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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还应采取措施，支持发展中国家
的生产商改善其环境标准和人权实践，并
改善其居民生计。

引言
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消费和投资可能
会导致或加速一些最珍贵、最脆弱地区的
环境破坏，即便这些地方有时远在千里之
外。

有效的尽职调查符合企业自身利益，
因为环境和人权方面的考量可能带来重大
的实质性风险，包括运营障碍，以及声誉、
财务和法律风险。4 立法要求企业识别、防
范和减轻环境破坏和人权侵犯，可以帮助
它们管理这些风险，并为企业提供一个公

相对于商业利益而言，对利润的追逐
往往让环境和人权成了无关紧要的问题。
然而，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当前气候崩溃的
紧迫性，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生态系统遭到
的破坏，当地社区和原住民受到的危害，
以及我们的消费和融资行为在这场危机中
造成的后果。

平的竞争环境。
这也将有助于投资机构履行新的《欧
盟 投 资 者 披 露 法 规 》 （ EU Investor
Disclosure Regulation）规定的义务，因为他
们将需要评估所投资公司的相关环境、社
会和治理信息。要求企业开展强制性尽职
调查并披露相关信息，将有助于创建一个
协调一致的框架。

指南和自愿性方法都未能防止大规模
的环境破坏。欧盟是时候针对总部位于欧
盟、或在欧盟境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企业
建立强制性尽职调查制度了。重要的是,要
将金融和投资企业包括在内，因为它们在
促成可能会对环境和人权带来重大影响的
项目方面大权在握。1 这些企业应该通过强
制性尽职调查来识别、防范和减轻其对环
境、人权和治理带来的风险和影响。2

欧盟尽职调查法规还将通过提供一
套通用标准，让在多个成员国开展业务
的私营部门受益，并帮助欧盟履行其国
际承诺，特别是有关《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和 《 巴 黎 气 候 协 定 》
（Paris Climate Agreement）的承诺。

期待已久的关于森林砍伐问题的信息
通报为欧盟提供了一个展示全球领导力的
机会。欧盟可以针对总部设在欧盟以及在
欧盟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引入强制性
的贯穿各个行业、供应链和投资环节的尽
职调查，采取具体行动应对毁林、环境危
害和人权侵犯问题。3

本简报列出了尽职调查法规的关键组
成部分，要求企业对其投资和供应链进行
检查，以识别、防范和减轻欧盟内外的环
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及影响。
本简报借鉴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
和欧洲环保协会（ClientEarth）在多个行业
的尽职调查综合经验，旨在为决策者之间
的讨论提供信息，并鼓励对欧洲的商业行
为、进口、生产和投资进行更加严格和一
致的检查。
在这份简报中，我们主要关注与毁林
风险有关的尽职调查的具体情况，但我们
认为，应该对所有行业、供应链和投资链

巴布亚新几内亚。实地考察该国与土地掠夺、森林
及受影响社区生计的破坏相关的特殊农业和商业租
赁地。©全球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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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尽职调查，并涵盖环境、人权和治理

处在抗击气候崩溃和保护生态系统最
前线的各地本土社区正受到一些试图满足
其消费者需求的行业的越来越多的攻击。
2017 年是迄今为止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
年，201 名土地和环境保护者被杀，更多的
人由于为自己的社区、生活方式和环境发
声而受到攻击、威胁或被定罪。 12 2017 年，
商业化农业成为与土地和环境保护者的被
害联系最密切的行业。40 名维权者在抗议
棕榈油、咖啡、热带水果、甘蔗、牧牛等

风险及影响。

背景：欧盟的消费与森林破坏
在全球范围内，对气候至关重要的热
带森林的迅速破坏正接近危机点。这种破
坏是欧盟的消费和投资对环境和气候带来
影响的最明显例子之一。尽管人们普遍认
为森林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但毁林行为仍在继续。不仅我们
的全球环境受到破坏，而且毁林、森林退
化、为工业化农业而攫取林地，以及非法
采伐等也给居住在森林及周边并依靠森林

农业综合企业时被杀害。13

企业的承诺和报告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他们应该为自
己的经营、进口和投资对毁林所造成的后
果承担责任，并正在采取一些政策应对这
一问题。然而，这些政策都不是强制性的，
自由裁量权仍只在企业手里——因此，企
业的执行情况与承诺并不相符。而且，在
执行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

为生的社区人民的人权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森林的破坏是导致温室气体人为排放
的第二大来源。5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2010~2014 年的四年时间里，国际贸易导致
了 29%~39%的与毁林相关的排放。6
从全球来看，过去 18 年森林覆被面积
一直在持续减少。事实上，2018 年有 360 万
公顷原始雨林消失，相当于比利时的国土
面积。7 全球热带森林超过四分之一的面积
损失是为生产牛肉、大豆、棕榈油、木制
品等产品而永久性地改变土地用途的毁林
行为造成的，在东南亚这一比例高达 78%，
在拉丁美洲则高达 56%。8

在涉及森林风险的 500 家供应链上的主
要企业和金融机构中，没有一家有望在
2020 年前消除其供应链和投资组合中因大
宗商品的生产而导致的毁林现象。 14 然而，
近一半的企业之前已承诺在 2020 年或更早
之前实现这一目标。 15 最近，全球最大的
农产品贸易商之一嘉吉公司（Cargill）承认，
到 2020 年，农产品行业仍将无法消除供应

