林业碳
汇经济的资金投入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另外，民营资本实力不够雄厚，在没有减排压力的前提下，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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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企业愿意参与到林业碳汇经济交易中。
3) 社会自然环境劣势(SW)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林业碳汇经济意识淡薄。关于林业碳汇经济的宣传较少，鲜有民众愿
意为林业碳汇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包括一些企业也不了解林业碳汇的具体内容，缺乏社会基础。另一
方面劣势体现在滥砍滥伐，毁林开田等行为屡禁不止，森林资源破坏严重。尽管黑龙江有关部门开展了
一系列针对滥砍滥伐，毁林盗木等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有效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但是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违法占用林地、盗砍林木的行为依然存在。
4) 技术性劣势(TW)
首先，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科技方面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尤其对于林业碳汇基础设施、
产品开发、人才培训等发面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其次，林业碳汇专业人才匮乏也是制约林业碳汇经济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6]。相对于南方发达省份，从事林业碳汇管理的人员待遇较低，加之林区的气候条
件、生活水平等条件恶劣，无法留住优秀的人才。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影响了林业碳汇经济的后续发展。
3、基于 PEST 的外部机遇(O)分析
1) 政策性机遇(PO)
近年来国家对林业碳汇非常重视，鼓励各省、市、地区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探寻适宜的森林
碳汇交易模式，制定合理的森林碳汇交易价格，完善森林碳汇市场机制。这为黑龙江省开展特色林业碳
汇发展路径提供了政策支持。同时国家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扶持也是黑龙江省发展碳汇经济
的重大利好[7]。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建设上升为国家级战略。黑龙江省要抓住这一利好机会，促进
林业碳汇经济走出一条产业化、市场化、金融化的新道路。
2) 经济性机遇(EO)
随着各国温室气体减排压力的增加，国际碳汇市场也随之快速发展，日益成熟，交易额也呈井喷式
增长。国际碳汇市场的繁荣也促进了国内林业碳汇交易量的增长，全国统一碳汇交易平台启动后，全国
碳市场现货交易规模可达 12 亿至 80 亿元，若再将碳期货市场计入其中，这将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8] [9]
[10]。黑龙江省要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积极参与林业碳汇交易，将林业碳汇培育成为黑龙江省经济发
展的新动力，实现林区经济转型。
3) 社会自然环境机遇(SO)
2014 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商业采伐，为林区经济转型带来重要契机。国有林区的全面停伐
从国家战略层次上宣告黑龙江省林业靠采伐林木，迫使林区进行战略转型。国有林区的全面停伐也有效
的保护的国有林区资源，为开展森林碳汇经营项目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4) 技术性机遇(TO)
黑龙江省也积极响应国家对森林碳汇项目的总体部署，加快林业碳汇相关监测、计量和碳汇市场构
建等工作的规划和实施。除此之外，黑龙江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加强与俄罗斯，欧盟等碳汇项目开发
经验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获得先进的碳汇技术，这些技术对于提升本省林业碳汇项目
的开发速度和质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4、基于 PEST 的外部挑战(T)分析
1) 政策性挑战(PT)
目前黑龙江省对于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速度缓慢，还没有关于实施林业碳汇经济的实质性
政策文件。这也使黑龙江省林业碳汇项目很难开展。而广东、湖南和浙江等省在相关政策制定上显得更
有效率，为推动本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2) 经济性挑战(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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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方省份相比，黑龙江省在经济发展和区位条件上均不占优势。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已经率先
开展了林业碳汇项目的实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且我国主要的碳汇交易试点大多集中在南方，如上
海、重庆、湖北和广东等。便捷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无形中成为一道保护屏障，有利于周边省份的发
展。这就迫使黑龙江省在发展林业碳汇经济过程中要更加具有创新性，以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经济性挑战。
