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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碳”目标愿景下，热带雨林具有不
可比拟的碳库优势，既要建好，也要用好。

“而用好这一碳库的前提，便是摸清
‘家底’。”陈毅青介绍，从近几年对激光雷
达、合成孔径雷达等遥感技术的应用，到
下一步“天空地”一体化碳汇监测体系的
建成和完善，多种监测手段的综合运用，
正为我省精准绘制热带森林碳储量“一张
图”、不断完善林业碳汇大数据“账本”提
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林业碳汇“账本”不仅仅是一堆数据，
它们完全可以变成摸得着的真金白银。

在贵州，农户将自家林木按树种、大小
和碳汇能力进行筛选、编号、拍照后，上传
至单株碳汇项目平台，每棵树每年可领到3
元的碳汇收益；在福建，某公司森林经营碳
汇挂网项目在股权交易中心完成交易，该
项目挂网碳减排量为18万吨，成交金额达
255万元；在陕西，政府鼓励引导能源化工
企业购买林业碳票，以抵消碳排放量……

从上述实践案例中不难发现，林业碳
汇就是一个“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可持
续”的商品，当它进入交易市场时，不仅打
通了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向经济效益转化的
通道，也推动着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
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逐步形成。

如今，一张青山变“金山”的蓝图，海
南也已绘就——

今明两年，我省将对标国际碳汇交易
条件和国家备案公布的林业碳汇项目方法
学，对全省造林地与森林经营林地进行系
统梳理，结合实际筛选合适的项目，开发建
立林业碳汇交易项目储备库；2025年前，
将选择相对集中连片的造林或抚育项目，争
取开发出全省第一批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项目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并鼓励
银行金融机构创新林业碳汇金融产品，通
过碳流转、碳收储、碳质押等方式，探索开
展林业碳汇核证减排量未来收益权质押贷
款和价格指数保险等林业碳汇金融业务。

而在区域范围碳汇交易方面，第一只
“靴子”已经落地。

“目前，我省已选择一处实施条件较
好的市县作为试点，通过将当地丰富的
森林资源开发为林业碳汇产品，会议活
动、企业和个人等排碳方则通过交易平
台自愿购买，以达到生态增绿、农户增收
的双赢局面。”陈毅青介绍，预计今年内，
该项目即可完成第一笔交易。

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次全新探索，碳汇交易仍面临重重考验。

“比如合法化权属是否清晰、定价标
准是否统一合理、交易机制是否完善等。”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丽娅坦言，要想
科学有效推进碳汇等生态产品实现“变
现”，这些问题均需重视。

王丽娅的顾虑，恰是摆在海南林业人
面前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们正着手组建海南省林业碳
汇研究中心，加强科学研究、政策研究，制
定适用于海南实际的方法学，指导开展林
业碳汇交易。”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一系列专题授课、培训与学习
交流活动也将有序开展，通过引资、引智、
引人才、引项目，为海南推进林业碳汇工
作强化要素保障。（本报海口5月6日讯）

海南热带雨林超级碳库
每公顷1年平均可吸碳1吨到2吨，净碳储量超340吨

每一片森林都是碳库，但碳库与
碳库之间也有大小之分。

“森林中的生物、枯落物和森林
土壤都可以储存碳。”陈宗铸说，相较
于其他森林类型，热带雨林中植物种
类繁多，光是乔木就能分出好几层，
碳储量密度自然也更大。

打开海南省林长制信息平台，随
意点击一处林地图斑，屏幕上便会立
即显示出该单元的碳储量。细细观
察会发现，越是生态核心区，图斑颜
色越深，碳储量也随之增加。

来自尖峰岭生态站的一项研究
结果表明，成熟的海南热带雨林可储
存净碳量每公顷达340吨以上。

但如果要问一棵树能吸收储存多
少碳，恐怕难以给出标准答案，不同的
树种，其碳汇能力不可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树木生长越迅速，森
林固碳能力就越强。”陈宗铸说，而与
温带地区的森林相比，同生长阶段的
热带雨林的树木生长速度更快，因此
也拥有更强的碳汇能力。

即便与其他热带地区的雨林相
比，海南热带雨林的碳汇能力也毫不
逊色。

以尖峰岭生态站提供的数据为例，
尖峰岭热带森林平均每公顷每年吸收
固碳可达2.38吨，远远强于夏威夷热带
森林每公顷每年0.6吨、非洲热带森林
每公顷每年0.63吨和马来半岛热带森
林每公顷每年1.24吨的碳汇能力。

但不容忽视的是，热带雨林既是
碳库，也可能随时演变为碳的释放源。

陈德祥等人在长期的野外监测
中发现，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等
干扰事件对林木造成物理损伤后，森
林的碳储量会明显下降。除了极端
天气影响，树木老化、虫害、森林火
灾、人为毁林及不合理采伐等因素同

样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将“关”在森
林中的碳重新释放到大气中。

好在，一系列应对举措已经给出
——

随着全面禁止采伐、封育等林业
措施的实施，海南森林面积从建省时
的1938万亩增长至目前的3296.44
万亩，活立木蓄积量从0.8亿立方米
增加到1.6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从
38.2%提高到62.1%，实现森林面积、
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三增长。