欧盟委员会自己的研究发现，1990 年
至 2008 年期间，各地区间交易的农作物和
牲畜产品所导致的森林砍伐中，超过三分
之一是由欧盟进口造成的。9 大量案例研究
还揭露了欧盟所消费的产品和总部设在欧
盟的金融机构的投资与环境损害和人权侵
犯之间的联系。10

链上的毁林现象。16

欧盟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行动解
决欧盟的毁林足迹问题，最近就解决毁林
问题的路线图和倡议进行了磋商。 11 随后
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报为欧盟提供了
一个展示其全球领导地位并采取具体行动
应对其毁林足迹的机会。

伐木车在马来西亚沙捞越（Sarawak）的雨林中伐
木。©全球见证

2014 年通过的《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
（EU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要求，
从 2018 年起，在欧洲经营的大型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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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企业要在其年报中披露环境、社会、
人权和反腐败等方面的信息，但未要求企
业进行尽职调查。 17 然而，即使是这一披
露要求也存在执行上的不足，最近一份报
告评估了这一披露要求的效力并在里面强
调了这一点：

欧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出台新的
法规，以制定标准推动尽职调查的一致性。
一些国家已经通过了法律，确保企业更好
地承担起责任，避免损害环境和侵犯人权，
如法国 2017 年 3 月生效的《企业警戒责任
法》和荷兰下议院 2019 年 5 月 14 日通过的
《童工尽职调查法案》（Child Labour Due
Diligence Bill）。欧盟其他国家也在考虑出
台其他法律。22

“绝大多数公司在报告中都承认环境
和社会问题对其业务的重要性。然而，
仅 50%涉及环境问题的案例和不到 40%
涉及社会和反腐败问题的案例披露了与
具体问题、目标和主要风险相关的明确
信息。大多数公司提供的一般性信息无
法让投资者和其他参与者了解公司的影
响，进而了解公司的发展、业绩和地
位。”18

要求欧盟通过建立强制性尽职调查制
度来具体解决毁林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8 年 9 月，欧洲议会呼吁建立一个新的
框架来监管欧洲涉及森林风险之商品的贸
易和消费。23 2018 年 11 月，法国鼓励开发
应对毁林问题的强有力的欧盟行动计划，
其中包括对毁林相关商品进行强制性尽职
调查的立法建议。24

尽职调查：欧盟的现状

强制性尽职调查及其相关披露的要求
是企业责任和报告领域所缺失的部分。企
业行为者有关的立法将建立一个协调一致
的框架，贯穿各行业和投资机构。

欧盟政策一再鼓励企业对整个供应链进
行尽职调查，并立法要求对多个行业进行
强制性尽职调查。 19 这是《欧盟木材法规》
（EU Timber Regulation）、《欧盟矿产法规》
（EU Minerals Regulation）以及最近通过的
《欧盟投资者披露法规》（又称《欧盟可
持续金融披露法规》，或简称《欧盟披露
法规》）的核心部分。 20 本简报中的表格
列出了每部法规的主要特点，以便对欧盟
相关法律和法国《企业警戒责任法》
（Corporate Duty of Vigilance）进行比较分
析。

潜在的法律基础
除了考虑到环境和人权的保护迫切需
要引入尽职调查的要求外，还要考虑到目
前各成员国实施的数目繁多的不同规则可
能会威胁到欧盟内部市场的运行。一些成
员国已经出台了国家规定，以确保在其整
个全球供应链上更好地保护环境和承认人
权。其他成员国也已公开承诺采取强制性
的人权尽职调查。 25 因此，对于那些在欧
盟内部市场销售商品的企业而言，欧盟可
以在统一适用条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
既可以为这些企业的经营提供便利，又将
推动保护水平的提升。

《欧盟矿产法规》和《欧盟木材法规》
可加强企业识别、防范和减轻其供应链中
人权侵犯行为的责任，是可喜的措施，但
它们仅适用于特定商品。最近达成的《欧
盟投资者披露法规》的涉及面则更广，适
用于所有投资，它将要求投资者评估所投
资公司的相关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这
表明，现在越来越多人认同，除了特定的
高风险行业，其他行业也有必要进行尽职
调查。21

《 欧 盟 运 行 条 约 》 （ Treaty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114 条
规定，当提案涉及健康、安全、环保和消
费者保护时，欧盟有权如第 114 条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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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详述的，在追求高水平保护的同时对

《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
实施指南》（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还提供了
尽职调查的实用解释，以帮助企业避免和
应对不利影响，包括与环境和人权有关的
影响。针对特定行业的尽职调查也制定了
类似的实施指南，包括针对农业供应链和

适用于其市场的商品销售规则进行统一。

26

机构投资者的指南。29
《经合组织准则》及其特定行业指南
影响了法国的法律，并被《欧盟矿产法规》
和最近引入投资者尽职调查的《欧盟投资
者披露法规》采用。 30 因此，它们也可以
成为关于企业尽职调查的新立法提案的有

