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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µg/m3 微克 / 立方米；空气污染物浓度单位

02 Adat 原住民或遵循地方惯例生活的社区

03 APP 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04 APRIL 亚太资源集团

05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06 BRI 「一带一路」倡议

07 CEPN 中国环境纸张网络

08 COD 化学需氧量

09 CSR 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经营方式和商业活动

10 EPN 环境纸张网络

11 FDI 海外直接投资

12 FPIC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13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14 GHG 温室气体

15 HCV 高保护价值

16 hectare 公顷；土地丈量单位，等于 1 万平方米

17 HSBC 汇丰银行，一家英国跨国投资银行

18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19 kWh 千瓦时；一种能量单位，等于 3600 千焦

20 PM 2.5 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小颗粒

21 RGE 新加坡金鹰集团，APRIL 的母公司

22 RSPO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

23 SFMP 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

24 SRV 可持续发展路线图

25 UNDRIP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26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7 WALHI 印尼环境论坛，印度尼西亚规模最大，运营时间最长的环保倡导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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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目的

投资方 :《纸业环境红线》

相关链接 ：高保护价值评估 https://hcvnetwork.org             森林高碳储量评估 http://highcarbonstock.org

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对制浆造纸产业的风险

防控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纸业环境红线》

（2017）中，环保纸张网络（EPN）提

出了投资者在为制浆造纸公司提供资金时

应遵循的法规、社会和环境要求。其列举

的「红线」旨在与标准的金融实践相兼容，

例如要符合赤道原则（一个用于项目融资

的风险管理框架）等。此外，这份报告还

借鉴了森林管理委员会（FSC）的认证程

序，以验证纸浆和纸张产品的来源和生产

的可持续性。最后，「红线」中所提及的

准则与中国的银行均需遵守的《绿色信贷

指引》风险管理框架并行不悖 （Haggith 

& Baffoni et al.，2017）。尽管《绿色信

贷指引》没有针对制浆造纸产业提出具体

要求，但不妨碍将其作为制定战略规划的

参考。

金融机构必须要求制浆造纸公司在砍伐树

林时遵守国际法规、公约，以及所在国家

和地方的法律，并强制公司公开披露其环

境评估报告。其中社会层面的内容包括，

制浆造纸公司必须在采取行动前取得当地

社区的同意（Haggith & Baffoni et al.，

2017）。此外，依据《世界人权宣言》，

金融机构还必须要求制浆造纸公司尊重并

维护包括原住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权

益，确保他们不会被强迫迁居；在环境层

面，要避免制浆造纸企业参与毁林、乱砍

滥伐、危害濒危及高风险物种、破坏受保

护的泥炭地的行为，并对污染和火灾负

责。有兴趣投资制浆造纸产业的金融机构

应确保只向生产、采购、销售行为没有越

过《纸业环境红线》的企业提供融资、证

券承销、资产管理或咨询服务。（Haggith 

＆ Baffoni et al.，2017）。

内容概述

对于浆纸业投资者而言，印度尼西亚的热

带雨林蕴藏着巨大利润。但同时，这些雨

林在缓解气候变化及维系群岛当地居民日

常生活等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热带雨林的经济价值知之

甚少，然而，以印尼为例，其生态系统创

造的价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

21%。因此制浆造纸行业的投资者所奉行

的不同的策略会导致天壤之别的结果：有

些人通过可持续的方式盈利，而有些人会

蒙受巨大的损失。因为在利益驱使下对印

尼热带雨林进行的开发将对自然环境造成

巨大的威胁，而这里是本土社区和原住民

赖以生存的地方，不负责任的开发势必影

响到他们的合法权益。

印尼制浆造纸产业的投资者如果在追求利

润的同时，遵循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的原

则，那么印尼民众和海外可持续纸制品的

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这对包括中国公司

在内的所有投资者都将是一个新的盈利机

会。通过利用投资力量并推动 EPN（环

境纸张网络）在《纸业环境红线》中所述

的投资策略，中国投资者可以鼓励印尼的

制浆造纸公司（即 APP 集团）履行其可

持续发展的承诺、采用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政策，或将现有社会责任政策付诸行动。

如果中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能够生产出可

持续的纸制品，那么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

者将成为他们的忠实客户。

气候变化威胁着每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而

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对于减缓全球气候

变化至关重要。尽管寻找更优化的生产方

式存在一定难度，但这是可以实现的。中

国的银行如果能够选择可持续的商业项目

进行投资，那么它们将既能在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的行动中获得先导地位，又能提高

投资的收益。本手册由美利坚大学的一组

研究生在 CEPN（中国环境纸业网络）的

指导下编写，旨在通过阐释投资印尼制浆

造纸工业在经济和环境上的优势，分析该

产业在当地的相关背景，并对相关的社会

和环境问题提出适当的建议，从而保护印

尼热带雨林和银行及其投资者的利益。

造纸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行业。技术决定

论者声称，如果它不能适应新的技术、能

源和工艺，那么随处可见的电子信息传输

技术将取代它。但新冠疫情的爆发及其产

生的社会影响已经证明，这种说法在可预

见的未来并不现实。新冠疫情给制造商们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疫情的隔离

措施既造成了消费者的经济困难，也导致

了对纸制品需求的激增，线上购物的增长

更是加剧了对纸类包装的需求（Soreson 

＆ Blocker，2021）。这就要求制浆、造

纸和包装公司在承担环境责任的同时，还

要灵活地制定业务计划：包装材料和纸箱

的用纸需求和对纸张材料的采购标准都在

同步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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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一个通用术语，指对社区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商业实

践和活动。而银行的战略 CSR 政策将使银行客户和生活在环境脆弱地区的人们同时受

益。一项针对来自于 22 个国家、162 家银行的研究通过对资产回报率、股本回报率、

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分析，发现银行的 CSR 政策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 (Wu and Shen Banking Industry, 2013)。 不仅如此，根据对印度 430 家银行的调查

