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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世界各地雨林的破坏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并让保
护和依赖雨林的社区付出了毁灭性代价。金融机构对
农业综合企业的支持为这种破坏提供了资金，并从中
获利。

> .. 全球见证（Global.Witness）的一项调查发现，自《巴黎
气候协定》（Paris.Climate.Agreement）签订以来，欧
盟、英国、美国、中国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已向被控
破坏巴西、东南亚、非洲热带森林的企业投入了1570
亿美元。

.
> .. 据全球见证估计，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向毁林风险最高

的农业综合集团（主要是大豆、牛肉、棕榈油和浆纸行
业的）提供融资，净赚了17.4亿美元的利息、股息和费
用。

> .. 随着政府、股东和公众开始认识到，通过破坏环境和
危害社会赚取的利润是非法的，这些巨额资金可能会

导语
成为银行的负债。已知的首例银行返还从问题交易中
获取的利润的案例已经发生。

> .. 汇丰银行（HSBC）、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摩
根大通（JPMorgan）、法国巴黎银行（BNP.Paribas）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和中国银行（Bank.of.
China）等金融巨头多次从这些交易中获利。

> .. 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已向被控毁林的
企业投资了约93.8亿美元，成为包括美国、欧盟、英国、
中国在内区域的最大毁林贷款机构。

> .. 问题的核心是自愿承诺的失败和问责制的缺失，这意
味着银行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有问题的交易。社区
和非政府组织正在试验建立新的法律边界，试图让金
融机构承担起责任。然而，这需要包括欧盟、英国、美
国和中国在内的主要金融中心的政府有效地监管金
融机构和企业，以终结他们在毁林方面的共谋行为，
以及从中谋利的能力。

.
像亚马逊这样的热带雨林在调节世界气候和储存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像巴西阿克里州（.Acre）这样完好无损的热带雨林正
在迅速减少。©拉洛·德·阿尔梅达(Lalo de Almeida)/帕诺斯(Panos)/全球见证， 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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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金融业的问责制已经到了紧要关头。2020
年，欧洲议会呼吁出台一项适用于金融机构和农业综合
企业供应链的反毁林尽职调查新法规。英国不同政治派
系的议员都支持对供应链进行类似监管的呼声，以将金
融机构纳入监管，这也与英国政府任命的全球资源倡
议（Global. Resource. Initiative）特别工作组提出的建
议相一致。中国正在修订的商业银行监管法律被视为加
强森林保护的一个契机。美国拟出台《危害环境与气候
行为专项管理法案》（Targeting.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Recklessness. Act，简称TECRA），这是一项
会引发论战的标志性法案，就像目前适用于被控网络犯
罪、危害社会、腐败和贩运野生动物的企业的法规一
样，它将限制破坏环境的违法者接触美国金融系统。

高风险行业
“森林趋势”（Forest. Trends）2021年5月的一项

研究显示，在被夷平为牧场或耕地的热带森林中，有三
分之二以上是因腐败或地方法律执行不力而被非法转变
用途的。农业综合行业也是杀害土地和环境维权人士以
及严重侵犯原住民权利的高风险行业。而且，生物多样
性和病毒性疾病专家也指出，森林破坏是未来引发疫情
的一大风险因素。尽管如此，与涉及毁林问题的农业综
合企业之间的交易仍在快速发展。这些明显失败的尽职
调查表明，银行要么没有进行适当的检查，要么在知情
的情况下向毁林企业提供资金。

越来越大的责任
随着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通过破坏环境和危害社

会赚取的利润是非法的，这些巨额资金可能会成为银行
的负债。已知的首例银行同意返还从问题交易中获取的
利润的案例发生在2020年。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九年前曾向一家糖业公司提供了约4000万美元贷款，该
行表示，将把从这笔贷款中获得的利润发放给土地遭到
掠夺的受害者。数百个柬埔寨农民家庭认为，正是这笔
贷款助长了该糖业公司实施强行驱逐、借助军方力量强
征土地、破坏财产和雇佣童工的行为。我们可能即将迎
来金融问责制的转折点。

本报告首次给出了英国、欧盟、美国、中国的银行
和资产管理公司在与全球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毁林农业综
合企业进行交易时可能赚取的收益数额。

雨林的消失对气候、森林居民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了
毁灭性的后果。据估计，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为生产
棕榈油、大豆、橡胶、牛肉和皮革而产生的土地需求，
导致了亚马逊、东南亚、非洲中部约2300万公顷热带森
林消失——这一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英国的国土面积。

谁在从破坏这些对气候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中获
利？从中又获利了多少？全球见证2019年的一份报告发
现，超过300家银行和投资机构在六年时间里为世界上毁
林最严重的6家企业提供了440亿美元的支持。我们最新
的调查揭露了汇丰、法国巴黎和摩根大通等银行从涉及
毁林的交易中捞到了多少钱。.

成片的土地
金融是农业综合企业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大对森林的

破坏所倚仗的关键因素。没有这种支持，他们就无法购
买大片土地和机器来养牛或种植作物。贸易商也无法买
卖这些产品或将它们运往海外。尽管许多银行都在努力
提升自己的绿色资质，但他们的承诺只能通过看他们选
择把钱放在哪里来进行真正的评判。目前，银行向被控
毁林的企业放贷和投资几乎不会面临任何后果。

.
巴西亚马逊流域帕拉州（Pará）南部，一位女孩手拿巴西坚果走过一
棵被烧倒的树，这里的养牛业导致毁林率在飙升.©达多·戈尔迪里
(Dado Galdieri)/彭博社(Bloomberg), 来自盖蒂图像(Getty Images)

https://www.sei.org/publications/gri-final-recs/
https://www.sei.org/publications/gri-final-recs/
https://www.forest-trends.org/publications/illicit-harvest-complicit-goods/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money-to-burn-how-iconic-banks-and-investors-fund-the-destruction-of-the-worlds-largest-rain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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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均来自公司报告和金融数据库。基于可获得的最佳
数据，我们开发了一种估算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从
这些交易中获得多少收益的方法（详见“附录一——研究
方法”部分）。

我们的估算表明，2016年至2020年，每家农业综合
企业为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带来了100万至3.18亿美元的
利息、费用和股息（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的数据）。
香港大宗商品交易商来宝集团（Noble. Group）和大豆
巨头SLC. Agricola就位列这20家公司当中。前者在2019
年前一直持有有争议的棕榈油投资，后者则被指控2011
年至2017年在巴西塞拉多（Cerrado）地区清除了3万公
顷森林和原生植被。每一笔与每一家农业综合企业的融
资交易都本该给研究毁林与相关的危害社会问题的银行
合规团队敲响警钟。

我们的分析始于一份公开名单，名单上有300多家
牛肉、大豆、棕榈油、浆纸、橡胶以及木材供应链上的
公司。根据一个由多家组织联盟运营的数据库“森林与
金融”（Forests. and. Finance）的数据，名单上的每
家公司都活跃在棕榈油等不同的大宗商品领域，给东南
亚、中西非和南美部分地区的天然热带林以及依靠森林
为生的社区造成了影响.

全球见证从这份长长的名单中仅挑选了20家危害最
大、发展最成熟的公司进行分析，挑选依据为：是否能
获得之前针对他们毁林指控的证据、证据质量如何，以
及他们在过去五年里获得的融资规模。1.我们委托荷兰非
营利金融分析机构Profundo提供了2016年至2020年期
间，这20家农业综合企业与总部位于欧盟、英国、美国
和中国的所有金融机构达成的7万多笔交易的数据。有关
公司贷款、信贷、承销服务以及股票和债券投资详情的

我们做了什么

森林的位置是大概定位.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razing-stakes/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Forests-Finance-financial-research-methodology-01Sep2020.pdf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Forests-Finance-financial-research-methodology-01Sep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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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承诺
虽然本报告给出了公共金融数据库中出现的总投资

数字，但我们下调了这些交易的收益，以反映每个农业
综合集团侧重于牛肉、棕榈油、纸浆、大豆、橡胶交易
或生产的比例。相关比例取自“森林与金融”提供的估
算值（称为“分业调整系数”）。这些比例意味着，对
于一笔特定的投资，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中有多少用于为
森林风险商品的生产或交易提供资金。同样，这些分业
调整系数让我们能够估算多大比例的股息、利息和费用
是以森林和森林社区为代价赚取的。

尽管毁林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其带来的收入，但这
一数字是了解金融业对世界各地的森林社区所欠债务规
模的关键。银行是否实现其气候承诺必须结合那些本不
应该达成的交易所产生的收益来衡量。只要银行还在积
累和持有这些非法收益，他们就会因助长森林破坏行为
而面临强烈反对。

名义投资：谁从中获利？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自持外，银行和资产管理
公司也经常代表第三方投资者持有债券和股票。按
常规，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会从所发生的交易中赚
取收益，根据投资额提成或收费。但并非所有收益
都将由银行留存——与此类交易相关的一些收益
将归于债券和股票的最终所有者，而非银行。但是，
代表第三方持有一家有争议公司的股份，并不能完
全免除银行的道德风险责任。2021年8月，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Office.for.the.High.
Commissioner.on.Human.Rights，简称OHCHR）
发布了法律建议，称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UN.Guiding.Principles.on.Business.
and.Human.Rights）金融机构对其作为名义股东
的公司实施的任何侵权行为仍负有责任。

.
德意志银行员工在德国一项志愿植树活动中拿着铁锹摆拍。而与此同时，该行在过去五年中向世界上一些毁林最严重的企业投入了45
亿美元。©德意志银行，2020年4月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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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约
166亿美元，从涉及毁林的融资中赚取了约1.92亿美元
（1.47亿英镑）。这让英国成为投资于我们所分析的20
家毁林企业的世界第三大投资国，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总部位于欧洲地区（包括欧盟国家和英国）的金融
机构，从对毁林最严重的企业的投资中捞取的收益超过
了美国或中国。他们总共获得了6.46亿美元的收益（经
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我们的数据涵盖了英国脱欧前
的时期。

我们的分析显示，自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定》
通过后的五年时间里，金融机构从与世界上一些危害最
大的毁林企业的交易中获得了约17.4亿美元的收益（经
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我们估计，与这些毁林企业的
交易总值高达1570亿美元。自2016年以来，欧盟27个国
家的贷款机构已经从与毁林最严重的企业达成的约347亿
美元交易中捞取了约4.55亿美元（4.01亿欧元）的收益
（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荷兰、法国、西班牙、德
国、意大利的大型银行主导了欧盟的交易。

我们发现了什么

毁林借贷图（按地区划分）

 
图说：估算的融资总额、交易笔数以及从与涉及毁林的农业综合企业的交易中获取的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的收益（按金融机构和地区
分列）。

这张图上的数字是标示性的估算值，因为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任何一笔特定的融资有多少（如果有的话）直接为毁林行为提供了资金，
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交易的利润有多高。在公布上图中的数据时，我们并没有断言所有被提到的银行是在知情的情况下为破坏雨林的行为
提供资金的，或有任何具体的不当行为。 

对于2016-2020年期间涉及毁林的收益经估算超过2000万美元的金融机构，我们已致函。他们的回应见本报告附录。 
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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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承诺
我们重点关注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德意志银

行、荷兰合作银行、摩根大通和中国银行，在所审查的
7.1万笔交易中，逾5,000笔是这六大银行完成的。在我们
所研究的地区内，这几家似乎是提供毁林融资的主要银
行，对这些地区的居民而言，也是家喻户晓的银行。.