原木从柬埔寨的橡胶种植园中被运走。©全球见证

欧盟的新措施应该建立在已经采用尽
职调查要求的成员国所适用的标准之上，
并超越这些标准。《欧盟运行条约》第114
条明确考虑到了既有规定的情况，以便对
之予以保留。新的欧盟法规还可以包含一
项明确的条款，赋予成员国权利，允许他

用基础。31

们采用高于欧盟标准的标准。

“‘尽职调查’一词是指在做出决定
之前，以合理的谨慎行事并对该事宜进
行调查。换而言之，尽职调查是一个持
续的主动行动并积极回应的过程，企业
通过建立体系和流程来确保他们能够识
别、管理和报告供应链中的风险。”32

定义尽职调查
由经合组织提出并被欧洲委员会采纳
的定义如下：

鉴于欧盟供应链中与非法及不可持续
产品相关的环境破坏规模，第 114 条可与第
192 条第（1）款合并。后者提及了欧盟的
目标，包括维护、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质量，
以及在国际上推动应对地区或全球环境问
题的措施，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最新的 2018 年《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
行为尽职调查实施指南》（旨在为企业落
实《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提供切实支
持）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定义，将防范和减
轻影响也纳入其中：

什么是尽职调查?
新的尽职调查要求的有效性将取决于
其设计方式。我们借鉴木业和采掘业的经
验教训，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
国企业准则》（简称《经合组织准则》），
重点介绍了有效尽职调查要求的关键要素
（并非详尽清单)。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中尽
职调查这一概念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流程，包括识别、防范和减轻不利影响，
跟踪执行情况和结果，根据自身运营、
供应链及其他商业关系就如何应对企业
的不利影响进行沟通。”33

目前的《经合组织准则》为负责任的
商业行为提供了一套全面的原则和标准。27
这是一项多边商定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准则，
几乎所有欧盟国家政府都认可该准则。 28
准则包括基于风险的尽职调查和负责任的
供应链管理的综合方法。

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不同于标准
的企业或交易尽职调查。负责任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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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与企业的运营及其供应链对人类
和地球的风险和影响有关，而不是标准的
对企业自身风险的识别。不过，通过这种
尽职调查发现的风险也可能帮助企业识别
潜在的法律、财务或声誉漏洞，这些漏洞
可能威胁到其盈利能力和商业利益。

反复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勾选选项”
的练习。
作为一种基于风险的方法，尽职调查
的范围取决于企业活动的性质、供应商的
数量、采购产品的来源及业务伙伴等。因
此，对于那些供应链不那么复杂、潜在重
大风险也较少的企业，尽职调查任务可能
不会那么繁重。

企业开展尽职调查还出于其他商业考
量，包括改善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保护
企业声誉以及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开展
尽职调查通常也可被称为建立企业的“社会
经营许可证”，即企业必须获得受其经营影
响的利益相关方的批准才具有经营的合法
性。34
例如，一个公司可能拥有将林地转为
农业用地所需的营业执照。但是，如果不
考虑生活在该地区的当地社区居民的需要
和权利，就有可能在该地区遭到排斥。这
进而可能最终影响业务，包括运营中断、
环境处罚和声誉影响等。

柬埔寨白朗（Prey Lang），为了清理土地而烧毁森
林。©全球见证

根据上述定义，进行尽职调查的企业
必须设立以下流程：（a）全面了解自身运
营及整个供应链中的风险和影响；（b）管
理这些风险和影响；（c）就这些风险和影
响进行沟通。

尽职调查流程的关键步骤
就毁林而言，在农业供应链的不同阶
段可能会出现多种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
和影响。 35 以下章节更详细地强调了尽职
调查的关键步骤以及与毁林相关的风险和
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职调查”并不是
一个固定的流程——它通常是由企业为识
别、防范和管理不利影响而进行的一系列

应将尽职调查程序纳入企业管理
体系，让环境和人权方面的考量成为商
业决策（例如选择在何处投资、从哪些
企业采购以及与哪些企业合作）的一个
组成部分。

流程。
1. 识别、评估风险及影响

因此，尽职调查具有重要的积极主动
性和前瞻性功能，可以识别环境和人权方
面潜在的风险和不利影响，以便在开展新
的商业活动之前作出避免这些风险和不利
影响的决定。尽职调查也是一个积极回应
的过程，可用于管理已经发生的影响，或
者作为对企业已经意识到的持续影响进行
纠正和救济的工具。因此，这是一个循环

识别风险和影响的主要目的是查明企
业供应链上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潜在或实
际的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或已经因企
业的运营及其业务关系而导致。如果一家
企业正在建立新的业务或与新的业务伙伴
开展合作，这一步骤包括识别参与新供应
链的行为者，如供应商和承包商，并评估
它们的政策和实践，以及它们的生产和加
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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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毁林风险而言，土地和森林权利通
常是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核心。相互
重叠交叉的权属制度、法规的复杂性以及
与自然资源相关的腐败或冲突的普遍性，
使得企业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并持有社会
经营许可变得尤为重要。

缓解和防范措施可能需要企业采取一
系列行动，如改变其采购行为以改变所购
买森林产品的类型；修改与供应商的合同；
向供应商提供支持以改变它们的行为；监
控目标是否达到，包括基于科学的减少环
境影响的目标。

未经当地民众，特别是原住民社区自
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而经营的企业，在使
用土地时有引发驱逐当地居民、土地权属
纠纷或非法森林砍伐的风险。因此，企业
应查明生产地点的位置及其使用土地和相