发现，当 CSR 政策作为企业形象的一部分进行品牌推广时，客户的忠诚度也会得到提

升（Pratihari & Uzma, 2018）。

该数据与对消费者支出和消费的研究一致。绝大多数（89%）的中国消费者都知道包

装上的绿色标识，71% 的人表示他们在环保产品上的支出在 2017 年逐渐增长（Daxue 

Consulting, 2020）。此外，中国可持续消费研究项目显示，超过 73% 的消费者愿意为

标有环保标签的产品支付 10% 的溢价（CSCRP，2021）。据此，银行机构可以推断：

未来的大多数投资将优先考虑环境气候问题（Bank, 2020）。

21 世纪，制浆造纸行业要想达到持续盈利的目标，应当向消费者传递「该行业正在以

尊重自然环境的方式运营」的理念。EPN 在《纸业环境红线》中建议制浆造纸企业向

投资者披露其经营活动不会导致森林退化或毁坏的相关信息。因此，银行在投资政策中

给企业设定生态红线是保护自然环境免受伤害的行为。倘若卫星图片显示企业开展工作

的地区出现大面积空地，那么它的公众形象也会随之受到负面影响。现在，对「环保纸」

的需求已经从消费者环境意识较强的欧洲国家延伸到中国，投资者可以通过提高标准以

争取更多市场份额并获取利益。

银行可以做什么

自我监管和环保认证能帮助中国的银行建

立良好声誉和持续的盈利。即使印尼政府

并没有提出相关要求，中国的银行也应在

印度尼西亚的环境保护中发挥带头作用。

正如文章将要提及的一些银行案例和国际

倡议，现在全球性的趋势是通过社会筛选

来评估项目对人类的影响和为了实现可持

续发展而制定的国际准则。此外，采取社

会责任举措的一个显著的好处，是中国的

领导地位将获得全世界的认同，而银行将

规避因被迫中途改变投资组合而产生的成

本。中国的银行机构将赢得投资目的国和

投资者的热烈欢迎，跨向一个清洁、可持

续且多赢的未来。

一些中国的银行早已成为《赤道原则》

(Eps) 和《负责任银行原则》等自愿性国

际协议的签署方。《赤道原则》是一个金

融机构采用的风险管理框架，用于界定、

评估和管理项目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赤

道原则， 2020）。 EPs 大大增加了投资

项目对原住民、劳工标准的关注度，推动

建立与受影响的本地社区的协商机制（赤

道原则， 2020）。江苏银行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9 年起成为赤道原则

协会会员，另有四家银行正处于会员资格

第一年的宽限期。此外，华夏银行和中国

工商银行是《负责任银行原则》框架的创

始签署方。《负责任银行原则》是由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融资倡议制定的框架，旨在

确保银行的战略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巴黎气候协定》保持一致。中国应鼓励

其他银行跟随本国先行者的脚步，为在全

球范围内营造负责任的投资环境发挥带头

作用。

亚洲浆纸有限公司（APP）和亚太资源集

团（APRIL）存在破坏环境的行为，对其进

行投资将产生巨大的风险。时至今日，他

们还无法兑现当初对社会和环境做出的承

诺，因此在他们采取更严格的社会和环境

措施之前，不宜继续对他们的投资。当地

社区和原住民为阻止这些商业行为，举行

抗议活动以吸引媒体的关注，这对投资方

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并使消费者和股

东望而却步。在极端情况下，这些公司业务

的中断甚至会导致贷款违约和财务损失。 

积极实践的银行

中国的银行可以参考一些其他银行的成功

经验，德意志银行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德意志银行希望客户遵守国际法律和公

约，并为防止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作为「银行业环境倡议」

（BEI）的成员及《软商品契约》的签署者，

它承诺到 2020 年将帮助棕榈油行业实现

「零净砍伐」。《软商品契约》有两个重

要目标：一个是在实践层面增加对可持续

的商品生产的支持；另一个是在标准上，

提高棕榈油相关产品的企业客户与银行业

对接的门槛。

花旗银行要求其客户必须加入可持续棕榈

油圆桌会议 (RSPO) ，才有资格获得棕榈

油行业的贷款。例如，根据花旗银行的环

境与社会政策框架，该银行进行了严格的

评估，审查客户在高保护级别 (HCV) 地区

（森林、草原、流域或包括泥炭地在内的

景观生态系统）是否遵守避免森林砍伐与

森林退化的行为准则；是否依据国际广泛

认可的自由优先与知情同意原则（FPIC）

与受影响社区进行沟通；以及是否建立

了最优化的火灾预防与管理系统（Citi，

2021）。如果客户不遵守相关规定或退

出 RSPO，花旗银行将与之解除合作关

系。银行通过自我监管，使客户在商业活

动中履行环境责任，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

方式。此外，汇丰银行 (HSBC Holdings)

也是实施这些标准的 RSPO 成员之一。汇

丰控股在高风险国家从事林业、林地相关

业务的客户中，有 30% 未能严格遵守林

业政策，汇丰正在计划终止与他们的合作

（Wynn，2021）。

日本瑞穗金融集团在印尼等国的项目正在

逐渐透明化。在股东提出遵守《巴黎协定》

的要求后，他们已开始制定更透明的报告

制度。同时，瑞穗也加入新加坡的星展银

行、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的行动，不再向

煤电项目提供贷款（Kiko，2021）。尽

管煤电项目与印尼的制浆造纸产业并无直

接关联，但正如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

贝莱德公司的 CEO 所说的那样，「气候

风险就是投资风险」，这已经成为了一

种趋势。而他也是在多年对消费和投资

行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Kuykendall，2020）。

© 图片来源：RAN 

© 图片来源：RAN 



什么是带有 FSC 标签的产品？

只有使用 FSC 认证材料的产品才能带有 FSC 标签。FSC 标签共有

三类——100% 标签、回收来源标签和混合来源标签。

任何想要在其产品上添加 FSC 标签的公司都必须先获得产销监管链

认证（CoC）。该认证是对木材加工企业的各个生产和供应环节进

行鉴定，以确保最终产品源自于经过认证的经营良好的森林。但这

并不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产品都由这些材料构成。

因此，顾客需单独查看每个产品上的 FSC 标签，以确定它们是否

获得认证。——FCS，2021

认证

认证的目的是为了检验特定场景中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

认证来表达他们在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层面上做出的承诺，以此来提高消费

者对认证产品的信任和忠诚度。研究发现，在未来几十年内，消费者对认证标签

的认知水平和购买认证产品的意愿将会持续提升。消费者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他们

信赖的认证标签来识别和购买符合他们价值观、更加可持续的商品。选择被诸如

CEPN 等环保组织所认可的严格的认证体系非常重要——由独立认证机构制定，

最好是得到环境和人权组织认可的认证体系，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消费者的信任和

品牌忠诚度。CEPN 认为，在投资制浆造纸企业之前，银行应要求其纸浆和纸产

品通过 FSC 森林认证。

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是一个全球性组织，致力于通过其森林管理认证项目在内

的服务来促进森林的可持续经营（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2020）。该认证

确保了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当地人民正常生活的同时，通过对森林（包括用于制

浆造纸工业的森林）的管理来保持经济增长。FSC 在世界各地均设有办事处，包

括北京、香港和三宝垄等城市 (FSC, 2020)。 FSC 有一个 FPIC 流程：即为了更好

地保护森林，要全面考虑到当地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2020）。更严格地遵守国际法律框架、政策和认证规则（如 FPIC 和森