我们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初以来，与毁林企业
的交易仍在快速发展，尽管这些银行大多宣称要让投资
与《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并筛选客户以遏
制对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表明了自愿政策的失
败，也表明各国政府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在为时过晚之
前遏制为毁林提供融资的行为。

同期，中国的金融机构至少捞取了5.54亿美元的收
益（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大型商业银行主导了这
些交易。在美国，毁林融资更多地是由小投资机构分散
提供，而贝莱德（BlackRock）等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则
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美国金融机构估计赚取了5.38亿
美元。考虑到可能流向森林风险商品的投资比例，所有
地区的收益数据都已下调。

贝莱德告诉全球见证，作为小股东，它已就风险管
理流程和零毁林供应链承诺“与[巴西肉类加工商]JBS进
行了多年的深入讨论”。该资产管理公司指出，它不向
单个公司提供直接融资或贷款服务，对于它仅为小股东
的企业，也不控制其战略决策。贝莱德表示，其90%的
股票资产是通过指数基金或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简称ETF）持有的，客户可以选择这些
基金来配置资产。.

.
图说：六家重点银行与毁林最严重的企业之间达成贷款、信贷、持股和持债交易的频率。在编制该数据集时，2020年的一些数据还无法获
取。.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毁林“红利”9

汇丰银行——“与你成就更多

根据我们对过去五年交易的分析，英国汇丰银行
是英国为破坏性农业综合企业提供服务的最大私营融资
机构，在全球见证的数据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摩根大
通。它为世界上一些最恶劣的毁林企业提供了大约68.5
亿美元的融资，并可能从其客户涉及毁林风险的业务中
获得了大约3640万美元收益，比任何其他英国金融机构
都多。

2017年，以“与你成就更多”为口号的汇丰公开承
诺，停止为被控毁林的企业提供融资。该行已经宣布，
在2050年前将其客户投资组合中的净排放降至零，并被
专业出版物《欧洲货币》（Euromoney）评为“世界最
佳可持续金融银行”。然而，汇丰的实际业务与这套崇
高的说辞相去甚远。据全球见证分析，其投资占英国所
有毁林融资的一半以上。据估计，在汇丰获得的全部收
入中，有2020万美元是在其作出“零森林”承诺之后的
几年里收到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为什么自愿政策
和承诺无法维持热带雨林的存在。

怡和集团：权势集团的支柱
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汇丰与商业帝国怡和集团

（Jardine. Matheson）的金融往来是获利最丰的。
该集团在伦敦、新加坡、百慕大注册，由苏格兰凯瑟
克（Keswick）家族控股，是豪华连锁酒店文华东方
（Mandarin. Oriental）的最终所有者。据报道，英
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曾是该
集团的员工，其前董事亨利·凯瑟克爵士（Sir. Henry.
Keswick）和西蒙·凯瑟克（Simon. Keswick）是英国
保守党的主要捐助者。

怡和集团拥有印尼企业集团阿斯特拉国际（PT.
Astra. International. TBK）的部分股权，后者通过其子
公司Astra.Agro.Lestari.（Astra）（简称AAL）种植和加
工棕榈，没有怡和那么辉煌的历史。阿斯特拉公司因涉
嫌在印尼毁林而受到抨击，印尼每年约有100万公顷的
雨林遭毁。自2016年以来，怡和集团旗下子公司因企业
贷款、循环信贷和股票购买向汇丰支付了约2680万美元
的利息、费用和股息。如果考虑到怡和的棕榈油业务比
例，将这一数字下调，汇丰从与该集团交易中获得的收
入估计为409万美元。不管棕榈油在怡和集团整体业务中
所占比例有多大，这些交易根本就不应该达成

2016到2020年与与毁林相关农业企业投融资的收益估计分析。 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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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 Rimba）的传统生计就因PT. Sari. Aditya. Loka.
1种植园的扩张而遭到破坏。该种植园属于阿斯特拉公
司，奥兰林巴人则称这是他们的祖居地。怡和集团表
示，这一指控毫无根据。

2017年，与奥兰林巴族合作了20多年的非政府组织
Komunitas. Konservasi. Indonesia估计，至少有750名
社区成员居住在最终所有人为怡和集团的种植园区的营
地里。.

“以前的生活更好”
“在[公司清除森林]之前，生活更好一些，”2018

年，一位有9个孩子的奥兰林巴族老妇人马里奥
（Maliau）这样告诉“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女人可以找到很多种食物。有些人用树叶
编垫子和篮子。我们用树胶树脂做灯。现在找不到做这
些东西的材料了。”.

阿斯特拉对这些指控作出了回应，详细说明了其对
奥兰林巴群体提供的教育、卫生和经济支持。

据全球见证估算，在这些指控被提出后，汇丰在
2019年和2020年还通过循环信贷和持股从与怡和集团相
关的业务中赚取了约62.9万美元。.

根据部落权利组织“生存”（Survival）进行的采
访，就在2020年，奥兰林巴社区的成员还指责过怡和
Sari. Aditya. Loka种植园的保安在他们试图采棕榈果吃
的时候殴打他们。该社区声称种植园是在其祖居地上开
发的，而怡和否认了这一点。由于新冠疫情迫使奥兰林
巴人通常出售野猪的市场被关闭，他们就更依赖棕榈果
了。

怡和告诉全球见证，阿斯特拉已经针对这些指控展
开了调查，发现指控毫无根据。一位公司发言人表示，
奥兰林巴社区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他们还表示，涉
事各方已达成共识，认为关于保安打人的报道是一个误
会，已经开始走和解流程了。.

怡和表示：“自2015年推出可持续发展政策以
来，AAL没有发生任何毁林行为，所以不存在公司通过
毁林获利的问题。”而且，AAL的活动是受印尼法律约
束的，AAL也完全遵守这些法律……怡和集团的业务符

付之一炬
阿斯特拉的过往记录看上去很让人震惊。根据荷兰

非政府组织“援助环境”（Aidenvironment）对卫星图
像的分析，2016年，阿斯特拉与特许权所有者合作管理
的两个油棕种植园清除了约300公顷森林。而怡和集团则
表示，自2015年以来，阿斯特拉管理的油棕种植园没有
清除任何高保护价值（High. Conservation. Value）或高
碳储量（High. Carbon. Stock. ）的森林。怡和还表示，
已于2017年终止了收购这两家种植园的谈判。

曾评估过印尼毁灭性森林火灾诱因的“援助环境”
组织还指责阿斯特拉的防火救火技术差。根据哈佛大学
学者的一项研究，印尼全国各地的火灾造成了约10万
人死亡。“援助环境”的报告发现，从2015年7月到10
月，阿斯特拉在印尼的特许用地内有677个火灾“热点”
。怡和集团对这一数字提出了异议，称只有164个热点地
区，并解释说，他们有严格的防火救火预案，会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控制火灾。

.
汇丰还本应就阿斯特拉对印尼原住民社区（约占

该岛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造成伤害的多项指控采取行
动。在苏门答腊岛占碑省（Jambi），奥兰林巴社区

.
印尼占碑省奥兰林巴族的妇女和孩子聚集在营地附近。据我们估
计，汇丰与毁林企业之间利润更丰厚的金融关系之一是与商业帝国
怡和集团的关系。怡和集团被指控其种植园占用了奥兰林巴人声称
归他们所有的土地。©吴才兴(GOH CHAI HIN)/法新社(AFP)，来自盖
蒂图像， 2017年5月

https://www.hrw.org/report/2019/09/23/when-we-lost-forest-we-lost-everything/oil-palm-plantations-and-rights-violations
https://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news/12396
https://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news/12396
https://d5i6is0eze552.cloudfront.net/documents/Publikasjoner/Andre-rapporter/Update-on-Astra-Agro-Lestaris-sustainability-policy-implementation-ID-31605.pdf?mtime=20160927135648
http://d5i6is0eze552.cloudfront.net/documents/Publikasjoner/Andre-rapporter/Update-on-Astra-Agro-Lestaris-sustainability-policy-implementation-ID-31605.pdf?mtime=2016092713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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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的报告
有进一步的警示迹象表明，汇丰的公开声明与其针

对气候紧急情况所采取的行动并不能划等号。根据“新
闻调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获
得的一份研究报告，汇丰的分析师讨论过巴西肉类加工
商JBS去年在毁林方面的不良做法。该行2020年8月的研
报强调了一份报告，报告称，JBS将一家被指控在巴西
雨林区非法毁林的农场的牛转移到一家无法追踪到毁林
行为的农场。尽管如此，汇丰的报告还是建议投资者持
有JBS的股份。全球见证的分析显示，2020年，汇丰通
过持有该肉类加工商牛肉业务价值262万美元的股份获得
了约4.7万美元股息（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

合汇丰银行及其他贷款机构严格的贷款政策所要求的标
准。”

汇 丰 的 《 农 产 品 政 策 》 （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Commodities. Policy）申明，不会向直接参与或从参与
非法经营、在高保护价值地区毁林和剥削民众或社区的
供应商处采购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汇丰表示：“如果客户没有解决经证实的投诉或认
识到汇丰的担忧，或继续以与我们的可持续风险政策不
一致的方式运营，我们将退出此类客户关系。”.

该行指出，自2014年以来，已将其所服务的棕榈油
业客户削减了一半以上。

JBS、汇丰和Minerva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串通在一起破坏了大片雨林

的几大牛肉巨头也让汇丰银行赚得盘满钵满。全球见
证此前曾指出，巴西的农业综合企业JBS、Marfrig和
Minerva与巴西亚马逊地区帕拉州数万公顷的森林遭毁有
关联，数百家给他们供应肉牛的牧场直接参与了非法毁
林。.

JBS当时表示，全球见证的分析存在缺陷，因为它
所依据的监测工具是该公司自身无法使用的，而且这些
工具也不符合巴西的国家监测政策。Minerva和Marfrig
也对全球见证的发现提出了质疑。据估算，自2016年以
来，银行通过支持这三家公司的牛肉贸易和生产活动获
得了51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是为发行的债券承
销的费用，即银行为寻求在国际债券市场融资的公司提
供担保。.

汇丰与巴西牛肉公司的这些关系似乎违反了汇丰的
农产品政策。该政策申明，汇丰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向
毁林的客户或从毁林的供应商处采购的客户提供金融服
务。

汇丰告诉全球见证，它清楚，要求客户的间接供应
商满足有关毁林和人的基本权利方面的要求将提供最大
的保护，但可追溯性方面存在的漏洞导致这一点难以实
现。该行表示，它与客户合作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果
问题得不到解决，就终止与客户的关系。.

.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是唯一一个老虎、
犀牛、猩猩和大象在野外共生的地方。因为森林遭毁，图中这样的巽
他虎正以很快的速度失去它们的栖息地和猎物.©桑迪·布鲁克斯
(Sandy Brooks) / 盖蒂图像

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tes.com/stories/2020-08-12/hsbc-jbs-deforestation-risk
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tes.com/stories/2020-08-12/hsbc-jbs-deforestation-risk
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tes.com/stories/2020-08-12/hsbc-jbs-deforestation-risk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beef-banks-and-brazilian-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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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表示，其为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资产管理涉
及指数投资，而指数的构成是不能被改变的。其关于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资产管理可持续性政策包括一项承诺，
鼓励被投资公司以可持续方式管理森林，并在某些情况
下，将未达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公司排除在其投资之
外。该行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其名称出现在公司的股
份登记册上，是因为它代持而不是自持了这些股票。.