尽职调查制度下的缓解措施应首先寻
求改进整个供应链的做法。如果改进不能
充分降低风险，则应考虑改变采购和投资
决策。这种排序非常重要，有助于避免可
能会导致从发展中国家即刻撤资或减少贸
易的强制性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应该成为
一种工具，让这类投资和贸易以负责任的

关森林资源的合法性。
对于现有业务，尽职调查应识别和评
估持续的不利影响和危害以及潜在的风
险。尽管识别相关信息，特别是识别整
个供应链上的信息可能非常困难，但是
企业可以通过多方利益相关方倡议等方
式共享信息。 36

方式进行。
尽职调查指南建议企业采取有组织的
方式开展尽职调查。这意味着需要将计划
好的行动纳入它们正在进行的企业管理体
系和流程中，又或者是将其纳入对每个步
骤的时间和预算都作出明确安排的一系列
行动计划中。通过业务关系，这可以成为
与供应商共同采取的纠错行动计划。

任何即将出台的新的尽职调查要求都
应像《欧盟木材法规》一样包含对风险评
估的标准描述。 37 我们将在本简报后面的
章节进一步阐述风险评估标准的可能要素，
它们可能包括：对适用法规的遵守程度；
商品来源国是否普遍存在很高的森林砍伐
率或非法毁林，以及土地掠夺；供应链的
复杂性。

3. 监测和跟踪效果以检查其有效性
作为尽职调查流程的一部分，企业应
该定期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在减少危
害；如果没有，则应调整或采取其他行动。
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商业意识问题，以确保
企业及其业务伙伴在处理关键风险和影响
方面采取最有效和高效的步骤，特别是在
供应链发生变化或增加新业务时。

尽职调查还应超越毁林风险，而包括
对更广泛环境影响的风险评估，例如使用
未经欧盟授权的农药、杀虫剂和杀菌剂造
成的影响，以及对人权的影响。

4.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2. 对已识别的风险和影响采取行动——停

利益相关方参与尽职调查过程是尽职
调查的核心部分，《经合组织准则》、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ited
N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和法国《企业警戒责任法》
对此均作出了要求。 38 例如，让可能受到
企业运营影响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将有助于企业了解与项目或正在进行的活
动相关的核心问题，以便在尽职调查期间

止、防范和减轻
识别风险和不利影响的目的是让企业
做出更好的准备，通过更改项目设计和采
取必要的缓解措施来避免和减少风险和不
利影响。这可能涉及企业或其供应链合作
伙伴停止运营（例如，停止进一步的皆伐
作业），或确定避免进一步负面影响所需
的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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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些问题。缺乏协商意味着企业可能
无法理解并采取预防行动来避免不公平及
非法驱逐等土地权利纠纷问题。39

包括成立专门的环境法庭，或与劳动监察
机构共同解决工人纠纷。

未来立法的关键问题

报告和披露也是尽职调查的关键要素，
我们将在透明度和报告一节中对此进行讨

定义风险——制定明晰标准的必要性

论。

环境损害、人权侵犯和治理方面的风
险还有待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例如，企业
根据法国《企业警戒责任法》和欧盟《非
财务报告指令》提交的第一轮报告，就因
未提及环境损害和侵犯人权的重大风险而

尽职调查的其他方面
将相关政策纳入到管理体系中
如果企业向员工、业务伙伴和客户阐
明其目标，尽职调查流程将可能得以更好
地发挥作用。这就是企业对人类和地球作
出承诺（例如零毁林承诺）的重要性所在。
40
然而，这些承诺只有与有效的尽职调查
体系相结合，并纳入到企业风险、采购、
合同管理、员工绩效激励等企业管理体系
中才有意义。将尽职调查流程和程序与企
业对员工和地球的承诺结合起来，能促进
内部的一致性。这有助于确保整个企业的
运营及其与供应商的关系朝着同一个方向
发展。

受到批评。41
因此，尽职调查立法应通过一个强制
性框架来明确这些风险的概念，该框架具
有一套评估和处理风险和影响的标准，这
些标准应在与包括民间社会代表和私营部
门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协商后制定。 42 这将
确保对环境损害、人权侵犯和治理风险的
概念有清晰、一致的理解。这些标准应纳
入立法，并在授权法案和指南中作进一步
的阐述。
指南或标准应包括企业应考虑的潜在
风险清单，包括腐败、毁林、土地权属纠
纷、童工和强迫劳动以及其他严重侵犯劳
工权利和出现武装团体/冲突等风险。

对已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
尽职调查流程旨在识别和管理不利影
响。然而，不利影响仍然有可能发生，企
业可能需要采取行动来救济或处理过去造
成的损害（如重新造林或补偿受影响的社
区)。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险程度会有
所不同，因此在这方面的立法和相关指南
不宜规定得过细，且应避免确定低、中、
高风险领域。相反，应该鼓励企业在所有
业务中进行持续的风险评估，通过与利益
相关方接触及重新梳理政府、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媒体、行业和联合国发布的
报告等方法开展研究，特别关注其中商业
活动对国家/地区冲突、人权或环境的影响。