林经营认证），将有助于中国的银行在尊重当地传统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

持续投资于印尼浆纸产业。

尽管如此，认证究竟是否是一个衡量环保标准的成熟工具还是存在疑问。但不可

否认的是，如今认证过程受企业影响越来越大，而且「绿色标签」在市场上几近

饱和。因此，还需谨慎对待认证。它们的存在并不能完全保证对资源进行负责任

的管理，企业往往需要做得更多，比如求助第三方机构进行审验等。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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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制浆造纸产业造成的森林砍伐

有责任感的公司应证明他们的运营以及原

材料供应商不会造成森林退化和乱砍滥

伐。然而，制浆造纸产业与棕榈油产业已

经给印尼的森林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

从 1990 年到 2015 年，印尼失去了超过

16 万平方公里的林地和泥炭地，这相当

于葡萄牙和哥斯达黎加的国土面积总和，

而其森林面积也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SCMP，2019）。即使印尼政府已经叫

停森林砍伐，在过去的七年内仍有约 1.6

万平方公里的林地消失。印尼的森林砍伐

率与全球森林砍伐率居高的巴西不分上

下，这使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遭受了巨大的

损失。

EPN 建 议 金 融 机 构 禁 止 其 客 户 进 行

可 能 导 致 濒 危 物 种 栖 息 地 退 化 的 生 产

（Haggith & Baffoni et al.，2017）。世

界上一些最具生物多样性的森林正在遭受

企业的强行改造。在婆罗洲，1999 年至

2015 年期间，约有 15 万只红毛猩猩直接

因森林砍伐而死亡。而在印尼西部的苏门

答腊岛，由于热带雨林的减少，苏门答腊

虎和苏门答腊象等当地特有物种也面临灭

绝，野生苏门答腊犀牛的数量更是仅剩不

足 100 头（SMCP，2019）。

由于在森林的工业开采侵占了动物的栖息

地，人兽冲突也不断增加。 《雅加达邮

报》（2019）报道，在两个月内，南苏

门答腊岛发生了至少 6 起老虎袭击事件，

共造成 4 人死亡。环保人士认为，人类

活动已将老虎的生存空间挤压到它们原有

自然栖息地的边缘。2008 年，苏门答腊

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极

度濒危」物种，目前数量仅约 400 到 600

只。而它们也是目前巽他群岛上仅存的老

虎种群（巴厘岛虎和爪哇虎曾出现过，但

现已灭绝）。

制浆造纸行业造成的大规模森林砍伐已

给全球环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作为其

主要商品，纸和纸浆每被制成价值一美

元的商品即产生极高的排放量（Jong, H, 

2020）。雨林行动网络称，印尼已上升

为全球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仅次于美

国和中国），其中 80% 的温室气体排放

都是由森林砍伐造成的（RAN, 2020）。

2015 年，制浆造纸业引发了骇人听闻的

环境灾难：开荒导致了印尼历史上最严重

的一场火灾，造成 17.5 亿吨二氧化碳排

放到大气中。自那以后，印尼境内便开始

不断发生森林火灾（SMCP，2019）。

因为纸是可再生产品，所以人们普遍将其

误解为是可以吸收温室气体（GHG）的。

造成这种误解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因为人

们认为纸张由树木加工而成，而人类长期

以来一直在植树造林以保证纸制品的供

应，因此纸业的生产也一定是可持续的。

然而真实情况是，大部分纸张只被使用了

很短的时间，便被丢弃到无法降解的垃圾

填埋场；很多时候，它还会与其他物质混

合在一起，无法进行回收利用。企业必须

选择有利于当地和全球生态系统的方式经

营生产活动，才能使制浆造纸产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

根据欧洲环境纸张网络 2013 年的一项研

究，在当时，造纸业给气候造成的影响比

其他行业都更为显著，其产生的温室气体

占全球排放量的 7% 以上，甚至超过了航

环境风险

空业。而且长期以来，燃烧森林生物量（如

灌木）所导致的气体排放一直未被计入行

业排放数据（EPN，2021c）。现在，人

们知道这些可以作为生物燃料的生物量并

非是碳中和的，这推翻了之前的假设。该研究还表明，纸业给气候带来的危害有超过 50% 是源于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由于其低能

量密度，作为能源的木材每千瓦时释放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和天然气在产生相同能量时释放的更多。而且，大多数纸张仅经过短暂的使

用就被丢弃到了垃圾填埋场，被分解后便是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直接释放到大气中（EPN，2021c）。因此，该研究得出结论，

既然纸张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资源，那么与该行业相关的银行和企业更应该承担起应对生态系统退化的责任。

© 图片来源：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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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浆纸业的主要投资商

印尼制浆造纸产业的投资由印尼的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主导，该公司占有 68%

的市场份额。其他主要的国内企业还包括亚太资源集团（APRIL）、住友商事、针记集团、

Fajar Surya、Korindo、Pakerin、Pelita、Suparma 和 Adiprima 公 司（Fisher Itl，

2020）。这些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之和约有 20%。该行业剩余的 12% 的份额由不同的海

外公司占有。印尼浆纸业主要的境外投资来自新加坡，它是亚太资源集团（APRIL）的

持有者，并占据该行业 10% 的份额。

2015 年，APRIL 发 布 了 其「 可 持 续 森

林 经 营 守 则 2.0」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SFMP），与联合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目

