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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美国、
加拿大 4个重要林业非政府组织的概况、运作模式和管理制度, 对促进我国林业非政府组
织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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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general situat ion, operat iona lm odel and m anagem ent system o f 4 m ajor forestry nongovernm ental organ izations in Am erica and C anada are in troduced. Som e suggest io ns on th e devel
opm ent of forestry non- governm 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 in a are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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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政府组织概况

2 美国、加拿大的林业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指在一定的法律系统下, 不被

美国、加拿大经济发达, 非政府组织数量庞

视为政府部门一部分的协会、
社团、基金会、
慈善

大。例如美国森林认证主要体系之一的 可持续

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机构, 它不以营利为目

林业倡议 ( Susta in 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以及与
可持续林业倡 议 配套使用 的 最佳 森林经营

的, 既使取得利润也不可将其分配

[ 1]

, 具有非营

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合法性和公益性
等特征。
志愿性的公民协会历史上一直存在, 但今天
看到的非政府组织是在过去 200 多年间发展起
来的。非政府组织一词是在 1945年联合国宪章
第 71款中正式使用的。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

指南 ( Best M anagem ent P ractice) 就是由美国的
一些林业非政府组织和林业企业共同制定并推
动其发展壮大的。
2. 1 美国林学会
美国林学 会 ( Society of Am erican Foresters,
简称 SAF ) 成立于 1900年, 其宗旨是推进林业科

第 3种形式的社会组织, 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全球

学、
教育、
技术和实践的发展, 维护广大会员的合
法权力, 建立优秀的专业队伍, 应用专业知识、技

治理机制 中一个重 要性日益 增强 的新兴 角色。

能和理念确保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利

据 1995年联合国关于全球管理的报 告统计, 目

用, 确保现在和将来森林资源的可持续 性, 为社

前有近 2. 9万 个国际 非政府 组织, 国家级 的更

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现有会员 1. 5万人, 分别来

多, 例如美国就有约 200万个非 政府组织, 每天

自 56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学者、
政 府工作人员,
国有、
私营企业管理人员和学生。

还有数十个新的非政府组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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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主要活动是代表林业行业在国会发言,
组织学术和宣传活动, 发行专业 刊物, 负责林业

刊物, 双月刊 ), Reg io na l Journals o f App lied Forestry ( 包括 北部、南部 和西部 应用 林业 3 个期

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和鉴定并实施继续教育, 组织

刊 ) , the Roo ts of F orestry ( 电子刊物, 可在 www.

相关林业政策、
资源管理、可持续经营管理等科
学研究, 参与制定和修改 可持续林业倡议 。其

safne.t org / period ica ls/ roots. cfm 浏览 ) 。
学会年经费约 360万美元, 主要来自会费和

中林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是一项自愿的并且得

广告费, 其中会费占总收入的 40% , 会员每年交

到林业全行业认可的认证活 动。为了解决各州

纳会费 118美元, 90% 的会员能按时缴纳会费。

在登记和颁发林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方面不一
致的问题, 1994年美国林学会创立了全国性的从