《经合组织准则》和《联合国工商业
与人权指导原则》鼓励企业建立运营层面
的申诉机制，以便在问题升级之前尽早进
行处理。我们将在本简报之后的章节中讨
论不同形式的申诉机制。
来自利益相关方的申述或担忧能让企
业知悉整个供应链的环境或人权损害风险，
可以为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企业提供早期
预警。《欧盟矿产法规》对这种机制给出
了定义。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在当地得到解
决，企业应提供或配合其他救济机制——

欧洲委员会目前正在制定的关于为可
持续增长提供资金的行动计划中提议的分
类法旨在为确定一项经济活动在环境上是
否可持续提供统一的标准。 43 有了这个标
准，完成新的尽职调查义务需要做什么以
及企业和投资者需要进行什么程度的尽职
9

调查就将有据可依。不过，其有效性还将
取决于其环境和社会标准是否站得住脚，
包括它如何提到毁林。

Peoples Convention）；2007 年《联合国土
著人民权利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等国际人权文
件以及 2012 年《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
责任治理自愿准则》（Voluntary Guidelines
on the Responsible Governance of Tenure of
Land, Fisheries and Forests）和 2011 年《联
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等非法律约
束性准则。这些文件以及企业认可的原则，
例如《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也可以作为制定标准的参考。

合法性及更多
所涉产品或服务的合法性以及对国家
法律的遵守程度是尽职调查需要考虑的关
键因素。合法性是《木材法规》、《打击
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法规》（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Regulation）、《矿
产法规》等几部欧盟法规中的一项标准。
在毁林议题上，《纽约森林宣言》
（New York Declaration on Forests）最近进
行的一项评估特别指出，热带地区的森林
砍伐活动大部分是非法的。评估还发现，
在商业化农业导致森林大量流失的地方，
违反森林法的风险很高。所有热带地区的
棕榈油、大豆和牛肉生产大国在生产这些
商品时都存在违反森林法的重大风险。 44
因此，涉及这些商品的企业必须开展严格
的尽职调查，尤其要注意其供应链中的非
法风险，这一点至关重要。

不过，应当指出，即使若干国际条约
都提到了森林，但目前还没有一项关于森
林、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具体规定或界
定可以在森林中开展的活动或设立保护措
施。
认证
目前已存在一些农产品认证计划，如
可 持 续 棕 榈 油 圆 桌 会 议 （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RSPO)和负责任大豆协
会圆桌会议（Roundtable on Responsible Soy
Association，RTRS）等。然而，这些都有其
局限性，并不能取代企业对其供应链的严
格尽职调查。 46 根据《欧盟木材法规》，
经营者在评估和降低木材被非法砍伐的风
险时可以使用认证工具，但对之的单独使
用并不能作为遵守《木材法规》的证据。47
我们认为，新的尽职调查立法应遵循类似
的做法，不能只依赖于认证或行业主导的
计划，而是要求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

对于农产品，尽职调查还必须考虑可
持续性，而不仅仅是合法性。国家法律框
架可能缺乏必要的规定来保护森林和依靠
森林谋生的民众。对森林产生影响的其他
管理部门的法律也可能与森林法相抵触，
例如，采矿活动是否可以将林地改作其他
用途这一点就造成了法律上的混乱。 45 因
此，除了国家框架内的合法性标准外，这
套标准还必须包括与人权和环境保护有关
的可持续性标准。

范围

国际标准

产品范围
制定任何有关环境损害或人权侵犯风
险的标准或指南时，都应考虑到一些关键
的国际标准、有约束力的公约和宣言。这
应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例如：
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和 1989 年《土著及
部 落 人 口 公 约 》 （ Indigenous and Tribal

一些尽职调查的责任仅适用于将某些
产品投放欧盟市场的企业。目前适用于在
欧盟市场上销售木材和木材产品的《木材
法规》和适用于 4 种金属的《矿产法规》就
是这种情况（比较分析表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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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毁林和与之相关的人权侵犯
问题，新的尽职调查立法可以把重点只放
在毁林风险更高的农产品上。然而，鉴于
在欧盟消费和购买的、可能对环境和人权
产生影响的产品种类繁多，所有总部位于
欧盟的企业，或在欧盟提供商品或服务
（包括金融活动)的企业，都应承担一般性

相匹配的尽职调查方法意味着，总部
位于欧盟、或在欧盟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企
业不需要像进口高风险产品的企业那样进
行广泛的尽职调查，因为在欧盟环境损害
和人权侵犯的风险可能有限，供应链也不
太复杂。这种与风险相匹配的方法意味着
企业不会面临不必要的额外负担。它还涉
及对风险的优先处理排序：先识别、评估、
防范和减轻最重大的环境、人权和治理风
险和影响，一旦这些风险和影响得到解决，
则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转向处理不那么重
大的影响。52

的尽职调查义务。
新的立法将适用于在欧盟生产和进口
到欧盟的产品，以确保来自所有产地的产
品都得到同样的待遇，从而避免违反世贸
组织规则的风险。 48 这种全面的作法将防
止目前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并将为所有经

此外，有必要建立一个覆盖整个供应
链的尽职调查体系——企业设立自己的体
系，同时还应要求其供应商检查和报告其
是否符合供应链尽职调查要求。这应该包
括与生产初始阶段有关的“上游”业务，以
及与将材料加工成成品有关的“下游”业务。