根据我们的估计，汇丰可能是英国为破坏性农业综
合企业提供服务的最大融资机构，但它绝非唯一一家。

根据我们的数据，英国投资规模仅次于汇丰的
巴克莱银行（Barc lays）、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和国民西敏银行（NatWest）分别向这些公
司提供了约36.6亿美元、29.4亿美元和5.68亿美元的资
金。投资管理公司施罗德（Schroders）和养老基金保
诚集团（Prudential）也赫然在列。他们对本报告的回
应见附录。

全球见证此前曾发现，汇丰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
为牛肉加工商Minerva承销了近10亿美元债券，在此期
间却并未监测Minerva的牛肉供应商的毁林行为。尽管其
2017年农产品政策申明，棕榈油业的新客户必须同意被
汇丰列为客户，但该文件未能将这一承诺标准化，用于
牛肉等其他大宗森林风险商品。汇丰迄今仍未将这一要
求写入其可持续发展政策。.

2020年，汇丰向全球见证透露，它不能针对某家
具体的牛肉公司发表意见。非政府组织“银行追踪”
（BankTrack）此前曾指出，汇丰最常以“为客户保
密”为由，妨碍对与其提供的融资相关的问题的调查。

汇丰告诉全球见证，它与大多数农业综合企业的关
系要么与林业、棕榈油业或畜牧业无关，要么已经结束
或即将结束。该行表示，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代表某
个客户名义上管理农业综合企业的股票，与这些企业只
存在间接关系，这意味着它在相关农业综合企业中没有
任何实际利益或直接影响。

.
汇丰银行与有争议的农林企业有诸多关联，并且自2016年参与了对最主要毁林公司的投融资价值高达68.5亿美金.
© Bloomberg / Contributor via Getty

https://www.banktrack.org/article/world_s_biggest_banks_routinely_hide_links_to_human_rights_and_environmental_abuses_behind_client_confidentiality_study
https://www.banktrack.org/article/world_s_biggest_banks_routinely_hide_links_to_human_rights_and_environmental_abuses_behind_client_confidentiality_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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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收入。这一数字反映了相对于客户毁林相关商品（
如棕榈油或大豆）的业务规模而言的可能收入。

嘉吉：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商
这一数字包括与大宗商品巨头嘉吉（Cargill）之间

利润丰厚的合作关系带来的收益。嘉吉是美国第二大私
人控股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商。据估计，
嘉吉公司2018年向欧盟供应了260万吨巴西大豆。. 3.这种
大豆大部分来自塞拉多，这是巴西生态最受威胁的地区
之一，也是世界上5%的生物物种的家园，包括美洲虎、
巨型犰狳和貘。据信，2006年至2017年间，大豆生产的
扩张导致塞拉多1.7万公里的森林和其他本地植被遭到破
坏。4.

嘉吉作为最大的巴西大豆贸易商，对造成的破坏似
乎难逃其咎。尽管公司表示，它没有从非法毁林的地区
采购，而且正在努力提高其大豆供应链的可追溯性，但
目前并没有标出其大豆的所有种植农场的地图，也没有
监测这些农场的毁林情况。当全球见证联系嘉吉，请其

作为法国最大的银行，该行在2021年增加了对受
危机冲击企业的贷款，巩固了其作为欧元区最大贷款机
构的地位，相对而言，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该行
过去只是被视为法国机构的首选银行，如今据《金融时
报》（Financial. Times）报道，该行放眼全球，有更远
大的抱负，致力于“成为欧洲投资银行业的主导力量....
并向华尔街[发起挑战]”。2.

除了商业上的成功，该行自2021年初就.试图通过加
入净零银行业联盟（Net. Zero. Banking. Alliance）提升
自身的绿色资质。它还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旨在遏制其
对亚马逊和塞拉多森林的影响，尽管法国环保人士批评
该政策缺乏魄力，没有定下在2025年前实现零毁林的目
标。

但近年来，该行的库房因通过农业综合企业客户赚
取的收入得到了充实，这些企业被指控在世界上一些生
态系统面临最严重威胁的地区毁林和掠夺土地。全球见
证目前的分析表明，自2016年以来，该行可能从与有毁
林行为的农业综合企业达成的交易中赚取了超过3730万

法国巴黎银行——绿色承诺经得起审
查吗?

2016到2020年与与毁林相关农业企业投融资的收益估计分析。 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https://www.cargill.com/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soy
https://group.bnpparibas/en/press-release/bnp-paribas-joins-net-zero-banking-alliance-launched-unep
https://group.bnpparibas/en/press-release/bnp-paribas-defines-restrictive-policy-fight-deforestation-amazon-cerrado-regions?utm_source=critsend&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roup_newsletter_alert_i_en
https://reclaimfinance.org/site/en/2021/02/15/bnp-paribas-gives-a-5-year-extension-to-soy-fueled-deforestation/#:~:text=pass%20%2D%20Reclaim%20Finance-,BNP%20Paribas%20gives%20soy%2Drelated%20deforestation%20a%20five%2Dyear%20free,Brazil%20b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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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强占了蒙杜鲁库原住民（.Munduruku）声称归他们所
有的土地，并阻挠了土地划界工作。根据原住民组织巴
西原住民人民协会（Articulacao. dos. Povos. Indigenas.
do. Brasil）和非政府组织“亚马逊观察”（Amazon.
Watch）的一份报告，蒙杜鲁库人一直是“农场主和土
地掠夺者不断威胁的目标”，因为传统上属于他们的土
地面临着来自农业综合企业越来越大的压力。

尽管多方发出了预警信号，但法国巴黎银行和嘉吉
之间的关系对该行而言一直是有利可图的。在过去五年
里，该行为嘉吉提供了价值近40亿美元的信贷融资和债
券承销服务。根据全球见证的数据分析，自2016年以
来，嘉吉贸易帝国中涉及毁林问题最严重的部分——主要
是大豆和棕榈油——可能为该行净赚了约1600万美元。

丰益：“世界上最肮脏的贸易商”
法国巴黎银行从破坏世界各地的森林中获益的证

据还不止于此。该行与被“绿色和平”称为“世界上最
大、最肮脏的棕榈油贸易商”的丰益（Wilmar）有着
长期的合作关系。“绿色和平”2018年的一份报告称，
丰益从18家有毁林行为的公司采购棕榈油。在全球见证
与其联系时，丰益表示，自“绿色和平”的指控公布以
来，它已加强了“零毁林”政策，而“绿色和平”预警
的有争议的供应商已通过该公司的申诉系统得到处理。

与此同时，2020年，丰益退出了一项被称为“高
碳储量方案”（High. Carbon. Stock. Approach，简称
HCSA）的重要行业倡议，该倡议旨在确定需要保护的森
林地区，以避免转成农业用地。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尼分
会批评了这一举动，称“[丰益]选择退出的时机经过了精
心算计，就是为了逃避[他们的]责任”。丰益告诉全球见
证，尽管已退出HCSA指导小组，但它仍致力于在其运营
中采用“高碳储量方案”。

2016年至2020年，该行向规模更大的丰益帝国提供
了3.09亿美元的信贷。如果根据丰益的棕榈油或其他大
宗森林风险商品的业务比例进行调整，这些交易可能为
法国巴黎银行带来了604万美元的收入。

.
奥兰：夷平了数千公顷森林 

法国巴黎银行的另一棵摇钱树是它与自称“世界
最大农场主”的奥兰国际（Olam. International）的业

置评时，嘉吉表示，它已经完成了标示其在巴西马托皮
巴地区（Matopiba）直接供应商地图的过程，并计划在
2021年底前标示完其在整个塞拉多地区的直接供应商地
图。

“违规证据”
2018年，嘉吉因从塞拉多非法毁林地区采购了600

吨大豆，被巴西环境监察机构Ibama罚款近100万美
元。Ibama的调查发现，大豆预付款为非法的土地清理
提供了资金。. 5. 嘉吉告诉全球见证，它还没有缴纳这些
罚款，并正在与Ibama进行详细的抗辩，称：“嘉吉没
有购买涉及毁林问题的大豆。”

2019年对嘉吉供应链的一次官方审计发现，嘉吉从
亚马逊地区帕拉州购买的大豆中，超过50%有“违规证
据”。. 6. 这次审计是“绿色谷物协议”（Green. Grain.
Protocol）. 的一部分，该协议是大豆生产商、贸易商和
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议，旨在杜绝涉及亚马逊地区帕拉州
非法毁林问题的大豆融资或采购。.

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也敲响了警钟。“绿色和平”组
织（Greenpeace）和“新闻调查局”2020年的一份简
报（exposé）发现，自2015年以来，在嘉吉位于塞拉多
的几家大豆供应商使用或拥有的土地上，有800平方公
里森林遭毁，还发生过1.2万多起有记录的火灾。另据报
道，在Planalto. Santareno，据称是嘉吉大豆供应商的

.
2021年巴西马托格罗索州（Mato.Grosso.state）的亚马逊森林大火.
©绿色和平组织

https://amazonwatch.org/assets/files/2020-complicity-in-destruction-3.pdf
https://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press-release/19292/oreo-maker-linked-to-destruction-of-orangutan-habitat-for-palm-oil-in-indonesia/
https://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publication/18455/the-final-countdown-forests-indonesia-palm-oil/
https://news.mongabay.com/2020/04/palm-oil-wilmar-hcsa-deforestation-forest-carbon/
https://unearthed.greenpeace.org/2020/11/25/brazil-fires-deforestation-tesco-nandos-mcdonalds/
https://unearthed.greenpeace.org/2020/11/25/brazil-fires-deforestation-tesco-nandos-mcdon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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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家公司估计从森林风险商品业务中赚取了100多万美
元的收入。

2020年，全球见证一份报告对法国巴黎银行及其
他法国银行能否遵守法国《警惕义务法》（Duty. of.
Vigilance. Law）提出了担忧，该法要求法国企业在运营
中识别并防范危害社会和破坏环境的行为。

在全球见证联系法国巴黎银行时，该行表示：“我
们只能表示遗憾，我们拒绝接受……法国巴黎银行通过
为世界各地的雨林破坏活动提供资金获利这种没有根据
的说法。”.

一位发言人补充道，该行关于棕榈油及其他与毁林
相关行业的政策被视为“当今银行中的最佳做法”，他
指出，2021年，“全球林冠涉林500强”. 吧（Global.
Canopy’s.Forest.500）对150家金融机构的可持续融资
政策进行了评估，法国巴黎银行名列前五。.

