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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和棕榈油等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在全球造成了大规模的毁林。实际上，这些大

宗商品因其生产和消费极有可能涉及毁林，国际上已被统称为毁林风险商品（forest risk

commodities）。中国是这些毁林风险商品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然而，与全球森林紧

密相关的不仅仅是中国农林供应链，更有其背后为主要粮商和农林生产巨头提供融资的

中国银行业。

近年来，全球见证陆续发布报告阐明银行业与全球森林破坏之关联。继介绍了总部

位于美国、欧盟和英国的金融机构如何为造成全球毁林的企业提供融资之后，全球见证

最新的分析将聚光灯照到了中国银行业。

从 2013 年 1 月到 2020 年 4 月，中国的银

行和投资机构向生产和交易农林大宗商品（纸

浆和纸张、橡胶、木材、棕榈油、大豆以及牛

肉）的主要企业提供超过 225 亿美元的资金。

有明显的警示迹象表明，中国的金融机构仍未

有足够的保障措施应对与毁林相关的风险。

大量资料显示，棕榈油、大豆和牛肉等大

宗商品的生产破坏了大量对气候至关重要的热

带森林，而这些森林往往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土著居民的家园。森林还

是 80%以上的陆地物种的家园，对森林的侵占

可能带来人畜共患疾病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如

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新冠肺炎。

世界各地许多企业都曾承诺，要在 2020

年底在供应链中实现零毁林。但因为很多企业

实际并没有兑现，使承诺变得毫无意义。

中国自己也做出了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的大胆承诺，并将于 2021 年主办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峰会。为此，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需要确

保中国银行业不再继续为加剧气候危机和破坏

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综合企业提供资金。

政策建议

> 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需要确保银行考虑并减

少其融资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应包括

通过法律法规，要求银行业检查其客户的环

境和社会资质，及其客户业务和供应链的环

境和社会影响和风险。监管机构还必须明确

要求银行不得为毁林活动提供资金。

> 中国银行业应承诺停止支持牵涉毁林问题的

企业，并对在毁林风险较高的行业或地区经

营的企业进行严格检查，确保它们与毁林问

题没有关联。

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不负责任的企业是毁林的驱动因素。
Lalo de Almeida/Panos/Global Witness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money-to-burn-how-iconic-banks-and-investors-fund-the-destruction-of-the-worlds-largest-rainforests/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money-to-burn-how-iconic-banks-and-investors-fund-the-destruction-of-the-worlds-largest-rainforests/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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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全球农林融资主力之一

中国金融机构为世界上生产和交易毁林高

风险商品的主要企业提供的融资总额，使中国

成为该领域的第六大融资方。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森林与金融”（Forest

and Finance）编制的公开数据。森林和金融是

由全球多家从事研究和倡导的组织发起的联

盟。其数据显示，从 2013 年 1 月到 2020 年 4

月，中国的银行和投资机构向生产和交易森林

风险商品的主要企业提供了超过 225 亿美元的

贷款和承销服务。数据还显示，总体而言，巴

西、马来西亚、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主要大宗

商品生产国的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规模最大。

然而，如果我们排除这些生产国的金融机构，

中国的金融机构则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日

本。

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角色

具体来看，因为少数几家中资银行为生产

和交易森林风险商品的主要企业提供了大量融

资，中国由此可能在有效监管其金融业在全球

毁林的足迹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

数据显示，67%的中方融资是由主要作为

商业银行运营的中国企业提供的。尽管有大量

报道称，棕榈油、大豆和牛肉等大宗商品在全

球导致了毁林和生物多样性损失，但中国银行

业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银行为参与此类商品

生产和交易的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融资。

从 2013 年开始的七年多时间里，中国最大

的五家商业银行
1
就为此提供了 102.5 亿美元的

融资，占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总额的

45%。这些银行在中国零售银行业务领域占据

主导地位，近年来已跻身于世界最大银行之

列。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是最大的融资

方。2013 年 1 月至 2020 年 4 月，这两家银行

分别为生产和交易森林风险商品的主要企业提

供了 36.6 亿美元和 29.1 亿美元的融资。

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也在“涉林 500

强”(Forest 500) 创建的排行榜中位列全球表现

最差的银行，该排行榜对森林风险商品供应链

中最具影响力的 500家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反毁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data/
https://forest500.org/rankings/financial-institutions
https://forest500.org/rankings/financial-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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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策进行评估。在 2020 年的评估中，这两