在陈德祥看来，海南较早实施天
然林禁伐计划，人为干扰行为减少，
正是海南热带雨林碳汇能力表现出
色的原因之一。

不久前，省林业局印发出台《海
南省推进林业碳汇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提出将在“十四五”期
间按照每年10万亩的任务目标，计划
完成50万亩造林任务，并加强森林资
源常态化监管，健全和完善森林火灾
预警与响应机制，强化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预警、检疫御灾和防灾减灾，通
过造林绿化持续增汇，同时减少天灾
人祸导致的碳排放。

除了做足增量、加强保护，提质
也是重要一环。

《方案》提出，将在“十四五”期间完
成森林抚育55万亩，建设国家储备林
80.3万亩，逐步提高林地生产力和林木
生长量，积极推广使用能持续固碳的优
良品种，形成树种搭配基本合理、结构
相对优化的森林资源储备体系。

“海南每公顷热带雨林1年平均
可吸收1吨到2吨碳，且碳汇能力逐
年增长，年均增长3%到4%。”在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璋看来，
随着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
利用，海南热带雨林还将具有较大的
碳汇增长潜力。

绘就青山变“金山”蓝图
海南启动区域范围碳汇交易试点，开发

林业碳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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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宝，
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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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
如果追问一名科学家，他可以轻易给出答案——这里是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几乎孕育出地球上超过一半的动植物物种，无数生命故事
与自然奥秘正等待着人类去探索。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热带雨林”这四个字却似乎遥不可及。
即便是在坐拥我国唯一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海南岛，当人们给这片我国分

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类型最多样的热带雨林贴上“生态绿心”
“物种基因库”等一众标签时，不少人对其所蕴藏的生态价值依旧不甚了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指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
宝，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库。”“四库”一语道出热带雨林的多元功能与多
重价值，而在“双碳”战略目标下，碳库的建设、管理与利用又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保护热带雨林与你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院长陈毅青表示，热带雨林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木材、药材等大量物质产品，也
如同大自然的“调度师”般，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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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雨林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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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二氧化碳“关”进森林
成为目前最为经济、安全、有效的固碳增汇手段之一

一棵取样树种的生物量含碳率：

以尖峰岭
生态站提供的
数据为例

▶▷尖峰岭热带森林

平均每公顷每年吸收固碳2.38 吨

▶▷夏威夷热带森林

平均每公顷每年吸收固碳0.6 吨

▶▷非洲热带森林

平均每公顷每年吸收固碳0.63 吨

▶▷马来半岛热带森林

平均每公顷每年吸收固碳1.24 吨

树干51.08% 树根50.54%
树叶50.38% 树枝49.40%

继被写入去年、今年的省政府工
作报告之后，“碳汇”一词，又出现在
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

屡次刷屏的碳汇究竟是什么？对
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先从“碳”开始。

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荒漠化
加剧、物种消失……人类进入工业文
明以来，地球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渐
趋严峻，追根溯源绕不开一个小小的

“碳”元素。而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
碳排放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正是我国于2020年9月向
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

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
变革中，“低碳”与“固碳”两条路径尤
其被寄予厚望。

“低碳主要指减少或控制碳排
放。但已排放的碳该如何处理？这
就需要我们通过各种‘容器’将它储
存、固定起来。”省林科院研究员陈宗
铸解释，碳通过固体、液体和气体等
各种形态，在大气、陆地、海洋等碳库
之间不断循环转化，“而应对气候变
化的目标就是减少碳在大气碳库中
的含量，这一过程、活动或机制便是
碳汇。”

早在2012年，省林业局总工程
师周亚东等人便提出要重视林业碳
汇。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省林科院围
绕林业碳汇开展了大量实验与研究。

“我们通过模型测算、遥感监测、通
量监测等手段，制定了海南主要树种和
森林类型的碳储量模型。”陈宗铸说，之
所以要为每一片林、每一棵树“画像”，
只因其碳汇能力不容小觑——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年全球森
林资源评估结果显示，全球森林碳储
量高达6620亿吨，约占全球植被碳

储量的77％。
这意味着，造林就是固碳，绿化

等于减排。可作为温室气体的“碳”，
究竟是如何被“关”进了森林？

秘诀，藏在一项古老的自然碳捕
获过程里：当树木开始生长的那刻
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
作用被其吸收，并在转化为固体的碳
水化合物后，储存在树干、树枝、树叶
和根部等各个角落。

将目光聚焦到一棵具体的树，会
发现碳元素的分布比例相当均匀。海
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级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尖峰岭生态
站）站长陈德祥等人曾做过一项试验，
计算出尖峰岭热带雨林取样树种各器
官的生物量含碳率——树干51.08%、
树根 50.54%、树叶 50.38%、树枝
49.40%。

可见，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
成分比例的一半。树越大，储存的碳
也越多。

但如果将每一棵树的生长过程展
开，会发现它的碳储量增幅并不均匀。

“就像年轻人生长更旺盛一样，
生长发育阶段的森林固碳能力也更
强。”陈宗铸说，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拥
有可观的碳汇“仓储”后，依旧要继续
造林绿化增汇的原因，“不仅是增量，
也为提质增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树木成熟后
固碳速度放缓，但吸碳的脚步却并未
停歇，甚至当它们被制成木产品后依
旧能较长时间储存碳。而这也让森
林相较于其他碳库而言，具备储存时
间长、年均累积速率大等明显优势，
成为目前最为经济、安全、有效的固
碳增汇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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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如何被“关”进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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