该行还表示：“法国巴黎银行现在只向那些制定了
2025年前在其生产和供应链中实现零毁林战略的[农业综
合企业]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法国巴黎银行
目前仍然是唯一一家通过设定这样具体和有时间限制的
标准，认真在解决大豆和牛肉供应链中毁林和可追溯性
问题的银行。”

务往来。奥兰被指控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夷平了加
蓬4万公顷雨林，以建立橡胶种植园和油棕种植园，这
促使木材行业认证机构“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简称FSC）去年启动了一项调
查，目前该调查仍在进行中。

奥兰表示，它强烈反对其清除森林的行为是不负责
任或违反FSC规定的说法，并表示，它的种植园是在退
化或“次生”森林以及草原上开发的。2017年，该公司
承诺停止砍伐加蓬的森林，并表示，它已经为其位于加
蓬的油棕特许用地中超过一半的高价值保护土地提供了
永久性的保护。

但加蓬非政府组织Muyissi. environment. 2020年
主导了一项研究，并发布报告称，当地人仍在遭受丧失
土地权利的痛苦。一位村民告诉该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小
组：“如果奥兰的安全人员发现你带着猎杀的东西或捕
鱼工具，他们就会收走你的肉，或者把我们从传统的捕
鱼场所赶走。”

奥兰驳斥这些报告内容是“不准确和虚假的”，同
时表示，公司一直奉行农业开发项目须征得社区自由、
事先、知情同意的做法，并投资了改善当地教育、医疗
和供水的项目。奥兰还表示，其种植园悉心平衡加蓬的
经济发展需要和森林保护需要。

奥兰的棕榈油贸易业务在持续引发争议。2018
年，该公司被指控向布米达马农业（Bumitama）
、Jhonlin、Peputra等曾被指控在印尼毁林的企业采购
棕榈油。.7

奥兰告诉全球见证，自2017年以来，该公司没有
直接从这些公司采购，并要求供应商满足其不毁林、不
开垦泥炭地、不引发火灾、不侵害人的基本权利（no.
deforestation,.no.peat,.no.fire.and.no.exploitation，.
简称NDPE）的要求。.

我们的分析显示，自2016年以来，奥兰存在毁林风
险因素的业务可能为法国巴黎银行赚取了700多万美元
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提供循环信贷服务。考虑到上述问
题，该行本不该与奥兰有任何业务往来。

法国巴黎银行其他被曝存在毁林问题的客户包括巴
西牛肉巨头Marfrig和Minerva，根据全球见证的分析，

.
2018年摄于苏门答腊岛的一只野生小红毛猩猩。东南亚的棕榈油
开发对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 丽塔·埃内斯（Rita Enes) / iStock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role-french-banks-global-forest-destruction/
https://www.eco-business.com/news/investigation-begins-into-alleged-deforestation-by-olam-worlds-largest-farmer/
https://www.eco-business.com/news/investigation-begins-into-alleged-deforestation-by-olam-worlds-largest-farmer/
https://wrm.org.uy/wp-content/uploads/2020/03/Communities-facing-Zero-Deforestation-pledges-case-Olam-Gab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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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担责的利润还是森林负债?为什么以森林社区为代价
获取的利润可能成为法律责任

“全球金融机构正在为危害性的农业综合企业提供资金，助长了破坏我们的森林、家园和文
化的行为。”
Sônia Guajajara，巴西原住民协会（Brazil’s Indigenous People Articulation）负责人，该协会隶属于全球领土社区联盟

（Global Alliance of Territorial Communities），代表着3500万森林族群。

在环境或人的基本权利问题上，银行面临问责的可能性极小，但这种毁林获利而无需担责的做法现在正从
根本上受到挑战。全球见证认为，本报告中详细列出的收益——目前银行可能将其视为无附加条件的收入——未
来应被视为一种不断累积的“森林债务”。银行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政府甚至法律压力，要求他们将这笔
钱转交给受影响的社区。

欠森林的债
“生态债务”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学者和活动人士提出的，作为解决北半球对南半球自然资源掠夺

的一种方式。全球见证并没有试图对每一个被调查案例背后的生态债务给出一个数值，而是在估算从与被控毁
林的企业的交易中赚取了多少钱。

当林地被毁时，生活在巴西、刚果盆地和东南亚雨林的原住民和本地人社区仍然最先受到影响，而当他们试
图保护土地时，又遭受了程度极其严重的报复袭击。全球见证发现，从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定》通过到2020
年底，平均每周有4名环境维权人士被杀害。还有更多的人因和平抗议活动而遭到非致命暴力袭击或被定罪。

强行驱逐
已知的首例银行返还从有问题的交易中获取的利润的案例发生在2020年，这一年数家非政府组织和数

百个柬埔寨农民家庭低调地实现了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与澳大利亚第二大银行澳新银行达成
了协议。该行将其向金边糖业（Phnom.Penh.sugar）公司提供贷款所获的毛利润交给了土地遭到掠夺的受害
者。

这些非政府组织认为，这笔4000万美元的贷款本该无法通过澳新的尽职调查。这家糖业公司被指控实
施强行驱逐、借助军方力量强征土地、破坏庄稼和财产、任意逮捕人员和大量使用童工。该决定是根据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简称OECD）《跨国企业指南》

（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
于2014年首次提出申诉的结果，是经过6年协同
努力、多方奔走的结果。此后，经合组织（OECD）
就金融机构应采取哪些步骤对环境和社会风险
进行尽职调查发布了指导意见，这使得类似情
况未来还可能发生。

澳新银行表示，它“承认对由其贷款资助的
项目的尽职调查不够充分，并认识到受影响社
区所面临的困难。”但该行指出，它对土地使用
特许权和甘蔗项目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负有法
律责任。

.
雨林覆盖了巴西阿克里州的大部分地区，但为了腾地养牛和种植大豆，
这些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森林被大火摧毁 © 拉罗·德·阿尔梅达(Lalo de 
Almeida)/帕诺斯(Panos)/全球见证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last-line-defence/
https://www.inclusivedevelopment.net/wp-content/uploads/2020/12/Specific-Instance-against-ANZ-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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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些运动组织在2019年通过经合组织申诉机制对荷兰银行荷兰国际集团（简称ING）提起诉讼。他们
认为，通过连续向涉及破坏环境和危害社会的企业提供企业贷款，该行不仅与损害直接相关，而且还积极助长了
损害行为，从而触发了其向受影响社区提供补救和补偿的义务。一个正在进行的案例聚焦于ING为包括来宝集
团在内的企业连续提供融资，而来宝被指控存在毁林行为。虽然经合组织的申诉机制是非司法性的，但申诉有助
于引领有关未来法律框架的讨论。

该行在被投诉时表示：“在ING，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的杠杆作用，与客户一起改善他们的业务（……）。在
我们提供融资服务的客户中，总共仅有不到10个从与油棕种植园相关的活动中获得了10%或以上的收入。目前，
这些客户中有85%以上已经制定了‘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政策。”.

让企业承担责任
另一桩金融业问责制方面的试验案件是洪都拉斯大众与原住民组织民间委员会（Civic.Council.of.Popular.

and.Indigenous.Organizations.of.Honduras，简称COPINH）在荷兰法庭起诉荷兰开发银行FMO。该案旨在追
究FMO为洪都拉斯西部瓜尔卡（Gualcarque）河上的水电项目阿瓜扎尔卡（Agua.Zarca）提供资金的责任。瓜尔
卡河被原住民伦卡人（Lenca）视为圣地。大坝的建造者，洪都拉斯公司Desarrollos.Energeticos.SA.（简称Desa）
被指控不顾伦卡人的强烈反对，侵占土地，侵犯了他们的自决权。

FMO于2017年7月退出了投资，此前一年，警方逮捕了一名Desa员工，此人涉嫌谋杀环保人士贝尔塔·卡塞
雷斯（Berta.Cáceres）。该公司的一名前高管于2021年7月被认定与人合谋杀害了卡塞雷斯，而卡塞雷斯曾长期
公开反对大坝建设。.

该行表示，在发放贷款时，预计大坝项目将对洪都拉斯的生活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在暂停贷款后，该行委托
独立调查机构对其行为进行了调查。截至2020年7月，该行正在就今后是否在脆弱国家投资与利益攸关方磋商。

中国政府已承诺将探索如何让贷款机构对环境损害承担责任。2016年发布的一份官方政策文件称，中国政
府将研究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如何对贷款机构的环境责任设定要求，以明确中国自身的法律立场。

一家养猪场被指控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汉江，目前正在对该养猪场的贷款机构采取法律行动。2018年，
中国非政府组织“福建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Fujian.Green.Home.Environment.Friendly.Center.）（简称“福建
绿家园”）向两家中国银行以及他们提供贷款资助的养猪场提出了3800万元（420万英镑）的索赔。该非政府组织
认为，银行应对造成的环境损害负责，据信该案正在进行当中。其他中国银行也因向不符合国内环保标准的公司
提供融资而被处以行政罚款。

新的法律视野
自2017年以来，法国的《警惕义务法》要求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识别、减轻和防范危害社会和环境的行为。

据悉，该法尚未被用于与银行相关的赔偿案件，但预计未来几年会出现试验案件。与此同时，监管洗钱和恐怖主
义融资的政府间机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Action.Task.Force）建议，在打击全球白领犯罪的现有
立法中增加有关环境犯罪的条款。欧盟和英国目前正在制定法律，要求企业对其供应链中的毁林风险进行尽职
调查，议员们在施压，要求将类似要求扩大到金融机构。

随着要求建立管辖范围更广、更具适用性的法律和框架的压力越来越大，环境损害的经济责任方面的试验
案件将会继续增加。

http://rccef.cufe.edu.cn/info/1002/13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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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荷兰合作银行热衷于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形象，
但全球见证对其2016年以来金融交易的分析表明，该行
可能从与被证实涉及毁林的客户的交易中获利7620万美
元。与之前的计算一样，这一数字经过了调整，以反映
客户业务中直接涉及生产或交易棕榈油等毁林相关商品
的比例。

让荷兰合作银行获利尤丰的一项业务关系是与印
尼第四大富豪、净资产近60亿美元的安东尼·萨利姆
（Anthoni. Salim）控制的庞大公司网的往来。据报道，
萨利姆持有香港上市公司第一太平（.First.Pacific.）45%
的股份，并担任其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第一太平子公司
IndoFood的首席执行官，该子公司控制着超过30万公顷
的印尼油棕种植园。.

萨利姆集团：“童工和虐待” 
萨利姆（Sal im)企业集团因破坏雨林而臭名昭

著。“绿色和平”指控该集团在2015年4月27日至2018
年3月2日期间，仅在其位于加里曼丹的两个油棕种植园
就清理了7000多公顷土地，其中包括受保护的泥炭地。
据报道，萨利姆帝国还通过据称与频繁毁林的企业的关

荷兰合作银行（Coöperatieve. Rabobank. U.A，简
称Rabobank）由19世纪的荷兰农民信用合作社发展而
来。如今，这家荷兰第二大银行，仍然主要专注于食品
和农业领域，并自称以“共创更美好的世界”为使命。

荷兰合作银行——“共创更美好的
世界”

.
2018年，印尼一片油棕特许用地上的森林被清除。
©绿色和平组织/ 利塔·伊凡施提(Ulet Ifansasti)

2016到2020年与与毁林相关农业企业投融资的收益估计分析。 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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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收入，这些交易都是在萨利姆集团破坏印尼大片雨
林时达成的。这一数字经过了调整，以反映萨利姆集团
与棕榈油和其他森林风险商品直接相关的业务的比例。

金光集团：30年的破坏史
2016年至2020年期间，荷兰合作银行还多次为金光

集团（Sinar.Mas.group）提供资金，该集团拥有臭名昭
著的亚洲浆纸公司（Asia.Pulp.and.Paper,.APP）。世界

自然基金会称，亚洲浆纸公司“有近30年的毁林、破坏野
生动物栖息地、排干泥炭地以及与当地社区发生冲突的
历史”。.