家银行都得了 0 分（满分为 100 分），这是所

有银行在四类指标评估中的最低得分。

我们着重分析了从中国银行业获得数十亿

美元资金用于生产和交易棕榈油、大豆、牛肉

的企业。我们对涉及有关企业的公开信息、报

道和研究的分析显示，有关银行几乎很少或根

本没有做任何尽职调查来确保它们的资金不会

助长损害环境和社会的行为。

我们选择重点关注棕榈油、大豆和牛肉行

业，是因为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一家监测全

球树木覆盖损失的组织）的数据，2001 年到

2015 年期间，因这三种商品的生产所替代的森

林面积最大。“森林与金融”最近的一份报告发

现，2016 年到 2020 年期间中国提供的融资

中，约有 29%流向了生产和交易这三种商品的

企业，64%流向了橡胶、纸浆和纸张的供应

链。

“从2001年到2015年，由

于棕榈油、大豆和牛肉行业而导

致的森林砍伐的面积最大。”

数据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棕榈油行业的警示信号

我们基于森林与金融数据的分析显示，从

2013 年 1 月到 2020 年 4 月，中国国有商业银

行向棕榈油行业提供了价值32 亿美元的贷款和

承销服务。棕榈油行业经过几十年的曝光和审

查，其环境和社会风险仍然很高。

例如，棕榈油还在继续引发大规模的毁林

行为，这不仅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

https://www.wri.org/insights/just-7-commodities-replaced-area-forest-twice-size-germany-between-2001-and-2015
http://forestsandfin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Chinese-banks-forest-risk-financing.pdf
https://www.wri.org/insights/just-7-commodities-replaced-area-forest-twice-size-germany-between-2001-an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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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传统生产国，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包括喀麦隆在内的西非国家等新产区。

在此期间，森林与金融的数据显示，中国

国有商业银行向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加工和贸易

企业中粮集团，全称为中国粮油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了 21亿美元用于棕榈油业务。