3) 社会自然环境挑战(ST)
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原因黑龙江省森林和南方森林相比，生长速度慢，单位碳蓄积量低。根据 CDM
造林、再造林项目的要求，必须是在基准线以后新造的人工林。而森林经营碳汇 CCER 项目在适用条件上
由原来国家林业局提出的项目区要求有林地变成了要求人工中幼林。这就意味着如果开展 CCER 项目，黑
龙江省可利用森林资源(天然林)仅有 130 多万公顷。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省林业碳汇项目就不占优势了。
4) 技术性挑战(TT)
软件上真正懂得森林碳汇计量方法，熟悉林业碳汇交易规则的专业性人才还是相当缺乏。硬件设施
上，黑龙江省的碳汇技术储备也明显不足，目前还没有完成林业碳汇交易所需的网络和实体交易平台。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他省份在林业碳汇技术，尤其是方法学方面已经远远走在黑龙江的前面。

5.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路径设计
(一)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核心模块设计
关于路径设计我们设计了三大核心模块，分别为：碳汇交易平台(Trading Platform)——发展路径的骨
骼，将供给与需求支撑起来；碳汇产品体系(Product System)——发展路径的肌肉，让碳汇市场丰满起来；
碳汇融资体系(Financing System)——发展路径的血液，让整个系统流动起来，正常运转(图 3)。
1、构建区域林业碳汇交易平台
黑龙江省这些年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缓慢与缺少区域林业碳汇交易平台有直接的关系。目前国内碳交
易市场来看，国内七个交易试点都承认林业碳汇 CCER，但是各试点对其使用是有门槛的，主要体现在
使用量和来源地。在使用量上，控排企业使用 CCER 抵消自身排放的量不能超过其总排放量的 5%~10%；
在来源地上，各试点为了保护本区域利益设有不同程度的限定政策，如广东、重庆、北京三个试点对自
愿减排项目的来源地都限定在本省或本市。为了有效降低黑龙江省林业碳汇交易的难度和成本，我们必
须构建自己的林业碳汇市场交易平台。结合本省实际情况，优先发展林业碳汇，简化和突破方法学以降
低开发成本，在价格机制或交易优先权方面做更多的探索，否则林业碳汇项目将难以摆脱入不敷出的困
境。
2、构建林业碳汇产品体系
有了平台还需要有丰富的碳汇产品予以支撑。黑龙江省要想搞活林业碳汇经济，必须运用创新思维
去重新审视林业碳汇产品。在开发林业碳汇产品时要充分结合黑龙江省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多的调动一
切力量参与其中。在产品开发设计中要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加强与银行业、保险业等各类金融机
构的合作[11] [12] [13]。以基础碳汇交易产品为核心，逐步开发出适合不同需求主体的碳汇衍生品，进行
有效的产品细分，形成有特色的体系。以信贷类产品为例，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开发设计碳保理产品、
碳债券产品和碳排放权抵押贷款产品，充分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碳信用需求。
3、构建林业碳汇融资体系
黑龙江省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融资渠道匮乏，融资量少，导致很多项目无法实施。林业碳汇项目的
成本较高，这其中包括造林成本、交易成本和其他机会成本。一般来说，一个 20 年计入期的林业碳汇项
的开发成本在 100 万元左右。在当前没有强制减排规定的前提下，林业碳汇 CCER 很难成为减排企业的
首选。没有新鲜血液的输入，项目必然枯萎，没有林业碳汇项目的规模效应，林业碳汇经济无从发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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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黑龙江省要发展林业碳汇经济，就必须构建融资体系，一方面下大力气降低碳汇项目的成本，另一
方面要拓宽融资渠道，形成自上而下疏通的融资体系，使可供交易的林业碳汇产品增加，形成规模经济，
也就搞活了林业碳汇经济。

Figure 3.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ule for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图 3.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模块

(二)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阶段设计
根据模块设计要求，结合本省实际文本为碳汇经济发展设计了三步走战略，即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
段：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采用的发展策略也不尽相同(图 4)。
1、初创期
1) 市场推动主体
这一阶段政府的推动力占主导地位。严格的讲，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才刚刚起步，所以我们称为
“初创期”。这一时期，黑龙江省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育林业碳汇交易的供求双方。运用强有力的行
政手段推动林业碳汇市场的形成。一方面，出台一些列相关强制性政策刺激需求的产生，如制定本省碳
排放量高的石油、煤炭等相关行业的强制减排政策，确定碳信用配额，而政府本身也要成为碳信用的消
费者，以行政的角度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碳需求的产生。另一方面，利用激励手段，提升供给者的热情。
通过双轮驱动效应带动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的初期发展。