标相一致（APRIL，2021）。不幸的是，

他们在运营的过程中依然屡次破坏环境，

严重影响了印尼当地的居民和原住民社

区，尤其是那些依赖森林作物生存的部落

（EPN，2019）。Jong, Nicholas 关 于

印尼森林的系列新闻《孟甲湾》报道发现，

2020 年 APRIL 已经毁坏了印尼苏门答腊

岛受保护的泥炭地。调查和卫星图像显示，

APRIL 总共清空了 675 公顷曾被烧毁的

泥炭地，这些泥炭地是政府依法计划进行

恢复的保护区（Jong, H.，2020）。然而

讽刺的是，公司的网站上还用好几个页面

来专门介绍森林保护、泥炭地保护、火灾

管理和生态恢复的相关内容。

印尼拥有一部分世界上最深且碳含量最

高的泥炭土壤。据估计，APP 和 APRIL

这些造纸公司每生产一吨纸，仅分解泥

炭地这一项，就能产生 21 吨的碳排放。

（EPN，2021d）。 而 泥 炭 地 被 破 坏 是

造成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保持原

有泥炭地的水分和恢复受损的泥炭地都

非常困难。虽然泥炭藓的多孔结构可以

很好地保持水分，但泥炭藓也不是可持

续资源，它们含有约 30% 的地球有机碳

（Jonathan, S. et al., 2016）。因此采

收泥炭藓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并给

浆纸业带来火灾隐患（Jonathan, S. et 

al.，2016）。

泥炭沼泽最终成为最令人担忧的现代环

境危害之一。根据科学研究，印尼排干

的泥炭每年每公顷会释放高达 80 吨的二

氧化碳（Haris，2016）。即使使用更保

守的 IPCC 数据，印尼浆纸业排放的温室

气体也超过了整个芬兰的排放量（EPN，

2019d）。

2015 年，持续的砍伐和泥炭地破坏导致

的森林火灾给印尼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

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9%，超过了该国

前一年在棕榈油行业的总利润。 2015 年

的火灾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超过 10

万名居民丧生（UN，n.d.）。2006 年至

2016 年期间，印尼政府投资了 36 亿美元

来保护国家的生物多样性（UNDP， n.d.）。

雅加达政府现在正在审查不合规的印尼浆

纸业，因为他们意识到当前的商业惯例会

造成经济损失。

中国 FDI 大幅减少所吸取的教训

污染、浪费和森林砍伐给投资者带来了巨

大的风险，遭到当地社区反对的项目可能

会被永久关闭。这不是骇人听闻，在全球

范围内，环保组织越来越关注中国企业

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 2020 年，为了保

护当地的大象种群，津巴布韦政府应当

地环保人士要求，关停了一家中国煤矿

公司在万基国家公园的经营活动。这家

煤矿公司被撤销经营许可后，所有其他

的矿业公司也都被取缔。在津巴布韦，

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

力；在印尼，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Matsuka，2020）。 在 加 纳， 也 有 类

似的悲剧发生：2016 年，中国的深圳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在 Ekumfi 地区

开发大型燃煤电厂。然而，在工程启动后，

Ekumfi 当地公民便请求加纳政府关闭该

项目，以免发电厂污染当地的渔业和农田

（McSweeney，2020）。于是深圳能源

集团的项目被取消，公司损失了所有的前

期投资。

中国的银行应意识到，从长远来看，并

非所有潜在合作伙伴都是可靠的。EPN

要求金融机构的客户不得介入腐败或其

他违法行为（Haggith & Baffoni et al.，

2017）。腐败的政府官员通常会忽视环

境破坏，把从开发项目中获得个人经济利

益放在首位，这很有可能会造成混乱的暴

力冲突。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河三角

洲，「尼日尔三角洲复仇者联盟」就发动

了武装叛乱，宣称要反抗未经他们同意授

予石油公司开采权（并造成污染）的腐败

政府，为此，包括中国石油公司在内的诸

多国际石油公司承担了巨大的经济风险

（Owolabi & Akwagyiram，2018）。

随 着 2015 年《 中 国 - 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协

定》的签署和印尼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BRI），中国和印尼之间的长期合作关

系得以在 21 世纪继续发展。事实证明，

在「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缺乏与当地社

区的协商对投资者来说是个问题，一些项

目也因为低效、腐败和环境风险而受到批

评。基于这些担忧，在吉尔吉斯斯坦、缅

甸和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公司都取消或

拖延了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关系（Perry，

2020）。

Fisher Itl. (2020). 印尼浆纸业市场占有份额 [ 图 ]. Fisher International.

© 图片摄影：David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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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工艺

什么是纸浆和纸？从盒子、报纸到卫生

纸， 纸 浆 无 处 不 在。 用 于 制 造 纸 浆 的

主要原材料包括硬木、软木和农业废弃

物（Ogunwusi, 2014）（Biermann, 

1993）。制浆过程通常是使用机器将原

材料研磨成纸浆，纸浆中的纤维通过化学

试剂进行分离提取，再将它们压平在一

起（Ogunwusi, A.A. and H.D. Ibrahim，

2014）。这个过程被称为硫酸盐制浆法，

虽然该方法制浆率高、产量高、品质高、

成本低，但它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和化

学污染物。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数据，

生产一吨纸需耗能 8,000-11,000 千瓦时，

相当于炼造一吨钢铁所消耗的能源。除此

之外，纸浆和纸张的生产过程每瓦时消耗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制造浆纸的工序中使用了很多包括致癌物