由于中粮自己不生产棕榈油，确保棕榈油

不涉及毁林或侵犯人权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监测

其供应商，并排除那些存在环境和社会风险的

供应商。中粮国际（COFCO International）是

该集团负责国际业务的分公司，在其供应商行

为准则中要求供应商避免毁林。然而，中粮集

团似乎并没有将这一政策付诸实践。

我们的分析显示，因不遵守采购政策而被

棕榈油巨头联合利华（Unilever）暂停的 77 家

加工厂
2
在 2019 年仍被列为中粮供应商。这是

基于联合利华（2020 年 9 月）和中粮集团

（2019 年）最新披露的信息。令人担忧的是，

中粮集团没有将早在 2010 年就开始就违反联合

利华采购政策的供应商排除在外，因此有可能

会因为监管不力而使其供应链涉及毁林。

中国银行业还为中兴通讯和天津聚龙等其

他中国企业提供融资。金融分析机构连锁反应

研究（Chain Reaction Research）今年早些时

候的报告称，这两家企业的分公司或关联企业

在印尼从事棕榈油种植。截至 2021 年 1 月，两

家公司尚未采取不毁林政策。自 2010 年以来，

天津聚龙的供应链一直与毁林、森林火灾和侵

犯社区权利有关联。由于没有按时进行报告，

该公司的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的成员资格在 2016

年被终止。

另一家由中国银行业提供融资的大企业是

全 球 最 大 的 棕 榈 油 交 易 商 丰 益 国 际

（Wilmar）。自 2007 年以来，绿色和平

（Greenpeace）发布了一系列报告，揭露了丰

益在毁林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2018 年，绿色

和平组织声称，丰益国际在承诺终结其供应链

中的毁林行为近五年后，仍然在印尼涉及毁

林。2019 年，出于对丰益国际是否诚意实行其

有关环境承诺的担忧，绿色和平停止了与该公

司就多方毁林监测平台开展的接洽。

中国银行业还为美国两大农业巨头ADM和

邦吉（Bunge）的棕榈油业务提供了 3180 万美

元的资金。2020 年，全球见证披露，ADM 和

邦吉从被指侵犯当地人民土地权利的棕榈油厂

进行了采购，这些棕榈油厂侵占当地人拥有的

土地，攻击村民，导致环境严重恶化。

“森林与金融”数据库列出了 28家从中国银

行业获得融资的棕榈油集团。绿色和平编制了

一份与 2019 年印尼森林火灾危机关系最密切的

棕榈油集团的名单，这些企业在它们自己的特

许经营区内或与其相关的特许经营区内的火灾

热点数量最多。受中资支持的这 28家棕榈油集

团中，有 9 家出现在绿色和平编制的名单中。

据报道，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火灾是为了给种植

园腾地，这在世界各地的热带森林都很常见。

大火和随之而来的雾霾对公众健康和气候造成

了深远的破坏性影响。绿色和平组织估计，

https://www.cofcointernational.com/sustainability/connecting-supply-and-demand-responsibly/palm-oil/
https://www.cofcointernational.com/media/1035/supplier_code_of_conduct_and_commodity_specific_policies.pdf
https://www.unilever.com/Images/suspended-unilever-palm-oil-suppliers-and-growers_tcm244-554815_en.pdf
https://www.cofcointernational.com/media/1648/cofco-international-2019-palm-mill-list.pdf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com/report/china-the-second-largest-palm-oil-importer-lags-in-ndpe-commitments-transparency/
https://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publication/17241/rogue-trader-indonesia-deforestation-wilmar-gama/
https://www.greenpeace.org/southeastasia/press/2973/greenpeace-halts-engagement-with-wilmar-unilever-mondelez-over-continued-failure-to-take-necessary-action-to-cut-deforestation-from-their-supply-chains/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documents/20068/GW_Trading_Risks_Indonesia_EN_download.pdf
https://www.greenpeace.org/southeastasia/press/44138/an-area-eight-times-the-size-of-bali-has-burned-in-indonesia-in-the-last-five-years-new-greenpeace-report-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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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印尼烧毁的土地面积

约为香港面积的 40倍。

中国银行业与巴西毁林问题有何关联

巴西的毁林率已飙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水

平。一位知名巴西科学家警告说，除非立即采

取行动扭转毁林现象，否则亚马逊雨林可能会

消失。造成巴西森林被毁的主要原因是大豆和

牛肉的生产。巴西珍贵的亚马逊生态系统的消

失对我们以及地球的健康既具有区域性的也具

有全球性的影响。

中国银行业有理由感到担忧。首先，毁林

对区域水循环和气候有影响。因此，巴西种植

条件的恶化都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因

为中国目前是巴西大豆和牛肉的最大消费国。

环保组织“强大地球”（Mighty Earth）发

布了一份对十大大豆贸易商和肉类加工商的追

踪报告。该组织联合其他机构使用卫星图像来

监测森林和原始植被，记录毁林和对原始植被

的改变，并将有关活动与有关企业相链接。然

后，其根据这些企业的巴西供应链中森林和植

被的改变或清除的范围、严重程度和应对措施

对企业进行了排名。根据最新监测数据，“强大

地球”发现，从中国银行业获得用于巴西大豆和

牛肉业务最多融资的五家企业3 都存在毁林和清

除原始植被的问题。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这

五家企业共计被发现与面积达 16.1018 万公顷的

森林皆伐有关。

中粮集团获得了中国银行业为巴西大豆和

牛肉业务提供的融资的绝大部分。中粮集团在

对于气候变化起关键性作用的热带雨林地区，其生物多样性往往最为丰富，同时也往往是原住民的家园。
Lalo de Almeida/Panos/Global Witnes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5513030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55130304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0/01/fifteen-years-to-save-the-amazon-rainforest-from-becoming-savannah/
https://www.mightyearth.org/soy-and-cattle-tracker/
https://www.mightyearth.org/soy-and-cattle-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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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地球”的最新分析中，在十大毁林企业中

排名第六。如前所述，中粮集团负责国际业务

的分公司（中粮国际）要求供应商避免毁林。

然而，“强大地球”最新的追踪记录称，2017 年

10 月，与中粮有关的供应商摧毁了 2.1498 万

公顷森林，“强大的地球”称其中大部分毁林行

为“可能是非法的”，因为这些可能发生在保护

区和原住民保留地。

全球最大的肉类生产商 JBS 获得了中国建

设银行提供的资金，尽管该公司的环保记录很

差，而且还有很多关于其与巴西亚马逊地区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相关的报道。全球见证最

近披露了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JBS 如何从

亚马逊地区至少 327 个发生过毁林行为的牧场

采购肉牛。其他机构也对 JBS 发出了警告。例

如，全球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HSBC）的分

析师批评了 JBS 的环保记录，提到了对其牛肉

供应链中毁林问题的担忧。挪威央行挪威银行

（Norges Bank）的投资基金和北欧最大金融

服务集团的投资机构北欧资产管理公司

（Nordea Asset Management）均已将 JBS

从其投资组合中删除，理由分别是担心 JBS 涉

及贿赂风险，以及担心 JBS牵涉毁林风险。

中国银行业应如何应对毁林风险

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提供资金时，应对在通

常会牵涉毁林问题的高风险行业经营的企业进

行更严格的检查，否则金融机构可能助长全球

森林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

那么，银行应该怎么做呢?