2) 初创期各模块的发展特点
在初创期，黑龙江省的林业碳汇产品要简单且具有可操作性，可以开展森林经营项目和林业碳汇
CCER 项目。交易平台仅限于省内碳汇市场。这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让供求双方熟悉和掌握林业碳汇开发
流程和交易规则。本阶段应加大政府对碳汇项目的金融支持，如牵头成立绿色基金等。另外研究适合本
省的林业碳汇交易制度，简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也是切实提高育林者的积
极性的重要手段。黑龙江省政府应该统筹规划，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确定本省林业碳汇经济优先发
展区域，着力开发相关项目，查漏补缺，积累经验，培育起一批熟悉黑龙江省，服务本省的林业碳汇科
技队伍，为后续发展做准备。
2、成长期
1) 市场推动主体
成长期是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的最关键时期。虽然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黑龙江省林业碳汇
市场已经培育起来。但是市场的竞争力还不够强，仍然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保驾护航。这个阶段政府
的主要职能是确保林业碳汇交易市场的健康运行，逐步提升其市场调控能力，充分运用行政和市场两只
无形的手来推动林业碳汇市场的发展。积极扶持省内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林业碳汇经济的投资和运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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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政府 + 市场的双主体模式。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进一步监督和规范市场交易主体，提升交易的质量和
信誉度，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2) 成长期各模块发展特点
这个阶段的交易平台可以扩大到全国范围。2017 年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已经建立，但考虑到林业碳汇
项目在整个碳交易市场的配额问题，短期内发展速度不会太快。黑龙江省要充分利用这一特殊时期，让
部分有实力的森林碳汇供给者有能力参与国内的碳交易。成长期的产品要逐渐丰富起来，尝试构建具有
区域特色的林业碳汇产品体系。在原有造林和森林经营碳汇产品基础上增加志愿市场产品的开发设计，
如森林碳汇期货、期权、基金、债券等产品。在融资方面本阶段应该更加注重市场的主导作用，一方面
吸引有实力的专业性碳资产开发机构，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公司化运作。另一方面鼓励银行等机构通过绿
色信贷等形式提供金融支持。
3、成熟期
1) 市场推动主体
经过成长期的发展，黑龙江省林业碳汇市场调节能力不断增强，推动力应该逐步转化为市场为主、
政府为辅的格局。这一时期，市场建设不断完善，碳汇供给者得到了相应的生态补偿，碳信用需求者完
成了减排任务，有提升了企业实力。双方主动获取碳汇信息的意识不断增强，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被打破。
供求双方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充分遵循市场规律，进行碳汇交易。进一步加速资本、劳动力等各种生
产要素向林业碳汇市场流动，创造更多的需求和供给，实现森林碳汇市场的持续发展。

Figure 4.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4.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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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熟期各模块发展特点
成熟期以黑龙江林业碳汇市场为核心逐步扩大区域交易平台，将内蒙古和吉林两省联合起来，利用
资源优势互补，强化区域林业碳汇交易实力和吸引力，逐步向区域碳交易联盟发展，在积极参与全国碳
市场交易的同时，大力拓展国际志愿市场。此阶段的碳汇产品开始向碳金融衍生品和全域化泛碳汇产品
方向发展。随着人们对林业碳汇的逐步了解，低碳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开始向个人
和公众推出碳金融理财产品。同时尝试全域化碳汇产品，如森林生态旅游碳中和产品，通过森林碳汇功
能，将游客的碳足迹中和掉，起到低碳的作用。在融资方面要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可行的金融工具，如
绿色债券、绿色指数、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投资基金和林业彩票[15]等，以满足项目不同阶段的资金
需求。同时加强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碳汇需求大国的国际合作，吸引国际碳基金和绿色非政府组织
的投资。丰富林业碳汇融资形式，为碳汇市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6. 结语
综上所述，黑龙江省具有发展林业碳汇经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而《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
发展规划(2019~2030)》的编制也表达了顶层设计的决心。本文设计了黑龙江省林业碳汇经济的“三三”
式发展路径，其中包括三大核心模块和三段式发展模式。希望此发展路径的设计可以推动创新型模式的
形成并得以推广，有效地契合相关规划和项目的发展要求，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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