营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一致性。
新法规的适用范围应扩大到投资和融
资活动，因为投资和融资活动会通过其投
资或业务关系造成不利的环境和人权影响，
或助长这些影响。49

例如，根据法国《企业警戒责任法》，
开展尽职调查的企业有义务在其自身活动
中、其子公司的活动中以及与其有业务关
系的分包商或供应商的活动中进行尽职调
查，这一点至关重要。企业可以利用协作
机制来进行这样的尽职调查，积累专业知
识，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和方法，
并在整个供应链中分配责任。

透明度与报告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汉诺威（New Hanover），为了建
橡胶种植园铲平森林。©全球见证

经合组织强调了向当地和范围更广的
利益相关方及时提供准确信息的重要性。53
在企业网站上公开披露与实施尽职调查相
关的最新政策和计划，以及定期或每年报
告尽职调查的实施情况，这有助于确保问
责制的落实。它还可以让非政府组织等第
三方在供应链出现问题时测试尽职调查的
有效性。它让社区更好地认识到企业（包
括金融机构）与其所在地区活动的联系。
它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本
身就有助于提高报告和尽职调查的标准。
它还可以为投资机构提供信息，帮助它们

企业范围
设定门槛和分阶段的方法可以帮助减
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50 然而，这可能会造
成漏洞并破坏立法，因为设定的门槛可能
过高，或供应链风险较高的小公司因随意
设置的门槛而脱离管辖范围。如果立法旨
在防止环境损害和侵犯人权，它最终应该
涵盖各种规模的经营者——而这也与《联
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相符，该原
则强调所有企业都有尊重人权的责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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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开展尽职调查，并履行《欧盟投资者

处罚应适用于未能识别、防范或减轻
风险和影响，未能向受影响者提供救济以
及未能满足报告要求的情况。 56 欧盟法院
的判例法不断表明，违反欧盟法律的行为
必须受到有效、相匹配和劝阻性的惩罚。57
有效的处罚能确保立法者设定的目标得以
实现，并防止未来的损害发生。当不遵守
规定在经济上变得没有吸引力时，处罚是
具有劝阻作用的。当处罚能适当地促成实
现一部法规所设定的目标时，处罚则是相

披露法规》规定的新义务。
公开披露尽职调查情况也减少了对执
法机构的依赖，《欧盟木材法规》的经验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国家执法机构对
尽职调查的检查能力有限，企业开展尽职
调查的压力也就有限。
为了行之有效，未来的立法应该要求
所有企业开展尽职调查并报告调查结果。
报告的要求不应包括类似《非财务报告指
令》中所谓的“遵守或解释”机制，该机制
允许企业通过简单解释不报告的原因来回
避进行报告的要求。54

匹配的。58
执行部门和遵守情况的检查
根据《欧盟木材法规》和《欧盟矿产
法规》，各国政府必须指定一个主管部门
负责实施这些法规。 59 两部法规都要求国
家主管部门核实企业是否遵守了开展尽职
调查的要求。为了核查遵守情况，国家主
管部门应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企业应为
这类核查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主管部门
掌握了相关资料就可以进行检查，这些资
料可能包括或基于第三方所确认的关于企
业是否遵守法规的担忧。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新 不 列 颠 省 （ East New Britain
Province）东部波米奥（Pomio）区北油棕园边界。

从《欧盟木材法规》的实施情况可以
发现，不同国家主管部门之间的核查质量
和数量可能有很大差别。因此，为有关部
门提供额外的指导非常重要，不管是作为
该法规的一部分，或作为另外设立的指引
（以《欧盟矿产法规》为例），来详细说
明成员国主管机构进行检查时应遵循的步
骤。 60 这将有助于减少执行情况的差别，
为整个欧盟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
境。

©全球见证

立法应详细规定报告应包括的要素，
包括报告的格式和频率、相关政策、尽职
调查的实施计划、查明的风险和为减轻风
险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不发表报告要受到
的制裁。它还应记录所收到的与风险相关
的信息以及为此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报告
要素中至少应该包括子公司的名单。

执行

第三方的角色和申诉机制

处罚制度

投诉机制能突显出第三方所关注的问
题并让他们寻求救济，可在确保问责制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投诉机制也是《经合组
织指南》和《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
则》所列出的运营层面申诉机制的重要组

制裁对于确保遵守尽职调查的要求至
关重要。缺乏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是《非财
务报告指令》执行不力的因素之一，导致
许多企业仍未提交报告，或没有提供足够
详细的资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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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投诉机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这

任何新的尽职调查法规都应避免过度
依赖审计机构或行业主导的计划。在使用
审计机构或此类计划时，应设立并执行高
标准——否则可能会产生漏洞，损害法规

些形式应纳入所有新的尽职调查立法中：
早期预警机制：企业应提供一个系统，
让工人和利益相关方有机会向企业通报
整个供应链中存在的任何环境损害和人
权侵犯的风险。《矿产法规》概述了这
种机制。
经确认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往
往掌握着与企业运营/供应链相关的环
境损害或人权侵犯行为的证据，了解当
地事态发展的宝贵信息。尽管《欧盟木
材法规》附有处理经确认的问题的指南，
但并没有要求当局对经确认的问题做出
回应。新的尽职调查立法可以加强这一
点。
刑事或民事责任：指在法律被违反的情
况下获得司法公正。例如，法国法律规
定，被认为违反法律的企业可能面临民
事责任诉讼。61 在任何即将出台的法规
中，确保受害者（包括欧盟以外的受害
者）能够提起民事责任诉讼，都是至关
重要的。

