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憑借强大特質 ,

印茄樹獲選此馬瞬樹
(吉隆坡23日讯）首相敦马哈迪 

1宣布印茄树（商业俗称菠萝格Pokok 
Merbau )为马来西亚的国树。

他今早在吉隆坡塔为“我们的森 

林”展主持开幕时提到，凭借印茄树 

天然的强大特质，他相信所有大马人 

卜民能以菠萝树作为国树的标志而引以 

为傲。

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希维尔 

则说，印茄树除了是国家森林的一个 

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大马经济及工商 

:业发展的重要象征。.

属多样化国家资产

他提及，由于印茄树在大马属多样 

化国家资产，具有保育与永续管理特 

质，所以印茄树臬国家森林诚信的标 

志。“部门向首相提呈了 5种树木供 

获选为国树，由于菠萝树都,能在西 

马、沙巴和砂拉越找到，符合了马哈 

迪_树的条件要求，所以获选。r
首相马哈迪在"我们的鈿林”展开 

幕仪式上致词时说，在1992年于里 

约举办的地球峰会上，'时任第四任大 

马首相的他在会上承诺，大马至少有 
50%国土是保留予森林覆盖地带，而 

大约30多年后的今天，大马可很自豪 

,的表示，至今我国没违背此承诺。

； 他声称，今日的森林覆盖地达到 

:55.3%或1828万公顷，显示大马不只 

兑现对世界所许的，承诺，同时也证明 

，政府在动、植物保育及森林永续管理 

:的强大意愿；而今日，大马森林的覆 

率远超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

和其彳大多数欧洲国家。

“ ^72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令、 

1984tf国家森林法令和1960年土地 

保护#令在法律框架上，为土地运 

用、#林管理和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 

.相关_障；而国家森林的保护不只是 

为了我们这一代，同时也是为了下一 

代。'’询及大马雨林保护的挑战时， 

首相马哈迪强调，大马一直在棕油种 

植课题上，被指责滥伐森林及遭受批 
评，可是将棕油种植与砍伐森林牵扯 

在一起_的丨|■法，是毫无根据的，也不 

合理、帝4平，此论调已对大马65万 

名小园—丨及150万名相关业棕油供 

应链的人带莱负面影向。

他说，棕油发展向来能提升国人的 

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时也协助国家实 

现永续发展目标（SDG ):而且事实 

上，大马是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发展棕 

油，确保不会破坏自然森林环境、野 

生动物栖息地^
‘‘政府制定2030年，棕油的最大收 

成面积限制在655公顷土地的目标， 

砂州政府也限制了于泥炭土地充作新 

的棕油种植地_。!此外，原产业部也铁 
定在2020年1月1日，强制落实园'主们 

申请大马永续棕油认证（MSP0 )措 

施。”

"这MSP0认证可解决全球对我 

国棕油永续发展和生产课题’的关 

注，同时也可一并应对温室排放气 

体（GHG )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 

坏、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等问题。”

(TKM )

pp]前树的英文别名为I n t s i a 
口IJpalembanica，厲丨、六屮柚木 

(Malacca teak ). 0它…般分布十东 

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也可在西马半 

岛、砂拉越和沙巴州找到。

印茄树的.规范用名为印茄（Intsia 
bijuga )，k于优质树种，树高可达 

45公尺（meter )_，直径有1.5米及 

以上，一般生长在雨林，是珍贵的热

一般坐14在丨彳:/林

带1趣木，粉木需80年才告成熟。据S 
i| 1杵匈1公顷原始森林里，只能发

此树最大特质，是材质故定和坚 

韧，花纹美观、纹理交错。其心材甚 

耐久，有红木之称，含油、抗潮抗白 

蚁性极强。有关树木属大型乔木，其 

用途…般常见用于高级家具制造如木 

门、地板等室内装饰和造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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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M森林局推限量版郵票 费。

展览的宗旨是为了展

國樹菠蘿樹每套40元
7[^务、土地和天然资 

源部、马来西亚 

森林研究院（FRIM )■ 

和马来西亚半岛森.林 

局（JPSM )联合推出 

“国树：菠萝树”纪念 

邮票。

“国树：菠萝树” 

纪念邮票'属限量版邮 

票，对限量版邮票感兴 

趣者，即起可在甲洞

的FRIM游客信息中心 

_ ( VIC()购买，每套要 

价40令吉，直到售完为 

止0

水务、土地和天然资 

源部和大马森林研究院 

发表文告提到，从本月 

24日至9月22日将举行 

相关的展览活动，并由 

水源、土地和天然资源 

‘部主办，活动入场免

现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独 

特性，及主要由大片森 

林覆盖的马来西亚美 
〇

文告声称，为激发对 

森林的保护，并提高国 

民对国家生物多样性 
保育重.要性的认识， 

水源、土地和天然资源 

部，FRIM及森林局发 

起了推介国树的想法。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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