质在内的化学品。在这里工作的工人每天

要接触纸浆厂内的木尘、萜烯和漂白剂，

遭受着最大的健康威胁。在硫酸盐加工厂，

还会存在二氧化硫、纸灰和其它对健康有

害的添加剂（Pattiyappan，2017）。在

这些化学品中，毒性最大的是用于漂白纸

浆和脱木素的溶剂与含氯化合物。工厂为

了防止纸浆和纸制品中滋生细菌，还会再

向里面添加有毒物质用来杀菌（Yadav，

2006）。有证据表明，长期接触上述物

质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并

可能导致鼻咽癌、肺癌及肺纤维化。一项

在印度安得拉邦进行的研究分析了浆纸厂

的排水对人身健康的影响，各种污染参数

的能源比加工木材、玻璃、铁、铝和再生

钢的总和还多 (EBM, n.d.)。

替换制浆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制剂，是对现

有制浆造纸基础设施破坏性最小且最具成

本效益的减少纸浆公司碳足迹的方法。新

开发出的有机溶剂制浆法制造的纸浆质量

可以与硫酸盐制浆法相媲美，却大大减少

了排放量。两种工艺的生产效率相同，但

有机溶剂法使用了薄荷醇、乙醇和丙酮

等低沸点溶剂（Ogunwusi, A.A. and HD 

Ibrahim，2014；Ogunwusi，2014）。

然而，这个过程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它没

有解决乱砍滥伐的相关问题。棉花、竹

子、软木、稻草、甘蔗渣、芦苇、植物纤

维、花草甚至蔬菜都可以用来制造环保纸

制品（Legion Paper，2021）。在 21 世

纪初，中国和印度率先采用了非木浆工艺

（Sridach，2010）。这种方法不仅可以

给行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少的化

学药品使用，还能为当地农民提供就业

机会和收入以刺激当地经济（Doyle, C., 

& Gilbert, J. 2015）。但其缺点在于，非

木纤维的供应具有季节性，在种植上也需

要相当高的投入（Doyle, C., & Gilbert, J. 

2015）。如今在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领

域有新的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创造新的、

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为造纸设备的选材

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以适应浆纸业发生的

变化。

（如 pH 值、固体悬浮物和总固体含量）

均显示该浆纸厂的水毒性极高。从工人身

上提取的样本也证明，他们的健康状况受

到严重影响，出现包括脱发、手指甲脱落，

手上出现皮疹和搔痒等问题（Yadav, et 

al.,200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印尼的空气质

量被认为是中等不安全。最新数据显示，

该国 PM2.5 的年平均浓度为 17µg/m3，

超过了最大建议值 10µg/m3。抛开人为

因素，森林和泥炭地火灾（常见于旱季）

正在使数百万人直面空气污染的风险。其

中一个例子是 2015 年席卷苏门答腊、加

里曼丹和巴布亚的火灾。哈佛大学和哥伦

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此次火灾产生

的烟雾可能导致 10 万人过早死亡。根据

世界银行的计算，此次灾难造成的损失为

160 亿美元。恶劣的空气质量对印尼而言

是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而近年来持续的

干旱和全球变暖只会使空气污染和随之产

生的人类健康问题雪上加霜。

© 图片来源：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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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PP

APP 是世界纸业十强之一，也是亚洲最

大的浆纸生产商之一（APP，2021a）。

该企业最近也意识到，采用可持续的方

式进行纸浆和纸张的生产是一个新的商

机。根据其网站信息，APP 的生产力量

主要在印尼，在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

亚、印度和美国也设有分厂。APP 的纸

张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六大洲的 65 个国家

（APP，2021a），产品包括书写纸、覆

膜和未覆膜纸、复印纸、文具、无碳复写

纸、薄纸和包装纸等（APP，2021b）。

自 2010 年以来，迪士尼、孩之宝、卡夫、

乐高、美泰和欧迪办公等公司由于森林砍

伐、侵犯土著权利、森林火灾和腐败的问

题，已经停止或回避从 APP 及其集团采

购产品（EPN，2021b）。根据 2018 年

一个 NGO 联盟的报告，APP 经营或支持

曾砍伐森林的公司违反了他们的森林砍

伐 政 策（EPN，2021b）。Koalisi Anit 

Mafia Hutan（2018）提供的卫星图像显

示，APP 比往年砍伐了更多的森林，尤

其是在 Silva Rimba Lestari 位于东加里

曼丹的租界。

© 图片摄影：David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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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图所示 :

Silva Rimba Lestari 位于东加里曼丹租界

的森林砍伐景象：紫色表示 2001-2012

年 APP 的 毁 林 情 况， 红 色 表 示 2013-

2017 年 APP 的毁林情况，绿色表示残余

的林区。

Sources:

1. Forest cover from Indonesia'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ry land cover maps from 2000 and 2015,availble at http://webgis.menlhk.

go.id:8080/pl/pl.htm;

2.Tree cover loss from Hansen et al.2013."High-Resolution Global Maps of 21st-Century Forest Cover Change."Science 342 (15November):850-

53;with updates through 2017,available at https://earthenginepartners.appspot.com/science-2013-global-forest/download_v1.5.html.

APP（2021）声称他们将恢复 78,057 公

顷退化的泥炭地森林。《孟甲湾》对此进

行了专题系列报道，截至 2021 年 1 月初，

他们发现 APP 尚未实施自己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非政府组织联盟的分析发现，尽

管 APP 对他们的环境保护目标做出了承

诺，他们仍需为热带泥炭生态系统的破

坏、持续的社区冲突和泥炭火灾的发生

负责（Jong，H.，2021）。2019 年，由

于对极易燃的泥炭生态系统管理不善，南

苏门答腊共有 6 万公顷的泥炭地被烧毁

（Jong，2021）。

面对环境破坏的指控，APP 推出了《可

持续发展路线图》（SRV），旨在着手从 

「十大关键影响领域」进行改善（APP，

2021c）。其中包括气候变化、污染排放、

关于 APRIL

新加坡金鹰集团（RGE）与旗下控股独立

运营的几家公司共同管理 APRIL（RGE，

2021）。据 APRIL 网站（2021）称，它

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纸

浆和纸产品制造商之一。尽管 APRIL 建

立了完整的纸浆制造产业，但该公司一直

在努力调整策略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APRIL 集团的浆纸厂主要在印尼婆罗洲的