的有效性。

建议
期待已久的关于毁林问题的信息通报
为欧盟提供了一个通过采取具体行动解决
森林砍伐问题展示其全球领导力的机会。
欧盟应出台新的尽职调查法规，要求总部
设在欧盟、或在欧盟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企
业开展尽职调查，以识别、防范和减轻其
对环境、人权和治理的风险和影响。这将
有助欧盟履行其国际承诺，并通过为企业
和投资者提供一致的条件来确保统一市场
的运转。借鉴其他部门尽职调查的经验，
尽职调查立法应：
以《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为基础
要求企业开展全面有效的尽职调查，包
括：
 在做出决定前对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持续、主动和积极回应的过程
 识别、评估、防范和减轻、跟踪和
报告风险的体系和流程
 应用于企业的整个供应链
包含评估和处理风险和影响的框架和标
准，包括合法性、环境损害和人权，参
照国际标准，而不是仅仅依靠认证
适用于所有总部设在欧盟或在欧盟提供
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并采用与风险相匹
配的方法，以避免对供应链风险较低的
企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通过在企业网站上定期公开报告供应链
尽职调查的政策和做法，确保标准化的
全面披露和透明度
包含有效、相匹配和劝阻性的处罚制度，
以确保法规得到遵守

审计机构、行业计划及监督机构的作用
根据欧盟《矿产法规》和《木材法
规》，行业监管机构或尽职调查计划这类
实体可以获得欧盟委员会的承认，以帮助
企业建立尽职调查体系。 62 任何新的尽职
调查法规都应强调，这些实体能否获得欧
盟委员会的承认，以及这些实体的正式职
责的确定，取决于它们是否能证明自己拥
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来承担这一职责，
并且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在《矿产法规》中，审计机构在为尽
职调查体系提供保证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然而，经合组织的一致性评估和全球见证
的声明明确指出，审计，特别是目前在矿
产行业中使用的审计形式，不足以衡量企
业的尽职调查工作。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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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一个执法部门，并提供额外的指导，
以确保整个欧盟的执法一致性
避免过分依赖审计机构和行业主导的计
划
包括为利益相关的第三方和受影响的个
人（包括欧盟以外的第三方和个人）设
立的投诉机制。

结语
气候的崩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已突
出表明，企业迫切需要了解其活动、供应
链和投资对人类和地球造成的影响。越来
越多的人们对制定有约束力的措施来解决
毁林问题感兴趣，这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
机会，通过要求企业识别和减轻环境损害
和人权侵犯的风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
的竞争环境。成员国层面的举措越来越多，
这就要求欧盟采取行动，确保标准的协调
一致，以保证统一市场的有效运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西 塞 皮 克 省 （ West Sepik
Province ） ， 土 地 所 有 者 走 过 一 堆 被 砍 伐 的 原
木。©全球见证

附录 1：欧盟和各成员国尽职调查法规的比
较
《欧盟矿产法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7 年
5 月 17 日第 2017/821 号条例（欧盟）， 为来自
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的锡、钽、钨及其矿
石和黄金的欧盟进口商规定了供应链尽职调查
义务。

为了制定有效的规则，政策制定者必
须确保从现有的尽职调查法规中吸取经验
教训。新的法规应包括全面严格的尽职调
查流程、对风险的全面理解、覆盖范围广
泛、透明度高、执行力强。只有通过有力
和有效的立法，欧盟才能确保欧盟消费的
产品不会导致气候崩溃、引发生物多样性
危机和侵犯人权。

《欧盟木材法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0 年
10 月 20 日第 995/2010 号法规（欧盟），规定将
木材及木材产品投放市场的经营者的责任。
《欧盟可持续金融披露法规》：欧洲议会和理
事会关于可持续投资和可持续性风险披露的法
规，以及修订第 2016/2341 号指令（欧盟）和
2012 年 7 月 6 日第 607/2012 号委员会执行法规
（欧盟）的提案。
《法国企业警戒责任法》：2017 年 3 月 27 日关
于母公司及其分包商的企业警戒责任的第 2017399 号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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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欧盟和各成员国尽职调查法规的比较

《欧盟矿产法规》

《欧盟木材法规》

《欧盟披露法规》

《法国企业警戒责任法》

2021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3 月 3 日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之间
的临时协议，尚未完全
通过。预计该法规将于

警戒计划必须从 2018 年
开始纳入到企业的“管理

开始施行日期

报告”中。

2021 年 1 月生效。
法律基础

第 207 条，共同商业政策

（《欧盟运行

第 192(1)条，欧盟环境政 第 114 条，内部市场的

按照法国法律制定，但与

策的目标

欧盟法律框架相一致。

运行

条约》）

尽职调查含义

供应链尽职调查是一个持
续的主动行动并积极回应
的过程，经济经营者通过
该过程监测和管理其采购
和销售，以确保它们不会
造成冲突或不利影响（参

尽职调查体系包括风险管 金融市场参与者必须以
理固有的三个要素：获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信息、评估风险和减轻已 （ 经合组织）制定的
《负责任商业行为指
查明的风险。
南》为基础制定自己的
尽职调查政策。关于该