2. 2 美国林业及纸业协会
美国林业及纸业协会 ( Am er ic an Forest& P a-

业人员资格认证体系。主要是评定理论知识、
专

per Association, 简称 AF& PA ) 于 1993年成立, 由

业经验、
职业活动等, 还为想获得资格认证的林
业从业人员提供继续教育的 机会。其目标是在

美国林产品协会和美国纸业协会合 并而成。其
会员超过 200多家公司, 代表的林产工业生产能

森林资源管理中贯彻 经营者参与管理 的理念,

力占美国国内制造业生产总值的 7% , 会员的林

并使经营者自觉采用 最佳经营指南 进行森林

产品产量占全美林产工业的 80% 。该协会的主

培育活动; 加强林 业的规范 化管理 并提高 诚信
度, 为致力于示范、传授知识和经验的林业工作

要功能是为成员单位提供信息和咨询, 促进成员
发挥团体优势达到互利互惠。针对一些影响林

建立适合的执行标准。同时, 林学会通过不断开

产工业的全球性问题, 协会尽可能地从 立法、全

发、
维护和促进从 业人员的 职业发 展计划 和标

球贸易、
技术、
管理等方面寻求解决途径, 维护和

准, 实现对从业人员的有效管理。毫 无疑问, 林
业资源证书是一种 市场准入 资格。取得资格

促进美国林产工业的发展。
协会的主要活动包括: 为政府部门和行业内

认证的人员可以开办林业咨询公司, 为社会提供

部以及法律工作者、媒体、
公 众等提供可靠的信

有偿服务。多年实践证明, 资格认证对提高从业
人员业务水平和增加就业机 会都是有益的。目

息来源; 获取、分析和发布准 确和有价值的统计
信息; 组织论坛, 为工业部门 和公司的全球化提

前, 在美国 60 多所林业院校中, 已有 40多所承

供信息和资源共享平台; 支持重要 的政策创新,

认并使用林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

促进产业的发展; 参与制定和修改 可持续林业

美国林学会最 高领导机 构是理事 会, 由 14
人组成, 下设基层代表学会、林业科学和技术委

倡议 。由于代表林产工业各方利益提出有效的
公共政策建议, 该协会在美国行政机构、
国会、立

员会、全国委员会、全国学生社团、各州分会、国

法机构有重要影响力。

家项目管理部等 6个部门。办公室有 5人, 负责
管理林学会的日常工作, 为会员提供服务。基层

协会成员有公司会员、协会会员、
合作会员、
设计专业会员 4种。协会采 取了一种以企业资

代表学会是基层组织部门, 他们由不同地方的基

产和收益共同为基准的收费标准, 即根据资产的

层组织构成; 各分区协会和 各分会的各州协会,

状况和产品的 销售情况 来决定 会费的 多少; 此

由常设机 构和从各 个州轮流 派来 的代表 组成。
会员根据工作所在地区自动归属本地区分会, 自

外, 企业若有特殊需要, 协会 再视具体情况单独
收取费用。

愿参加地区分会的工作。为完成一些特别的项

AF& PA 在欧洲、亚洲、美洲都设有海外代表

目或研究, 理事会还建立了工作 小组, 负责组织
和实施来自不同渠道的研究课题。每到年底, 一

处。在美国农业部对外贸易 农业服务处的支持
下, 该协会于 1998年在中国设立代表处, 致力于

个由学会成员组成的志愿者评估小组, 对学会当

推动中美林业与纸业贸易的发展, 向中国介绍丰

年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富的美国森林资源, 并向中国的建筑业和室内装

学会出版的主要刊物有 the Journal o f Forest
ry( 学术刊物, 每年 8期 ), the F orestry Source ( 报

饰业介绍美国木制品。其与 中国建设部共同合
作, 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木结构设计和施工验收规

纸, 每年 12期 ), Fo rest Science (全球发行的学术

范的修 编工 作。 2004 年 1 月, 木 结构 设计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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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正式颁布实施。其还与国家林业局合作, 共
同倡导 可持续林业发展 概念, 并在 2005年就

作者。会员有林业注册工程师和林业注册技工 2
种, 林业注册工程师约有 4 000多名, 必须先通过

绿色建筑的政策和技术与国家建设部合作。

4年大学学习, 在 ABCFP 注册的单位实习 2年并

2. 3 加拿大林学会
加拿大林学会 ( Canad ian Institute o f Fo restry,

通过 ABCFP考试才 能成为林业注册工程师; 林
业注册技工约有 1 000多人, 要通过 2年专科学

简称 CIF ) 于 1908年成立, 宗旨是促进加拿大森

习或修完规定的课程, 在经过 ABCFP 注册的单

林资源的服务功能, 保持林业在加拿大国民生产

位实习 2年并通过 ABCFP 考试才能成为林业注

的领先性, 提高林业从业人员的 素质, 培养公众
对森林和林业的兴趣。现有会员 3 000多人。其

册技工。
协会的主要活动包括: 负责林业从业人员的

会员可以是从事林业研究、行政、管理、教育、生

注册并实施继 续教育; 评议 政府的 相关林 业政

产和贸易等领域的国内外林业工作者, 也可以是
在林业院校就读的学生或对森林和林业感兴趣

策; 发行专业刊物; 规划未来林业发展方向; 制定
协会的实施细则和工作规程, 其中实施细则包括

的个人。加拿大林学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理事

如何经营森林、
理事会如何成立、如何制定细则、

会, 下设工作委员会、林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颁

如何成为该协 会的会员、会 员有何 权力和 义务

奖和基金委员会。加拿大林学会在全国设有 23
个分部。林学会办公室有执行理事长和 2名兼

等。实施细则由会员投票, 2 /3的会员同意才能
通过, 一旦通过就与法律具有等同效力。

职人员, 负责学会日常管理工作。

协会最高领导机构是理事会, 由 12人组成,

加拿大林学会的主要活动包括: 启动并实施

其中 10人是注册林业工程师, 2人是非林业工作

评奖活动, 通过颁发国家奖、理事长奖、分会年度
奖和金质奖来奖励林业从业人员、分会、团队和

者。下设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其中专业委员
会包括学术委员会、
服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技

学生在林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向所有毕业于加

术委员会、投诉委 员会、编辑委 员会、任命 委员

拿大林学会认可的大学的林业专业的本科生颁
发银质戒指; 支持和帮助政府改 进林业政策, 促

会、
标准调查委员会、
纪律委员会、
学术应用委员
会、
森林技术委员会等 13 个。办公室有 13 人,

进良好林业实践发展; 开展 会员继续教育工作;

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

出版双月刊学术刊物 林业纪事 。

该协会 90% 的经费来自会费, 10% 的经费来

加拿大林学会的 经费主要来自会费和刊物
的广告收入。学生会员的会费为每年 25 美元,

自考试的收入。会员 会费为每年 350加 元。据
介绍,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平均年工资为 3万加