I2018年，FSC采取了非常规措施，终止了与亚洲浆
纸公司的关系。此前已有报道称，亚洲浆纸公司与一些
公司存在合作关系，这些公司被指控为了给这家纸业巨

系，将其触角伸向了世界上新的毁林地区之一——印尼控
制的巴布亚省（Papua）和西巴布亚省（West.
Papua）。8.

2016年，数家非政府组织向“可持续棕榈油圆桌
会议”（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Oil.，简称
RSPO）（业内旗舰认证计划）提出申诉，指控该公司
的两家印尼子公司存在使用童工和其他虐待劳工的行
为。Indofood随后退出了RSPO，其子公司的成员资格也
被终止。全球见证联系了萨利姆集团旗下公司，要求就
这些指控置评，但没有得到回应。

尽管早在几年前就有大量关于萨利姆集团的令人不
安的报告，但荷兰合作银行直到2019年Indofood退出
RSPO后才与其断绝业务关系。然而，根据我们的分析，
该行应该已经从给萨利姆商业帝国的贷款中获得了880万

.
位于利比里亚的GVL油棕种植园。在国际银行的支持下，农业综合种植园的扩张对森林造成了严重破坏。©全球见证.

https://wwf.panda.org/wwf_news/?329152/WWF-advisory-to-buyers-and-investors-of-the-Sinar-Mas-Group-Asia-Pulp-and-Paper
https://wwf.panda.org/wwf_news/?329152/WWF-advisory-to-buyers-and-investors-of-the-Sinar-Mas-Group-Asia-Pulp-and-Paper
https://fsc.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6/FSC_Update %237 - Status of disassociation from APP_2018-08-16_1.pdf
https://www.rspo.org/news-and-events/news/rspo-secretariats-statement-on-complaints-panel-decision-regarding-pt-salim-ivomas-pratama-tbk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com/indofood-likely-to-become-leakage-supplier-after-rspo-with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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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夷平的宗教圣地
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的一处棕榈油项目也引发了一系

列对金光农业资源公司造成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指控。
该公司是Golden. Veroleum. Liberia. （简称GVL）项目
的主要投资方，据报道，GVL清除了超过1.5万公顷的
森林，其中包括黑猩猩的栖息地，并卷入了多起土地纠
纷。11

2016年，全球见证记录了GVL用推土机夷平锡诺县
（Sinoe.County）Blogbo.人的宗教圣地。年，GVL因未
能获得当地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而受到RSPO的
谴责。2021年，“高碳储量方案”的一个独立小组支持
了对该项目的投诉，指控其破坏高价值森林，没有尊重
社区的土地权利。.

GVL告诉全球见证，“Blogbo社区的一些成员报
告的关于宗教场所的指控已被该社区的其他成员书面反
驳”，并补充道，申诉的问题正在通过已向RSPO报告的
补救程序解决。.

总体而言，这些就相当于与金光集团相关的侵权行
为目录，令人痛心。然而，全球见证对财务数据的分析
表明，自2016年以来，荷兰合作银行已经向金光集团的
子公司提供了3.76亿美元的贷款和信贷服务，应该已从
中获得了高达4,380万美元的收益（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
后）。

当全球见证联系到荷兰合作银行时，该行表示，
它“不愿意为毁林或土地掠夺行为提供资金”，并为此
制定了相关政策。该行补充道，尽管在进展不令人满意
时，它已退出了一些业务关系，但还是更倾向于“与我
们目前的客户采取合作的方式，以有效解决任何[环境或
社会方面的]担忧”，荷兰合作银行的一名发言人强调，
尽管与金光集团有往来，但该行并未直接为其浆纸子
公司以及与其有关联的利比里亚棕榈油项目GVL提供资
金。

头供应木材，破坏了印尼雨林，引发了灾难性的泥炭地
火灾。.9.亚洲浆纸公司告诉全球见证，它正在与FSC商讨
结束这种分离状态，还表示“亚洲浆纸公司自2013年以
来始终致力于遵守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并在过去8年中[
一直]在实施该路线图”。.

金光集团还通过金光农业资源公司（Golden. Agri.
Resources，简称GAR）成为棕榈油行业的主要力量。
金光集团称金光农业资源公司为“我们的农业综合与食
品业务的支柱”。21世纪初，金光集团因非法开垦土
地和破坏高保护价值森林而受到严厉批评，促使雀巢
（Nestlé）放弃将该集团列为供应商。自那以后，金光
农业资源公司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自己的形象，包括
在2011年引入“零毁林”政策。

但争议一直困扰着该集团的棕榈油业务。2019
年，“雨林行动网络”（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的一项调查报告称，有两家向金光农业资源公司出售
棕榈油的油厂是从拉瓦辛基尔野生动物保护区（Rawa.
Singkil.Wildlife.Reserve）内一片苏门答腊岛的种植园采
购的。这是一个重点保护区和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
被称为“世界红毛猩猩之乡”。2018年，“绿色和平”
报告称，金光农业资源公司在从10个不同的毁林团体处
采购。10

金光农业资源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全球见证，尽
管它“与金光集团这个品牌有着相同的历史和价值观”
，但它独立于金光集团的管理。他们表示，金光农业资
源公司制定了零毁林政策，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可
追溯的棕榈油供应链”，并补充道，“到2020年底，[金
光农业资源公司]已经在90%的种植园实现了可追溯性”
。金光集团则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press-releases/palm-oil-giant-golden-veroleum-liberia/2018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03/review-finds-palm-oil-firm-golden-veroleum-cleared-carbon-rich-liberian-forests/
http://archivo-es.greenpeace.org/espana/PageFiles/181722/sinarmasRSPOgreenwash.pdf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ndonesia-palmoil-forests/rpt-palm-oil-from-orangutan-capital-of-world-sold-to-major-brands-says-forest-group-idUSL5N26L1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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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球见证的分析，德意志银行向20家毁林企业
提供的资金中，超过三分之一流向了嘉吉。根据“连锁
反应研究”（.Chain.Reaction.Research，简称.CRR）的
数据，仅去年一年，嘉吉可能向其采购过的农场组织就
被发现在自己的土地上破坏了1.9万公顷森林。CRR利用
来自巴西政府大豆补贴计划的信息来确定与生产者的购
买关系。嘉吉告诉全球见证，它“现在没有，将来也不
会供应产自非法开垦土地或位于保护区的农场的大豆”
。德意志银行通过向嘉吉提供15.4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主要以循环信贷的形式），估计赚取了451万美元收益（
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

SLC Agricola：多次被罚款
德意志银行还持有巴西大豆生产商SLC. Agricola

价值约683万美元的股票，净得股息约175万美元（经
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CRR已揭露，2011年至2017
年，SLC. Agricola在巴西塞拉多地区清除了3万多公顷森
林，这一面积相当于马尔代夫的面积。2019年3月至5
月，该公司在同一地区又清除了1355公顷森林。

让德意志银行引以为豪的是，过去十年中，其员工
用大量的志愿服务时间，在数十公顷土地上种植了30
万棵树。在该行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面带微笑的员工
团队在德国的一片森林中种植了银杉树、红橡树和甜栗
树，还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将结出
果实的树苗插入土下。然而，这家德国最大的贷款机构
在过去五年里为世界上一些毁林最严重的企业提供了4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从中获取的收益估计达到了1,410万
美元（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

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稀树草原
让德意志银行获利最丰的两家合作伙伴是嘉吉和

SLC. Agricola，这两家农业综合企业都存在破坏巴西塞
拉多地区的行为。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称塞拉多为
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稀树草原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有着“倒立生长的森林”
之称的塞拉多每英亩约储存118吨碳，主要储存在地下深
处的土壤和根系中。2020年，主要受养牛、大豆生产和
土地投机的驱动，超过73万公顷森林被清除。这相当于
每年消灭一个比文莱还大的地区。

德意志银行：“不作为的风险是
巨大的”

2016到2020年与与毁林相关农业企业投融资的收益估计分析。 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com/report/cerrado-deforestation-2020-soy-beef/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com/report/cerrado-deforestation-2020-soy-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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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le）”，对于另外五笔罚款，必须支付的可
能性为“合理可能（reasonably.possible）”。12

侵犯人的基本权利与掠夺土地
德意志银行与巴西主要肉类贸易商JBS. 集团也有密

切的财务往来。全球见证去年披露，JBS从巴西亚马逊
雨林区帕拉州至少327家牧场购买了肉牛，这些牧场在
2017年至2019年期间发生过毁林行为，有时还违反了法
律义务。

JBS则告诉全球见证，在每一个案例中，它都严
格遵守肉牛供应商监测协议以及与巴西联邦检察院
（Federal.Prosecution.Office）达成的协议。

SLC. Agricola表示，公司遵守环境法，其活动受到
相关机构的监督。该公司还表示：“SLC. Agricola在这
些地区的开荒[清除森林]行为一直都是合法的，尊重了所
有法规，并获得了相应的许可，开荒旨在保证粮食（特
别是大豆和玉米）生产，以践行公司以可持续和负责任
的方式养活世界的使命。”

2020年，全球见证披露，自2007年以来，SLC.
Agricola多次被巴西联邦环境机构Ibama处以罚款，罪
名包括在禁运区种植大豆，以及未经相关当局事先批准
破坏原生森林。2020年12月的一份公司文件显示，SLC.
Agricola计划支付至少6笔未付的环境罚款，总额为408
万雷亚尔（56.5万英镑）。该公司称，对于约33万雷
亚尔的一笔罚款，必须支付罚款的可能性为“很有可能

.
巴西亚马逊地区帕拉州的牛。养牛业的扩张是毁林的主要驱动因素。©绿色和平组织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beef-banks-and-brazilian-amazon/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razing-stakes/
http://ri.slcagricola.com.br/en/publications-and-documents/registration-and-referenc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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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IOI拥有棕榈油
生产商布米达马近三分之一的股份。当时“绿色和平”
称，在与布米达马相关的地区，有2300公顷森林被毁。

布米达马此前曾表示，对于过去任何不符合RSPO标
准的土地清理行为都将根据RSPO的补救程序进行赔偿。
该公司没有回应全球见证的置评请求。

远远不足
德意志银行的投资部门被认为对这个家喻户晓的

德国品牌最近的命运扭转至关重要。不同寻常的是，
直到2021年5月，该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泽温
（Christian. sew）还同时兼任其投行部门的负责人。该
行在2021年前三个月实现了自2014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利
润，这主要得益于其投资部门达成的利润丰厚的交易。
前几年，德意志银行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此前该行曾被
处以多项罚款，其中包括2017年因洗钱问题被英国金融
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处以1.63
亿英镑罚款。该行重新将战略重点放在投资上，这使得
加强毁林投资政策变得更加紧迫。.

当全球见证联系德意志银行时，该行拒绝对本报告
置评。德意志银行已经签署联合国《负责任银行原则》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该原则要求
银行承诺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该行还表示，
对于破坏原始森林、高保护价值土地或泥炭地的行为、
非法伐木的行为和不加控制地或非法用火的行为，只要
有清晰和已知的证据表明这些危害正在发生，就不会为
这些行为提供资金。但它并没有禁止为所有的毁林行为
提供资金，甚至暗示，如果通过植树来弥补一些森林损
失，是可以接受的。.

该行内部的ESG研究报告最近发出警告，环境破坏
是无法逆转的，“被烧毁的雨林是无法轻易恢复的”
，“不作为的风险是巨大的”。该行的环境团队也承
认，气温如果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3摄氏度，就可能导致
亚马逊雨林的崩溃，地球上多达一半的物种将灭绝。.