- 建立公司管理制度
- 识别和评估供应链中不良

施。

条例如何适用于投资机
构的进一步解释，见尾
注 21。

考经合组织的定义）。

5 个关键步骤：

警戒计划将包括旨在识别
风险和防范对人权和基本
自由、健康和人身安全以
及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措

步骤应符合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制定的负责任
- 收集关于木材供应链的 商业行为和联合国支持
信息（如来源国、品种、 的《负责任投资原则》
数量等）

警戒计划的 5 个组成部

- 评估风险：评估非法性
风险（如是否遵守国家法
律，非法采伐物种的普遍

- 根据风险图，定期评估
与公司建立商业关系的子
公司、分包商和供应商的

性）

情况

- 降低风险：将风险降至
最低的措施（如实地考
察、由第三方验证的控制

- 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减

措施）。

- 建立指示风险存在的预

3 个关键步骤：

分：
- 绘制风险图，对风险进
行识别、分析和排序

影响的风险
- 设计并实施应对已查明风
险的策略
尽职调查步骤

- 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审
计
- 报告公司的供应链尽职调
查情况。

轻或防范严重损害

警机制
- 建立保证遵守措施的监
督体系。

涵盖的风险和

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
区相关的风险以及对人
权，特别是妇女权利的影

影响

响。

非法采伐木材或这些木材 可持续性风险和影响
对人权和基本自由、健康
衍生的非法木制品的风
（ 环境、社会或治理事 和人身安全以及环境的风
件或条件)，包括与
险。
险和影响。
《巴黎气候协定》控制
全球变暖的长期目标的
一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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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披露法规》

《欧盟矿产法规》

《欧盟木材法规》

直接适用于进口锡、钽、

适用于首先将木材投放欧 所有大型金融市场参与
盟市场的实体：“经营
者或财务顾问机构，即
在条例施行 18 个月后
者”。
雇员人数超过 500 名的
企业。对该法规的重新
审视将决定是否所有金
融市场参与者或金融顾
问机构都必须在该条例
施行 36 个月后进行强

钨和黄金的欧盟进口商。

适用的企业范
围

《法国企业警戒责任法》

包括直接或间接子公司在
内任何雇员人数超过
（1）五千名且在法国注
册的公司；（二）一万名
且在法国或世界其他地方
注册的公司。

制性尽职调查。

适用的产品范
围

金、锡、钨、钽等矿物和
适用于《欧盟木材条例》 关心其流程对可持续性
金属（3TGs）。对于 3TGs 附件中列出的界定清单中 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
中的每一种，该条例都覆
需要提供金融产品的可
的木材和木制品。
盖了欧盟年进口量的 95%
持续性相关信息的金融
以上。附件一中给出了该
市场参与者。
法规部分所列矿物和金属
的数量门槛值，其他的将
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前设

未指定产品范围。该法涵
盖适用企业的活动以及与
该企业有关的实体的活
动。

定。

透明度/披露

进口商应每年尽可能广泛
地公开报告其负责任采购
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政策及
做法。

没有规定经营者的报告义
务。但经营者应具有其尽
职调查体系的充分记录，
这些记录应保存五年，并

金融市场参与者应在其
网站上公布并维护关于
其尽职调查流程和措施

公布警戒计划及其实施情
况报告。

的详细信息。

可供主管部门检查。
该条例由欧盟各成员国的
“主管部门”执行。法规规
定，成员国应制定适用于

该条例由欧盟各成员国的 该条例由欧盟各成员国
“主管部门”执行。条例规 的“主管部门”执行。
定，成员国应制定处罚制

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

违反法规的规则。

度。

有两种可能的处罚：定期
支付罚款和民事责任诉

欧盟各国的处罚各不相
同，包括罚款、监禁、禁
止贸易、扣押和销毁非法
木材。

讼。

第三方可以与主管部门共 无
享可能导致主部门进行检
查的信息。

针对实际和潜在风险的早
期预警机制。

执行与处罚

第三方角色

第三方可以与主管部门共
享可能导致主管部门进行
检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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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

11

See Roadmap: Communication on stepping up EU Action
against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2018.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initiatives/ares2018-6516782_en See also, Public consultation, 2019: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 stepping up EU action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initiatives/ares2018-6516782/public-consultation_en

尾注
1

When we refer to companies in this briefing we are using the
term to also refer to financiers and investors.
2

These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risks a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ESG. 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website notes “examples of ESG factors are numerous and evershifting”, they are also linked to the unique exposure of specific
sectors or business. Analysts such as RepRisk can include
dozens of different thematic issues in their analysis. PRI lists
some examples of ESG factor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climate change - including physical risk and transition risk;
resource depletion, including water; waste and pollution;
deforestation, Social: work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slavery and
child labour; local communities, including indigenous
communities, conflict, health and safety; employee relations and
diversity, Governance: executive pay; bribery and corruption;
political lobbying and donations; board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tax strategy”. PRI, What is responsible investment?
https://www.unpri.org/pri/what-is-responsible-investmen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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