中国银行业应承诺停止支持牵涉毁林问题

的企业，并对在毁林风险较高的行业或地区经

营的企业进行严格检查，确保它们与毁林问题

没有关联。

银行业监管机构能发挥什么作用?

中国金融机构对森林风险商品的融资的很

大一部分，是由少数几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提

供的，由此，中国具备能高效监管有关融资的

良好条件。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需要确保银行

考虑并减少其融资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

应包括通过法律法规，要求银行业检查其客户

的环境和社会资质，及其客户业务和供应链的

环境和社会影响和风险。监管机构还必须明确

要求银行不得为毁林活动提供资金。

目前拟修订的中国商业银行法，为中国政

府在这一议程上采取行动提供了良机。全球见

证希望看到，修订后的法律明确要求银行业不

得为与毁林或其他类型的损害环境与社会的行

为有关的企业提供资金。这些要求可能会对实

现中国宏大的绿色目标产生重要的影响。这部

法律应该建立在中国政府近年来发布的几项绿

色金融政策中提出的要求之上。例如，《绿色

信贷指引（2012）》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尽职调

查，包括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尽职调查；而

2017《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企业走

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则进一步要求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面临境外风险时“加强环境

和社会风险管理”。

银行可以也应当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在

支持中国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目标所需的转型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zh-cn/press-zh-cn/major-global-banks-complicit-widespread-destruction-amazon-rainforest-linked-brazilian-beef-companies-and-international-audits-flawed-zh-cn/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zh-cn/press-zh-cn/major-global-banks-complicit-widespread-destruction-amazon-rainforest-linked-brazilian-beef-companies-and-international-audits-flawed-zh-c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0/aug/12/hsbc-sounds-alarm-over-investment-in-meat-giant-jbs-due-to-deforestation-inaction
https://www.nbim.no/en/the-fund/responsible-investment/exclusion-of-companies/
https://www.nbim.no/en/the-fund/responsible-investment/exclusion-of-compan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0/jul/28/investors-drop-brazil-meat-giant-jb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0/jul/28/investors-drop-brazil-meat-giant-jbs
https://npcobserver.com/2021/04/21/npc-standing-committee-releases-2021-legislative-plan/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documents/20056/Recommendations_on_proposed_revisions_to_Chinas_banking_laws__CN.pdf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163593.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163593.htm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5861/36645/xgzc36651/Document/1551306/1551306.htm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5861/36645/xgzc36651/Document/1551306/1551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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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实现这一点，中国需尽

快出台强制性要求，引导其银行业不再为毁林

行为提供融资。这样的行动可以为中国遏制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努力带来切实的成果，并为全

球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作出重大贡献。

企业回复

我们已给报告中提到的一些企业致函，但

没有收到回复。本文件汇编了报告中所列企业

以前所作的回应。

本报告是 2021 年 6 月发布的英文报告

《Under the spotlight: Chinese banks' risky

agribusiness portfolio》的中文翻译。若有关

信息有所出入或者不够清晰之处，敬请参阅英

文报告原文。

.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documents/20147/Under_the_Spotlight_OTC_response_June_1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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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这些是按资产计算的五家最大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建设

银行。

2 联合利华和中粮集团的政策有别，联合利华禁止一切

毁林行动，而中粮国际的政策要求避免毁林。

3 这五家企业是中粮集团、嘉吉（Cargill）、邦吉

（Bunge）、ADM和 LDC。巴西农业融资计划

（Brazil Agriculture Finance Program）被排除在外，

因为它是一项补贴多家企业的计划。请参考 “森林与金

融” 对该计划的解释：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faq/09-what-

is-the-brazil-agriculture-finance-program/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faq/09-what-is-the-brazil-agriculture-finance-program/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faq/09-what-is-the-brazil-agriculture-finance-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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