这些漂亮话被前文列出的交易狠狠打脸。该行投行
部门的成功记录掩盖了其在森林保护方面的漏洞。尽管
该行一直在谈论可持续发展，但它仍在继续投资于世界
上一些最恶劣的毁林企业。

此外，我们的报告显示，JBS还从拉斐尔·萨尔达尼
亚（Rafael. Saldanha）处购买了肉牛。萨尔达尼亚是一
名牧场主，被巴西检察官指控侵犯人的基本权利、谋杀
和掠夺土地。全球见证最近的调查发现，JBS在2020年
和2021年初继续从这个牧场主处购买肉牛，违反了其自
愿承诺。. 13. JBS表示，法院于2021年驳回了对其掠夺土
地的指控，并强调JBS从该牧场购买的肉牛符合其向联邦
检察官作出的零毁林的法律承诺。但该公司没有回应这
些采购是否符合其自愿承诺，自愿承诺有更高的标准。

JBS在声明中写道：“正如我们详细的技术分析所
显示的，经适当应用和考虑《联邦检察院供应商监测协
议》（Federal.Prosecution.Office.Supplier.Monitoring.
Protocol）中的标准和商定的方法，结果表明，在所列
出的案例中，JBS100%遵守了协议条款。.

我们希望重申，在像巴西肉牛这样复杂的生产链中
实施可持续性政策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只有通过所有利
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和承诺，才能一劳永逸地克服这一
挑战。”

尽管全球见证曾在2019年的报告《毁林金主》
（Money. to. Burn）中揭露过，德意志银行是2013年至
2019年期间向破坏世界上最大雨林区的企业提供数百亿
美元资金的金融机构之一，仅在2020年，该行就从JBS
的债券和股票中获得了约155万美元的利息和股息，这一
数字已根据JBS的牛肉业务比例进行了调整。

IOI集团：“严重破坏环境”
德意志银行还从东南亚棕榈油开发项目的问题投资

中获取了利益。过去五年里，该行从马来西亚IOI集团
（Malaysian. IOI. Group）的债券和股票中赚取了约50.5
万美元的利息和股息（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2016
年，IOI因向“涉及严重破坏环境和危害社会”的供应商
采购棕榈油而受到“绿色和平”的严厉批评。

IOI告诉全球见证，这种表述有些言过其实，因为“
绿色和平”提到的公司要么是IOI的间接供应商，要么在
一个案例中没有向IOI供应来自印尼的产品（而“绿色和
平”的毁林指控正是集中在印尼的）。IOI表示，自2016
年以来，通过改进尽职调查工具以及棕榈油供应商的可
追溯性，已经降低了供应链中的毁林风险。它还表示，
德意志银行不在IOI的主要融资方之列。

https://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publication/46812/destruction-cer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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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peace.org/aotearoa/publication/a-deadly-trad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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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侧重于森林风险商品的农业综合业务的比例进行了
调整。

据估计，摩根大通有1560万美元收益来自为与嘉
吉有关的棕榈油、牛肉、大豆生产提供的融资，嘉吉的
危害性业务——包括与破坏巴西雨林和塞拉多林地相关
的——已在前文进行了分析。全球见证联系了摩根大通，
请其就涉嫌毁林一事作出回应，但该行拒绝置评。

云顶集团：用我们的未来做赌注
我们的分析显示，摩根大通另一个利润丰厚的收入

来源是棕榈油行业。该行是云顶集团（Genting.Group）
的最大融资方，云顶集团是一家赌场运营商，也在马
来西亚和印尼从事棕榈油贸易。2015年，全球最大的
主权财富基金——挪威养老基金（Norwegian. Pension.
Fund）将云顶从其投资组合中剔除，原因是该基金认
为，云顶的业务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云顶因
此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据该基金道德委员会首席顾问
希尔德·杰万（Hilde. Jervan）称，该基金做出这一决
定是因为发现云顶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在印尼婆罗洲
（Borneo）清除了近4万公顷森林。

摩根大通是一家管理着约3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
银行。今年早些时候，这家美国最大的银行举办了一
次关于可持续投资的线上讲座，名为“亚马逊雨林与
你”，安排了激进的电影制作人席琳·库斯托（Celine.
Cousteau）在讲座上发言。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她的
纪录片在流媒体服务平台Amazon. Prime上发布，内容
是关于巴西雨林雅瓦里河谷（Javari. valley）面临生存
威胁的原住民。

收看摩根大通线上讲座的客户听到了大豆、棕榈
油和牛肉等大宗商品如何加速了雨林的破坏。讲座强调
了保护雨林的必要性，呼应了《巴黎气候协定》的价值
观，其中包括保护和改善森林，摩根大通已承诺将其投
资与之保持一致。但听其言，还得观其行。

全球见证目前的分析显示，摩根大通向助长雨林破
坏的企业投资了93.8亿美元，从中可能已获利高达5690
万美元（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后），这让它成为包括美
国、欧盟、英国、中国在内地区的最大毁林融资机构。
据估计，在美国各银行和投资机构所获得的5.38亿美元
收益中，摩根大通占到了十分之一以上。这一区域收益
数字是根据向毁林企业提供融资的估算收益计算的，并

摩根大通——“意向讲起来好听”

2016到2020年与与毁林相关农业企业投融资的收益估计分析。 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https://www.responsible-investor.com/articles/norways-council-on-ethics-hilde-jervan-excl
https://www.responsible-investor.com/articles/norways-council-on-ethics-hilde-jervan-ex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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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个印尼社区2018年10月向RSPO提交的申
诉，云顶集团的另一家子公司摧毁了该社区的农场和藤
条种植园。申诉称，PT.Kapuas.Maju.Jaya种植园没有对
Kelompok.Tani.Penghijauan.Tingang.Menteng群体的
成员作出补偿，以换取在该社区位于印尼婆罗洲中加里
曼丹的150公顷土地上经营。RSPO的一份文件显示，在
政府牵头调解该社区与云顶矛盾的过程中，社区代表离
世，此后就结案了。.

云顶告诉全球见证，它已经对社区作出了赔偿，
此案是在RSPO申诉小组（Complaints. Panel）认定
云顶已履行了其法律义务后才结案的。一位集团发言
人补充道：“GENP[云顶种植园有限公司（Genting.
Plantations. Berhad）]……继续采取自由、事先和知情
同意的方式保护原住民群体。我们尊重当地人、原住民
和部落人民的法律权利和习惯权利。”.

云顶集团表示，其印尼油棕种植园是在废弃的伐木特
许地上开垦的，根据印尼法律，这些特许地不属于森林。
它补充道，其种植园有助于“土地恢复”和当地经济发
展。.

“绿色和平”的一项调查显示，2015年3月至2018
年6月，种植园公司Permata. Sawit. Mandiri. （简称
PSM）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破坏了500公顷红毛猩猩栖居的
雨林。云顶一直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直到2017年9月
将其出售（据报道）。云顶告诉全球见证，它没有在这
片土地上实施任何清除森林或开发棕榈油项目的行为，
并已决定处置PSM，因为PSM的土地被认为不适合棕榈
油开发项目。.

据“强大地球”（Mighty. Earth）的一份报告显
示，2019年云顶子公司Citra. Sawit. Cemerlang种植园
名下的一处种植园也发生了毁林行为。云顶表示，已针
对这一指控进行了调查，发现所有的土地开发“符合
HCV和HCS.[高碳储量]评估，并没有造成毁林”。

拆除墓地
原住民群体已经就云顶的农业经营对他们造成的

影响一次又一次地提交了申诉。其中，马来西亚沙巴州
丹革县（Tongod）林区的宋涯人（Sungai）和杜顺人
（Dusun）的申诉内容令人尤为震惊。这两个社区在给
RSPO的信中写道，云顶子公司种植园运营商Tanjung.
Bahagia. Sdn. Bhd用推土机夷平了他们村庄的墓地。据
宋涯人和杜顺人称，2011年前，种植园一直在他们的土
地上扩张，侵犯了他们的传统权利。种植园限制了他们
狩猎、捕鱼、使用农田以及获取林产品，对社区产生了
长期影响。

对于所有这些指控，云顶表示坚决不认同。.

2016年3月，RSPO曾表示，丹革人民在马来西亚法
庭上起诉云顶是成功的，但RSPO却在没有做出支持或
反对裁决的情况下就将他们的申诉结案了。自1997年以
来，这些社区一直在对这片土地的使用权表示抗议。.

云顶表示，2001年在购买丹革县的地块时，州政府
就已经为该地块签发了私人产权，并考虑了所有先前的
习惯权利要求。该集团表示，闹上法庭的案件是与云顶
购买土地前发生的事件有关。

.

.
除了牵涉毁林问题，摩根大通还因投资化石燃料而受到抨击。图为
2021年4月，气候活动人士在该行纽约总部抗议。©埃里克·麦格雷
戈(Erik McGregor)/Lightrocket, 来自盖蒂图像 

https://askrspo.force.com/Complaint/s/case/5009000002CD8lnAAD/detail
https://askrspo.force.com/Complaint/s/case/5009000002CD8lnAAD/detail
https://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publication/18455/the-final-countdown-forests-indonesia-palm-oil/
https://www.mightyearth.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16_Rapid-Response-Report-15_vers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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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摩根大通向伊藤忠商事投资了24.1亿美元，相
对于伊藤忠商事专注于森林风险大宗商品业务的比例，
估计净收益达1,580万美元。

根据“连锁反应研究”2021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
告，日本不断增长的生物质发电产业已使该国成为印尼
棕榈油的一个重要进口国，而伊藤忠商事处于这一风口
的最前沿。2020年6月至11月期间，伊藤忠是发电用棕
榈仁壳的主要日本进口商之一，棕榈仁壳主要被生物质
发电厂用作廉价燃料。

根据“连锁反应研究”的报告，去年伊藤忠商事棕
榈油供应链中的40家油厂清除了4538公顷森林。伊藤忠
商事告诉全球见证，它并没有从报告中提到的任何一家
涉及毁林的油厂采购，尽管它承认与一些被确认的油厂
有贸易往来。该公司表示，它已暂停与其中一些油厂的
业务，只有在供应商采取了“纠正措施”（如停止清除
森林和在受损森林中重新种树）后，才恢复了交易。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
涉嫌毁林

最后，摩根大通也是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最大的金融支持机
构之一，过去五年里，该行向这家加拿大资产管理公司
投资了约8.45亿美元。布鲁克菲尔德声称，其清洁能源
投资有助于加快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然而，一家与其子公司布鲁克菲尔德农业集团
（Brookfield. Agriculture. Group）有关联的巴西农场，
被非政府组织“强大地球”指控在2019年清除了954公
顷热带稀树草原。根据“连锁反应研究”对显示其农场
范围内树木损失的卫星数据的分析，2000年至2017年期
间，布鲁克菲尔德还造成了约13746公顷森林被毁。这
两项指控都集中在巴西塞拉多地区。

布鲁克菲尔德没有向全球见证提供意见。

席琳·库斯托向收看摩根大通讲座的人提出了一些
建议。她讲道：“意向讲起来好听，但后续还得采取行
动。”. “所以我的建议是，再看看什么对你重要，然后
采取行动。”

有利可图的关系
尽管存在上述所有这些申诉，摩根大通还是在2016

年至2020年期间向云顶提供了6.88亿美元的融资，根据
对涉及森林风险商品的业务比例的估算，这让该行净赚
了约86.6万美元的收入。截至2021年6月，摩根大通仍
继续持有云顶的债券和股票，尽管出现过一系列只要进
行基本的尽职调查应该就会轻易发现的投诉问题。.