苏门答腊岛运营，生产纸巾类产品和据

称是 100% 由可再生纤维制成的特种纸

（APRIL，2020）。但事实并非如此，因

为该公司网站上的产品信息显示，APRIL

的产品包括金合欢硫酸盐漂白浆，这并不

能被称作是可再生资源。APRIL 在他们的

YouTube 栏目《发现 APRIL》上传了一

个关于他们如何制作纸浆和纸张的视频。

虽然该视频确实解释了水资源浪费的问

题，但它也揭示了 APRIL 其实并未尝试

寻找其他可持续的方法替代现有工序，比

如采用有机溶剂制浆法等更环保的化学工

艺，或使用竹子等有机替代材料。

关于「App/APRIL」违规的更多详情 

请访问 EPN 网站上 APP 和 APRIL 的违规文件 :

https://environmentalpaper.org/asia-pulp-and-paper-app/

https://environmentalpaper.org/april/

APRIL 的违规行为则更加严重。Hutan，

K. 等 人 的 分 析 报 告（2020） 显 示， 从

2013 年 到 2020 年，APRIL 的 失 察 致 使

婆罗洲岛上 7,291 公顷的天然林被破坏。

该地区有 52% 的土地是被检测为值得高

度保护的富含碳的泥炭地（Hutan, K. et 

al. 2020）。这不仅违反了 APRIL 的《SFMP 

2.0》，也违背了 RGE 集团（适用于全球

所有 RGE 集团成员和第三方供应商）的

林业、纤维、浆纸可持续发展框架（REG，

2021；Hutan，K. et al.，2020）。此外，

由于富含碳的泥炭地是受法律保护的土

地，APRIL 的行为在印尼也是违法的。同

时，它还涉嫌破坏社区花园、在深泥炭地

开挖水渠、焚烧金合欢林、在高级别泥炭

地恢复区种植金合欢、以及侵犯土著权利

等罪名（EPN，2021a）。

固体废物、重新造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人权保障、原著居民和社区赋权、雇员福利、

纤维来源和水资源管理（APP，2021c）。2021 年，APP 发布了《SRV 2030》，作为《SRV 

2020》的延续，《SRV 2030》希望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APP, 2021c）相协调。

这些目标包括改善泥炭地防火和管理系统、促进性别平等、新的反欺诈和反腐败政策，

以及减少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APP，2021c）。截至 2018 年，APP 做出的承诺包括：

加快制浆处理流程

防止天然林转做他用

使用 100% 可持续的制浆木材

使用再生纤维

保护和恢复 APP 浆材供应商所拥有的天然森林

建立保育计划

依据「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来解决与土著社区的冲突

整合农林管理系统，惠及 500 个村庄

继续改进「泥炭地最佳实践」准则

减少 18% 的碳排放、9% 的能源消耗、24% 的水资源消耗、41% 的固体废弃物

© 图片来源：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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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印尼浆纸业的直接投资（FDI）

近年来，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不断增加。在

2017 年超过日本的 FDI 后，中国现在是

仅次于新加坡的印尼第二大投资国（中国

国家统计局，2020）。且中国的 FDI 还

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增长。根据全球可持

续发展指数（2020），印尼在 180 个国

家中排名第 151 位。为了改善其可持续

发展的现状，印尼政府设定了林业领域减

排 40% 的目标（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

2020）。基于评估结果显示风险较高，

中国银行的风险敞口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增加。因此，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将

有助于中国的银行保护其在印尼的投资，

并建立长期的盈利模式。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9 年的数据，当年中国的 FDI 年流出量达到 22.2 亿美元。据《日

经亚洲》的 Koya Jibiki 称，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印尼的直接

投资（包括来自香港的资金）增长了 11%，达 84 亿美元。尽管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增

长放缓，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仍在增加（NBSC，2021）。因为中国经济在快速复苏，疫

情之后的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使中国的 FDI 继续增加，并有望继续在该地区占据重要地位。

在印尼投资时执行令人信服的 CSR 策略，将有利于金融机构的声誉，确保长期稳定的

投资回报。

中国在印尼浆纸业的融资

在印尼，中国具有环保责任感的融资行为（尤其是浆纸业）可以为国家赢得良好声誉。

环境保护也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工作之一。银行在海外的声誉有助于塑造中国在全球的

声誉，倘若中国的银行树立了绿色融资的典范，将会对生态保护、恢复及实现全球性的

环境和气候目标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将为「一带一路」的整体倡议带来光明

前景。

中国在东南亚浆纸业的投资有近 50% 来自五大银行，分别是 : 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森林与金融，

中国在印尼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浆造纸产业，其投资形式包括企业贷款、循环信贷和债

券。根据著名非政府组织「森林与金融」（2020）的数据，有 152 家中国的银行和金

融机构在东南亚进行投资，他们的总投资量如下图所示。

森林与金融 . (2020). 2013-2020 年中国的银行在东南亚的融资 [ 图 ]. 数据来源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data/

森林与金融 .(2020). 中国对东南亚浆纸业的投资 [ 图 ]. 数据来源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data/

2016 年，中国的银行在浆纸业的融资开

始下降（森林与金融，2020）。尽管具

体原因尚不明确，但很可能与「十四五」

规划相关，该规划要求制浆造纸行业的

投 资 者 在 行 为 上 承 担 更 多 社 会 责 任。

「十四五」规划的几个重要目标包括：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加强清洁生产，注

重节能减排，倡导绿色低碳消费。中国

浆纸业产值占 GDP 的 2.2%，却同时带

来了 14.4% 的废水和 33% 的化学需氧量

（COD）排放（Jin，2021）。因此，中

国的银行可以将国内采取的政策应用到印

尼，这将对印尼公众、生态系统和政府产

生积极影响。

2020）。目前这五家银行还需改进其投

资业务，以确保对浆纸业产生更为积极的

影响，为小型投资银行树立榜样。下图显

示了几家大银行与其它小型金融机构在东

南亚的融资中所占的份额。

© 图片摄影：FauzanIjaz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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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纸业的扩张与印尼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印尼政府已明确表示将降低苏门答腊目前的高森林砍伐率，而那里的一个极具破坏性的