一般会员为 150美元, 团体会员为 300美元。

元, 而经 ABCFP 注册的林业工作者为 6万元。

2.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职业协会
加拿大 不列 颠 哥 伦比 亚 省林 业 职 业协 会

3 我国林业非政府组织概况及问题
1917 年 我国 出现了 第 1 个 林业 非政 府组

( Association of B ritish Co lum b ia Forestry Pro fessio n, 简称 ABCFP ) 是 依据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的

织

中国林学会。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发

林业工作者法案 于 1947年创建的。协会负责
注册和管理该省林业从业人员, 经过近 60年的

展和民主、
法制的完善, 其他 一些林业非政府组
织如中国林业经济学会、中国水土保持 学会、中

发展, 已发展成加拿大最大的林业职业协会。现

国林业教育学会、
中国绿化基金会 等应运而生,

有会员 5 400多名, 其中来自政府部门、
咨询公司
和企业单位者各占 1 /3。

渗透到我国林业工作的各个领域, 并配合各级林
业主管部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林业工作者法案 规

与美国、加拿大林业非政府组织相比, 我国

定, 凡是从事林业工作的人必须事先通过该协会

的林业非政府组织显得十分不成熟, 其发展仍处

注册。注册 分 2 种情况, 一 种是根 据头衔 来注
册, 如注册为生物学家; 另一种根据所从事的林

在初级阶段, 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 1) 依附性强, 影响了非政府组织自治性的

业活动来注册, 如注册为从事森林采伐的林业工

发挥。我国的林业非政府组 织大多挂靠在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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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主管部门, 经费来源 主要依靠行政划拨,
虽然近些年, 政府裁减了林业非政府组织的部分

法, 逐步形成一种对林业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化
监督的间接管理机制, 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评估

经费, 林业非政府组织积极应对, 及时调整工作

机构, 采用定量和定性指标对林业非政府组织进

方向, 面向市场, 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仍不
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人事配置上仍

行包括绩效、
项目、
组织管理、综合能力等在内的
评估, 从而增强林业非政府组织进行自我完善的

由政府指派领导, 成为政府内部裁撤或调配人员

内在动力。

的回收站, 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在

( 3) 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美国、加拿大

机构设置和活动方式上多多少少保留了一点 官
气 , 从而影响了非政府组织自治性的发挥。

林业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十分明晰的, 它
们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 不以权力 运作为特征,

( 2) 定位不准确, 专业服务能力不足。非政

形成了一套自律性很强的运行机制。而改革开

府组织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服务, 无论是给政府
做咨询, 还是给基层会员提供帮 助, 都要提供专

放以来, 我国林业非政府组织是从政府机构中分
离出来的, 人员、
经费来自政府机构, 没有脱离与

业化服务, 但现在大多林业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主

政府部门的关系, 成为 官办 的组织。因此, 要

要活动仍停留在传统的学术和宣传活动、发行刊

按政事分开的原则, 使非政府组织在人、
财、
物方

物等方面。
( 3) 与会 员的关 系没 有理顺。作为会 员之

面完全与政府脱钩, 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按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构建以市场 性、社会

家, 有的林业非政 府组织对 会员的 情况了 解不

性、
服务性为主要特征的非政府组 织管理体制,

多、
沟通不够, 对会员缺少吸引力和凝聚力, 服务

政府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 把可以由非政府组

水平和质量有待提高。
( 4) 质量参差不齐, 鱼龙混杂。有的林业非

织承担的职能转移给非政府组织, 政府与非政府
组织力戒职能交叉, 同时也要避免政府与非政府

政府组织属于低水平重复建设, 素质差, 质量低;

组织之间出现规范真空, 导致无人管理的现象。

有的内部制度混乱。

( 4) 林业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要立足于服务会
员, 合理定位。美国林学会和加拿大林业职业协

4 启示

会运行情况良好, 在林业界拥有十分高的威望和

( 1) 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美国、加

凝聚力, 其 会员均有 良好的 就业机 会和就 业环

拿大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 在管理非政府组织
方面有健全、完善的法律、法 规和制度。我国仍

境。美加林业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各种服务, 与
广大会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使得组织的生存和

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有关非政府组

发展得以很好地延续下去。因此中国非政府组

织的法律、
法规和章程不健全。从目前有关社团
的法律来看, 多侧重于行政机关如何对非政府组

织要强化自身的建设, 立足于服务会员, 寻找服
务空间, 提高 服务水 平。对 从业人 员要加 强培

织进行监管规制, 而对其独立地位和合法权益的

训, 不断更新业务知识, 提高业务能力, 加强职业

保障缺乏相应的规范。因此, 必须建立和健全这

道德教育, 建立内部的激励、
竞争和约束机制, 实

方面的法律制度。
( 2) 引入评估和诚信制度。美国、加拿大林

行人才的合理流动, 以提高组织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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