在激进投资机构绿色世纪资本管理公司（Green.
Century.Capital.Management）发起一项运动后，摩根
大通今年4月表示，它正准备要求棕榈油客户制定零毁林
政策。它告诉全球见证，更新后的政策将在本报告发布
前生效。虽然云顶制定了零毁林政策，但这似乎并没有
保护住在云顶种植园所在的森林中的原住民群体。

伊藤忠商事：有污点的供应链
摩根大通也是日本主要食品批发公司和棕榈油贸易

商伊藤忠商事（Itochu）的最大融资方。根据Profundo

.
2019年，巴西帕拉州São.Félix.do.Xingu市的养牛场航拍图。
© 法比奥·纳西门托(Fábio Nascimento) /绿色和平组织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com/report/japan-major-financier-and-buyer-of-leakage-palm-oil-and-plywood/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com/report/japan-major-financier-and-buyer-of-leakage-palm-oil-and-plywood/
http://www.mightyearth.org/wp-content/uploads/Rapid-Response_Soy-and-Cattle_Special-Report_Fires_Sept-2019.pdf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Foreign-Farmland-Investors-in-Brazil-Linked-to-423000-Hectares-of-Deforestation-2.pdf


毁林“红利”27

当全球见证联系RGE，请其置评时，RGE表示：“
自2015年以来，APR I L在其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Policy）中就作
出了零毁林承诺（……）。APRIL重申了其承诺，将与
FSC（....）全面接触并合作，开启建设性、强有力的进
程，以期结束APRIL[与FSC]的分离状态。”

最近有一些报告，包括印尼非政府组织吉卡拉哈里
（Jikalahari）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声称APRIL的
子公司Riau.Andalan.Pulp.and.Paper.（简称RAPP）仍
在给富含碳的苏门答腊泥炭林排水。将泥炭地排干，通
常是为了把沼泽森林变成种植园，这就是过去十年困扰
印尼的灾难性森林火灾和雾霾的主因。.

RGE告诉全球见证，RAPP的行动是“政府批准
的”，涉及“与社区的事先协商（……）和保护区的保
护”，并补充道，这些行动旨在“改善水资源管理，降
低火灾风险”。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资产超过30亿美元，是
亚洲第四大银行，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这家国
有银行去年向股东报告称，它“大力支持环保活动，以
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仔细
看看它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现，过去五年里，它可能从
与世界上一些最恶劣的破坏雨林的企业的交易中获利不
菲。.

金鹰集团：极高的毁林率
中国银行一直是印尼企业集团新加坡金鹰集团

（Royal. Golden. Eagle，简称RGE）的主要融资机
构。RGE集团旗下的亚太资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APRIL.
International，简称APRIL）是世界上最大的纸浆和纸
张生产商之一，该公司长期处于与毁林相关的争议漩涡
中。2013年，在“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其他
非政府组织投诉其大规模毁林和危害社会后，该公司退
出了FSC。有报告称，APRIL供应商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就
清除了面积高达14万公顷的森林，其中包括苏门答腊岛
的大象和老虎栖息地。.

中国银行——“绿水青山”

2016到2020年与与毁林相关农业企业投融资的收益估计分析。 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https://news.mongabay.com/2020/10/pulp-paper-giant-april-rapp-riau-peatland-canal/
https://fsc.org/en/unacceptable-activities/cases/asia-pacific-resources-international-holdings-ltd-group-april
https://fsc.org/en/unacceptable-activities/cases/asia-pacific-resources-international-holdings-ltd-group-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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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显示，尽管存在上述危害，中国银行在2016年至2020
年期间仍可能从与RGE的业务关系中获利数百万美元。考
虑到RGE在森林风险行业的业务比例，中国银行的收益将
达到3350万美元。

中粮集团：贸易巨头
中国银行也是中国最大的食品和农业公司中粮集团

（COFCO）的主要融资机构，中粮集团因其大豆供应链
卷入毁林风险问题。根据Profundo对中粮大宗商品帝国
公开数据的分析，自2016年以来，中粮的这些业务为中
国银行带来了约2040万美元收入（经调整毁林业务比例
后）。

据数据分析机构TRASE称，这家贸易巨头每年从巴
西向中国运送多达400万吨大豆，主要用作猪饲料。这些
大豆大多产自巴西塞拉多地区和亚马逊地区面临威胁的
自然景观地带。中粮目前无法完全追溯其巴西大豆的来
源。该贸易商告诉全球见证，它承诺在2023年前对其直
接大豆供应商全面溯源。

濒危的犀牛
2020年，非政府组织“援助环境”指控RGE与三家

有大规模毁林行为的印尼制浆造纸公司存在所有权和供
应链上的关联。RGE强烈否认了这些指控，称：“我们
重申，我们坚决否认与这些公司有任何关联，坚决否认
我们的供应商网络中发生了毁林行为的任何说法。”.14.

RGE还管理着一家名为Apical的公司，该公司自称
是印尼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商之一。2020年，非政府组
织“雨林行动网络”指控Apical从一家以PT. Tualang为
供应商的油厂采购棕榈油，. PT. Tualang是一家印尼公
司，破坏了勒赛尔（Leuser）生态系统中的森林，该森
林是苏门答腊岛上犀牛、老虎和猩猩的重要栖息地。

在回应这些指控时，Apical告诉全球见证，它并没
有直接从PT. Tualang采购，而是通过第三方拥有的一家
油厂采购的，该案已通过Apical的申诉机制处理。

尽管存在这些丑闻，中国银行自2016年以来仍然向
RGE集团投入了约2.98亿美元。这包括2020年4月帮助为
APRIL安排的总额达10亿美元的银团贷款。全球见证的分

.
苏门答腊岛廖内省（.Riau）Rumbai.Pesisir村，警察正试图扑灭森林大火。在印尼，为了清除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森林，每年旱季都
会发生数百起放火焚林行为，这些行为往往是非法的.©阿夫里安托·西拉拉赫(Afrianto Silalahi)/NurPhoto, 来自盖蒂图像， 2019年10月4
日

https://www.trase.earth/
https://www.ran.org/leuser-watch/group-links-global-brands-and-financiers-to-deforestation-in-the-le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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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Sudcam的中化子公司Corrie. Maccoll的发言人
表示，该公司自2018年以来制定了零毁林政策，并根据
该政策将1.3万公顷森林归还给了喀麦隆政府。这位发言
人补充道：“种植园的资金来自内部资源，包括各种银
行信贷和现金。公司的财务管理和业务都独立于中化集
团。”

对金光集团和怡和集团等其他有争议的农业综合企
业的投资，使中国银行自2016年以来对已知的毁林企业
的投资总额达到约46.7亿美元。从这些公司侧重于涉及
毁林产业的业务比例来看，中国银行从与毁林相关的交
易中获得了近1.11亿美元收入。

当全球见证联系该行，请其置评时，该行没有回
应。

在我们的数据分析所涵盖的五年期间，中国各大银
行与已知的毁林企业达成的交易总额超过473亿美元。
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of.China）和中国建设银行（China.Construction.
Bank）都被发现与有争议的农业综合企业有大量往来。

“强大地球”称，自2017年10月以来，与中粮有关
的供应商在巴西清除了21498公顷森林，其中大部分毁
林行为都“可能是非法的”，因为这些可能发生在法律
规定的保护区内。中粮集团否认从“强大地球”查明的
一些农场采购大豆，并补充道，该非政府组织的分析并
没有确定哪些农场种植了大豆。2021年5月“新闻调查
局”报告称，中粮集团可能与一位亚马逊农场主有供应
链联系，该农场主“因破坏大片雨林多次被处以罚款和
制裁”。

中化集团：极具破坏性的项目
全球见证的数据分析还表明，按涉及森林风险

大宗商品的业务比例计算，中国银行从与中化集团
（Sinochem）的交易中获利可能超过105万美元。这家
中国化工企业集团对喀麦隆的Sudcam橡胶种植园拥有
控股权，这是非洲最具破坏性的农业综合项目之一。据
报道，2012年至2018年期间，Sudcam清除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UNESCO.World.Heritage.site）Dja
动物保护区（Dja. Faunal. reserve）附近的12700公顷原
始雨林。

“绿色和平”的一项调查发现，该项目还破坏了原
住民巴卡森林人（Baka. Forest. People）群体的营地和
圣地，导致他们失去了传统的狩猎场所。

“砍掉了一切”
2020年，一位社区领导人在接受喀麦隆记者采访时

描述了Sudcam对社区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前，如果
我的孩子生病了，我会穿过小路，[从森林里]寻找树皮和
树叶来制药。但今天你在那里什么也找不到。公司已经
砍掉了一切。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全球见证联系中化集团。请其置评，但没有收到回
复。

.
图片文字说明：中国历史最悠久银行的多家客户面临毁林指控.
©SOPA 图像 / Lightrocket，来自盖蒂图像

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tes.com/stories/2021-05-19/loophole-lets-soya-farmers-tear-down-the-amazon
https://news.mongabay.com/2019/05/huge-rubber-plantation-in-cameroon-halts-deforestation-following-rebuke/
https://www.greenpeace.org/africa/en/press/8593/we-were-told-not-to-go-into-the-forest-anymore-greenpeace-investigation-exposes-human-rights-violations-by-halcyon-agri/
https://infocongo.org/fr/la-culture-dhevea-au-coeur-dun-desastre-ecologique-au-camer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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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世界各地依赖森林的社区更是
如此。

我们相信，如果银行的环境审查发挥了作用，或
者他们要为自己的失察负责，我们所披露的这些交易就
永远也不会达成。银行从其客户的毁林行为中赚取了约
17.4亿美元收入，这其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可
以被视为理所当然地属于那些失去了土地和森林的社
区。取消从毁林行为中获利的权利将有助于制止金融业
在破坏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森林方面发挥推波助澜的
作用。因此，政府对主要金融中心的监管对于遏制为毁
林行为提供资金至关重要。

系统性的、频繁的、持续的
五年前，银行还很少因为与参与毁林的企业有联系

而登上新闻头条。今天，公众、议员和受影响的社区已
经不太可能被新的保证和承诺所安抚。越来越多的人呼
吁建立真正的问责制。本报告表明，毁林以及与之相关
的危害社会行为背后有资金支持并非一种反常现象，而

阻止世界雨林消失对于应对失控的气候变化至关重
要。研究表明，破坏热带森林造成了全球8%的二氧化碳
排放，也是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
因素。

金融业不能再被视为毁林的旁观者。越来越显而易
见的是，银行在促成、推动毁林行为并从中获利方面发
挥着根本性作用。本报告清楚地揭露了，他们正一次又
一次地与毁林企业达成交易。这表明这些交易是多么有
利可图，也表明银行并没有将其环保言论落实到行动。
银行试图让毁林行为合法化、甚至可能促成毁林行为，
这与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保护其森林、生计和家园的勇敢
行为是背道而驰的。

付出代价
银行业通过自我监管和自愿的零毁林政策解决毁林

足迹的努力并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果。银行一而再再而三
地维持着与农业综合企业利润丰厚的业务关系，这些企
业在危害森林和社区方面的作用是有据可查的。我们所

结论：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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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Profundo/Global Witness.