项目一直在为 APP 和 APRIL 的浆纸厂提供原料。自 2011 年起，印尼宣布全面暂停在完好的热带森林和泥炭地的开采行为（Coca，

2018）。

在地方层面，浆纸业也非常不受印尼人民的欢迎。Adat（原住民或遵循地方惯例生活的社区）依赖森林为生，因此特别容易受到乱砍

滥伐的影响。污染严重威胁了许多 Adat 居民的健康——主要是印尼的「雾霾危机」（据报道，这造成了数千婴儿夭折）（Martin，

2019）。

印尼民间组织——WALHI 

EPN 的「 红 线」 要 求 金 融 机 构 的 客 户

尊重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定义的人权

（Haggith & Baffoni et al.，2017）。无

视 EPN「红线」的企业及其投资者「极

有可能成为民间社会组织反对的对象」

（Haggith & Baffoni et al.，2017）。投

资银行应该重视这些可能反对浆纸产业的

社会力量。在印尼，有许多社会组织倡导

环境保护以及维护受乱砍滥伐影响的社区

和土著人民的权利。这里我们将介绍印尼

最著名的民间社会组织 WALHI。

「印尼环境论坛」（WALHI）是印度尼西

印尼的政治考量

Arief Budi Kusuma 的自然守护者

亚规模最大、成立时间最长的环保倡导网

络。WALHI 由 Erna Witoelar 于 1980 年

创立，是一个由约 487 个非政府组织和

203 名个人构成的联盟。它在印尼 31 个

省中的 27 个省均设有分支机构。根据联

合国发展目标，拥有健康的自然环境也是

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WALHI 的使命，

就是通过倡导法律保护环境来保障人们享

有清洁和健康的环境权利。WALHI 所倡

导的环境议题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保

障当地社区和原住民的权利、减缓气候变

化和森林砍伐、管理灾害及保护野生动物

（WALHI，n.d.）。

© 图片摄影：David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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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尊重 2007 年《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中所界定的原住民的权利以及他

们固有的土地权，是 EPN 的 14 条「红线」要求之一。虽然 UNDRIP 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但它为世界原住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利的最低标准建立了普适性的框架（联合国，

2021）。从本质上讲，UNDRIP 禁止歧视原住民，并促进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相关的所

有事务（联合国，2021）。

Adat（原住民或遵循地方惯例生活的社区）权利和土地不安全

印尼关于 adat 权利的国家法律框架是根据历史背景制定的。莱顿大学法学教授 Cornelis van Vollenhoven 制定了 adat 法律理论，以

回应 1870 年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印尼殖民地的荷兰土地法（Bedner & Arizona，2019）。van Vollenhoven 坚信，原住民社区拥有使

用自己传统土地的权利，并反对荷兰将土地租赁给私有团体（Bedner & Arizona，2019）。印尼 1945 年宪法承认了原住民的权利——

但同时也受印尼法律约束（Undang-Undang Dasar，1948；Bedner & Arizona，2019）。这种有条件的「承认」是印尼国家层面与

地方 adat 社区之间产生内部利益冲突的源头（Bedner & Arizona，2019）。

「印尼宪法规定，一个群体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才有可能被视为 adat 社区。印尼政府

承认 1128 个民族，包括：askomunitas adat terpencil（地理上独立的习惯社区）、

masyarakat adat或masyarakat hukum adat（原住民或遵循地方惯例生活的社区）（IWGIA，

n.d.）。Askomunitas adat terpencil（自我认同的群体）均不属于受法律认可的原住

民群体，因此也无法享有 adat 公共土地权（Nnoko-Mewanu，2019）。」

印尼关于当地 Adat（原住民或遵循地方惯例生活的社区）社区权利和
自然环境的法律框架

银行海外投资的另一个重点考量是其投资项目所在国的法律框架。EPN 的「红线」要

求投资者完全遵守所有地方、国内和国际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以及与浆纸生产过程相

关的公约。印尼的比较优势在于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森林，它的森林覆盖面积

（kawasan hutan）约为 1.24 亿公顷，约占该国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Siscawati，

2021）。印尼 adat（原住民或遵循地方惯例生活的社区）的生存状况完全依赖于当地

的森林生态系统（Siscawati，2021）。投资者必须根据 EPN 的「红线」、国内法规以

及国际法律准则，在投资活动中更多地考虑印尼 adat 的社区权利和他们生活的环境（虽

然「adat」的定义更广泛，但「原住民」和「adat」在本册中可互换使用）。

世世代代，印尼一直在平衡 adat 社区的

权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见 Nnoko-

Mewanu，2019）。 随 着 经 济 发 展 和 人

口的扩张，abat 社区的生存空间被日益

压缩，而印尼的法律更偏向于支持国家

经济发展而非 adat 的共同利益（Bedner 

& Arizona，2019）。 例 如， 第 41/1999

号林业法将印尼的森林划分为私有森林 

(hutan hak) 和国有森林 (hutan negara)

（Siscawati，2021）。adat 的 习 惯 用

地 则 被 包 含 在 国 有 森 林 中 (Siscawati, 

2021)。 国 家 对 adat 的 土 地 授 予 私 人

特 许 经 营 权， 于 是 暴 力 冲 突 随 之 而 来

（Bedner & Arizona，2019）。2013 年，

印尼最高法院裁定，遵循惯例，原住民社

区原本占有的林地还是归还原住民社区

所有（宪法法院第 35/PUU-X/2012 号判

决 , 2013；Bedner & Arizona，2019；

Siscawati，2021）。然而，「成功帮助

adat 社区收回土地的法规和政策依旧很

薄 弱 」（Bedner & Arizona，2019， 第

417 页；另见 Siscawati，2021，第 5-6 页）。

贷款机构需要确定他们的每一个投资项

目的相关条款是否与国家法律或国际人

权原则（包括 adat 或原住民权利）相吻

合。印尼制定法律原本是为了保护当地

5000 万至 7000 万原住民的固有生活，

但最终他们的权利却在这些迷宫般的法律

中 丧 失（IWGA，n.d.）。 因 此， 他 们 必

须努力争取确保传统生活和赖以生存的

土地得到确权。尽管许多原住民领地已

经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但当地民间组

织报告称，几乎没有原住民社区获取到

可以证明他们合法拥有土地的法律证书

（Nnoko-Mewanu，2019）。 法 律 的 缺

失以及使用法律的能力有限，加剧了原住

民和商业种植园之间的暴力冲突（Bedner 

& Arizona，2019；ARA (Germany) et 

al.，2020；Siscawati，2021）。2015

年，APP 印 尼 子 公 司 WKS 雇 佣 的 保 安

人员在印尼苏门答腊占碑的一场土地纠

纷中杀害了农民工会的领袖 Indra Pelani

（Siscawati，2021；ARA (Germany) et 

al.，2020）。 根 据 世 界 银 行 2014 年 的

一份报告（在 Siscawati 中同样有引用，

2021），「有近 2500 万公顷的林地存在

争议」（第 5 页）。EPN 发现，APP 的「子

公司或供应商与印尼的 107 个社区存在

矛盾，涉及约 35 万公顷的争议土地」（ARA 

(Germany) et al.，2020）。

在印尼国内有关明确规范林地获取与使用

权法规尚属缺位的情况下，投资者应遵循

国际法律框架，保障受开发项目影响的原

住民和其他社区成员的权利。

© 图片摄影：毛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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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2 年的里约地球峰会，与会各国通

过谈判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UNFCCC 提出一个共同使

命：即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

个水平，以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造

成过度干扰。UNFCCC 的缔约方（包括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也通过了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生效的《巴黎协定》（UNDP 

Indonesia, n.d.）。《巴黎协定》是一项

旨在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非约束性文书，

它制定的首要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升

幅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显著低于 2° C

的水平，并向升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

1.5° C 努力（UNDP Indonesia，n.d.）。

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尼承诺到 2030 年之

前，将无条件地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9% （UNDP Indonesia, n.d.）。投资者

应采取「预防原则」，充分考虑到经济活

动对环境的潜在危害，宁可保守有余，也

不能做出伤害自然环境和原住民权益的事

情，包括减少由争夺自然资源和乱砍滥伐

引起的暴力冲突。

印尼也是《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签署

国，颁布于 1986 年 12 月 4 日的《宣言》

为原住民参与决策本国自然资源的利用提

供了一条路径。《宣言》第一条第一款便

规定「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

（UN, 1986）。尽管《联合国发展权利

宣言》并未明确列举环保措施，但第一条

第二款表明，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

权利，即对其所有自然财富和资源的完全

主导权」（UN, 2016）。

与 Adat 社区就森林相关的项目进行沟

通 时， 使 用 自 由 优 先 与 知 情 同 意 原 则

（FPIC），可以确保他们对自然资源的

拥有是不可剥夺的。EPN 的「红线」禁

止在没有使用 FPIC 原则的情况下强制当

地人民迁居。FPIC 让受影响社区能够与

公司进行谈判，以决定应如何设计和实施

开发项目。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如

环境问题），他们可以收回承诺。对项目

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综合分析的环境影响

© 图片摄影：David Gilbert

建议

1. 建议中国投资银行依照环保纸张网络制

定的《纸业环境红线》进行投资决策，并

支持该网络所倡导的全球纸业发展蓝图。

2. 建议中国的投资银行践行《赤道原则》、

《联合国全球契约》等有利于在金融实践

中提升社会责任感的国际框架和原则，为

其他金融机构发挥引领作用。

3. 建议中国的投资银行重新审视应当如

何更好地支持国际国内的发展目标。其中

包括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基于五

年计划的「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绿色

发展目标。应评估投资组合与这些目标的

一致性。

4. 建议中国的投资银行应确认其投资的

评估，能帮助受影响的社区成员在授予或

撤销开发许可时做出明智的决定。

印尼浆纸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将 FPIC 和

环境影响评估纳入开发项目来促进经济发

展；采用国际法律框架和当地法律的尽职

调查制度可以提高获取和使用林地的透明

度，并有可能避免与印尼当地和 adat 社

区发生代价高昂且致命的土地纠纷。

制浆造纸企业已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

证，并监督其在整个生产过程和供应链中

遵循 FSC 定义的最佳实践。

5. 建议目前投资于印尼浆纸业的银行应

督促这些企业改善其社会和环境绩效，如

果现存的问题在商定时间内没有得到明显

改善，应当考虑撤资。

6. 建议中国的投资银行应投资于遵守法

律、持有独立第三方森林管理认证及能够

保障当地原住民社区和居民 FPIC 的浆纸

企业。实施投资项目应在促进印尼经济发展

的同时，尊重他们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

7. 建议中国的投资银行应投资于具有环

保意识的新兴企业。银行应重视技术和能

源上的创新，鼓励浆纸公司采用替代材料

和工艺，如无氯加工回收（PCR）等。

© 图片摄影：
Mustafa Orhon @orhon_phot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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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为了印尼当地社区、外国投资者乃至整个地球的利益，印尼的热带雨林必须得到

妥善保护。印尼浆纸业具有盈利潜力，但如果投资者不坚守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

政策，那么长远看来他们将无法实现持续盈利。在《纸业环境红线》中，为了减

少投资者向危害人类和环境的浆纸企业投资，EPN 提出了 14 项指导建议。对社

会负责的投资理念将有利于实现投资者、印尼的社区和浆纸产业的三方「共赢」。

纸张生产可能会造成具有危险性的浪费。标准制浆工艺可以生产出优质纸浆，但

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和化学污染。有些化学品会对暴露其中的工人构成严

重的健康威胁，甚至增加患癌风险。除了污染构成的威胁，大量因造纸带来的森

林砍伐也使印尼原住民社区的生计来源受到威胁。

投资银行应通过自身的能力建设了解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力量可能会使对环境有

害的浆纸项目被迫停止。而国际层面和印尼国内很多的法律法规为中国投资者深

入了解当地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中国的银行可以通过加入环保相关的国

际协议或从环保组织（如森林管理委员会）获得「绿色认证」以确保获得可持续

的经济收益。严格地遵守法律框架和原则（如原住民的「自由、事先与知情同意」

原则 FPIC），尊重原住民的利益和自然环境将有利于中国和印尼维护良好的关系。

明智的投资者应当选择 CSR 绩效良好的银行进行合作，以规避环境破坏和社区

冲突带来的风险。一项涉及数百家银行的跨国研究发现，消费者更青睐 CSR 表

现良好的银行。全球的市场也更加重视高道德标准和可持续的采购标准。根据中

国可持续消费研究计划（CSCRP），超过 73% 的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高

达 10% 的溢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环保产品，给重视环保的投资者带来了

更多的早期优势。因此，对投资对象多加研究，确保它是一家环境友好的浆纸企

业非常重要。

承担起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将使投资者与印尼人民互惠互利：投资者可以赢得环

保消费市场，并确保受其管理的森林得以持续生产原材料；印尼社区和人民可以

从环境友好型产业中获得健康和经济利益；而中国则能够因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赢得良好声誉。我们希望本手册能为中国的投资银行在重新考虑其投资组合、

规划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前瞻性战略提供参考。

© 图片摄影：David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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