最大的毁林企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
有资金支持

每个点都显示了贷款、信贷、股权和债券交易的最新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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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系统性的、频繁的和持续的。虽然银行似乎从与毁林
企业的交易中获得了非法收益，但他们将面临受影响社
区的赔偿要求。

未来五年，金融机构可能会继续从2016年至2020年
达成的交易中获利。

.

随着各国政府将注意力转向金融业在促成毁林方面
的作用，以牺牲森林社区为代价获得的收入将受到越来
越多的质疑，并给金融机构带来越来越多的债务。现在
是立法者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应迫使银行为其客户造成
的环境破坏和社会危害承担责任。世界上现存热带森林
的未来就取决于此。.

金融机构需要为从毁林中获利的行为承担起
责任。各国政府，特别是欧盟、英国、美国和中国等
主要金融中心的政府，需要确保对金融机构和企业
进行有效监管，结束他们在全球毁林的共谋行为。

各国政府必须：
> .. 要求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企业尊重受影
响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

> .. 通过立法处理所有形式的毁林和相关的环境
危害行为，而不仅仅只是处理那些根据当地法律被
视为非法的行为。

> .. 处理所有导致毁林的商品，包括但不限于棕榈
油、大豆、橡胶、牛及其衍生产品。

> .. 为包括金融机构业务在内的所有业务制定严
格详细的尽职调查标准，并制定有效的执法和处罚
措施。

> .. 确保社区有寻求补救和补偿的渠道。
> .. 避免依赖缺乏有效毁林问责措施的气候风险
报告倡议。

金融机构必须：
> .. 为造成、助长毁林和危害社会的行为或与这些
行为有直接关联，.向受影响社区和生态系统提供补
救和补偿。.

> .. 停止秘密融资的做法，这些做法剥夺了当地社
区的知情权，让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或金融机构正
试图从他们所在地区的活动中获利。

> .. 披露他们将如何处理与涉及毁林和相关的危
害社会行为的企业进行交易或对其投资所获得的
利润。

> .. 对在森林风险行业经营的企业进行严格的尽
职调查，包括使用实地和社区一级的数据。

> .. 公布无法降低毁林和危害社会的风险的企业
和禁区名单，将其排除在业务之外。

> .. 限制、减少和退出土地密集型产业，并支持向
可持续的地方农业体系过渡。

> .. 对报复和袭击土地和环境维权人士、非法征地
和侵犯受影响社区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的行为
采取零容忍立场（FPIC）。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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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因此，荷兰银行实施了可持续性风险政策框架，并
为农产品行业的客户制定了最低要求（……）。

我们相信，与直接排除客户相比，通过与客户合
作，我们可以更有效地防止毁林和森林退化（……）。

我们不接受荷兰银行从其在农产品行业的业务活动
中获取了‘非法收入’的说法。”

桑坦德银行表示：“尽管我们不能针对某个具体的
客户发表意见，但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清楚作为
该地区领先银行的责任，并致力于成为一股进步力量，
支持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亚马
逊雨林是至关重要的（……）。

展望未来，我们期望亚马逊的牛肉加工客户能在
2025年前建立起一个涵盖肉牛间接供应商在内的完全可
追溯的供应链，并将以此作为发放信贷的前提条件。”

该行补充道，它会仔细筛选所有巴西客户，审查
他们是否是存在非法毁林、侵占原住民土地和奴役劳工
行为的农场主或牧场主。桑坦德银行还指出，他们是“
负责任大豆圆桌会议”（Roundtable. on. Responsible.
Soy）和“巴西可持续畜牧业圆桌会议”（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Livestock，葡萄牙语简称GTPS）的创
始成员。

先锋集团（Vanguard）表示：“先锋集团的投资
管理团队代表先锋基金及其投资者，在涉及公司治理、
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多重问题的领域运营，致力于提升
和保护股东的长期价值。团队定期与各公司高管和董事
会接触，包括与相关公司就毁林及其对长期业务可持续
性的风险进行讨论。如果一家公司在应对这些风险方面
没有取得进展，我们将追究其责任，以保护我们的投资
者的长期价值。”

ING银行表示：“在ING，我们已经认识到，银行
在帮助保护生态系统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可以发挥作
用。”

该行表示，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态度以及对毁林的立
场可在其公共网站上查看，并补充道：“对于交易和/
或种植农业大宗商品的ING客户，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环
境和社会风险（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简称

附录一 ——其他企业的回应

在相关情况下，我们已将一些企业和银行的回应纳
入了本报告正文。另外，我们也获得了其他一些企业和
金融机构的回应，概述如下：

巴克莱表示：“当我们发现客户被指控造成了不
利的环境或社会影响且这些影响不符合我们的政策要求
时，就会联系客户，并在必要时咨询其他专家，以调查
这些指控，确保我们的政策要求得到满足。”

该行否认促成毁林和没有对客户进行适当检查，
并提到了一项禁止客户造成原始或受保护林地退化的要
求。

渣打银行表示，它认真对待有关与其可持续发展政
策不一致的指控，并将调查全球见证的指控。其政策中
包含禁止向因开发种植园或牧场造成原始或受保护林地
退化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内容。

国民西敏没有置评。

保诚表示：“我们清楚，毁林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是，由雨林等自然碳汇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
按目前对经济价值的衡量方式没有得到适当的考虑。

我们与非政府组织和行业网络合作，支持有利于自
然的政策和行为改变，我们也通过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
和员工参与来做到这一点。”

施罗德表示：“我们认识到，毁林、土地用途改
变、农业强度增加、人口过剩、气候变化和污染等活动
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我们将联系我们认为其做
法不可持续的企业。”我们并不害怕在有必要采取这种
行动的领域提升我们的关注度。”

荷兰银行（ABN Amro）表示：“2020年8月，荷
兰银行宣布重新调整其公司和机构银行业务的重点。目
前，荷兰银行正在逐步减少其在西北欧以外的公司银行
业务。贸易和大宗商品融资活动将完全停止（……）。

我们已经认识到，森林对于生物多样性、预防危
险的气候变化和确保社区生计的关键作用。众所周知，
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活动是造成自然森林景观丧失的因

https://www.ing.com/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usiness/Biodiversity.htm
https://www.ing.com/Sustainability/Our-Stance/Deforestation.htm
https://www.ing.com/Sustainability/Our-Stance/Deforestation.htm
https://www.ing.com/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usiness/Environmental-and-social-risk-policies.htm
https://www.ing.com/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usiness/Environmental-and-social-risk-polici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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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宝集团控股有限公司（Noble Group Holdings 
Limited）告诉我们，该公司已经过了重组，因此现在
被视为与其前身来宝集团有限公司（Noble.Group.Ltd，
简称NGL）不同的实体，后者目前正在进行清算中。该
公司表示，NGL的棕榈油子公司要么已被出售，要么正
在自愿破产的过程中。一位发言人补充道，NGL的棕榈
油子公司主要建在“次生林”上，不含泥炭地，尽管承
认子公司“实际上错误地清除了一些原始森林（1058
公顷）”。至于银行，该发言人表示，银行“（以及其
他）向来宝提供了贸易融资、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经
纪服务等；并可能不时认购来宝的债券。但是，棕榈油
业务的投资资金是来自来宝集团的留存收益。没有任何
银行为收购或持续运营这些棕榈油投资项目直接提供资
金，[因此]试图将这些银行与来宝的农产品投资联系起来
（……）是一个极其站不住脚的说法。”

FGV控股有限公司（FGV Holdings Berhad，简称 
FGV）. [Felda 集团]告诉全球见证:“FGV坚定承诺不毁
林、不开垦泥炭地和不侵犯人的基本权利（NDPE）。”
这一承诺包含在FGV的集团可持续发展政策（Group.
Sustainability. Policy，简称GSP）中，该政策是FGV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总体框架。一名发言人补充道，关于其
子公司PT.Temila. Agro.Abadi.（PTTAA）毁林的报告是
不实的，一家独立评估机构发现“没有破坏天然林”。
该公司表示，另一家子公司被报告在其特许经营地毁林
后，已被下达“停工令”。

王子集团（Oji Group）告诉全球见证，与报告相
反，其棕榈油子公司“从未进行放火开荒”，其运营“
不仅符合印尼《林业法》（Forestry. Law)，还保留了
FSC和PEFC的林业认证，以改善其管理系统，同时也考
虑到了社会和环境影响。”

ESR）政策进行评估——该政策包括气候（第27页）和人
的基本权利（第23页）部分，以及专门针对林业和农业
大宗商品行业的政策（第48页）”。

该行还表示，根据经合组织《跨国企业指南》和经
合组织《企业贷款尽职调查指南》（Guidelines. on.Due.
Diligence.for.Corporate.Lending），该行将与其客户造
成的任何不利影响“挂钩”，而不是“助长”。他们补
充道：“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应（与客户）合作，寻求
解决严重的不当行为，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Silchester表示：“Silchester与金光集团没有直
接或间接的关系，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虚假和误导性
的。Silchester的客户投资了金光农业资源公司。金光农
业资源公司已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购买公
开交易的股票证券与提供贷款、购买债券或其他融资活
动有着本质区别（……）。一家公司不会因为一个股东
从另一个股东手里购买股票而获得任何新的融资。

““Silchester鼓励[金光农业]董事会在其商业计划
中考虑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我们已经要求该
公司在这些问题上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保持透明（……）
。Silchester期望，其投资组合中的所有企业，包括[金
光农业]，都能遵守其业务所在的每个司法管辖区当地的
法律法规。”

Felda集团、来宝集团和王子集团虽然被纳入我们
关于涉及毁林的农业综合企业的金融数据集中，但在本
报告的案例研究部分没有展开讨论。尽管如此，全球见
证还是联系了这三家企业，请他们就将他们与毁林联系
起来的公开报告发表意见：

https://www.ing.com/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usiness/Environmental-and-social-risk-policies.htm
https://www.oecd.org/investment/due-diligence-for-responsible-corporate-lending-and-securities-underwriting.htm
https://www.oecd.org/investment/due-diligence-for-responsible-corporate-lending-and-securities-underwri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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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展示了用账面比率法分配给簿记行组的认购比
例。当参与行总数相对于簿记行数量的比例增加时，簿
记行所占的比例就会减少。这就避免了簿记行和其他参
与行在数额上出现太大差异。15

表：分配给簿记行组的认购比例 
账面比率 贷款 发行

>1/3 75% 75%

>2/3 60% 75%

>1.3 40% 75%

>3.0 <40% <75%

估算收益
对于数据集中所涵盖的每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贷

款、信贷、承销、持债和持股），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
来估算银行从中获得的收益，具体如下所示：

（备注：投资机构可以用自己的账户持有债券和股
票，也可以代表第三方管理这些债券和股票，因此这类
交易的收益数据会包含最终流向第三方的收益。）.

a). 持股：股票价值波动产生的收益采用动量分析估算。
动量分析先确定五年期间各季度的持股数量和价值，
再确定股息的支付间隔和数额，然后计算研究期间每
家公司和金融机构收到的股息。

b). 持债：如果债券发行时间超过5年，则通过假设债券
持有时间为5年来估算收益值；如果债券发行时间不
足5年，则持有时间从债券发行之日算起，至研究进行
之日截止。然后根据票面利率计算它们可能产生的收
益。由于无法获取债券持有的历史数据，而且债券通
常是长期投资，这被认为是利用现有数据进行估算的
最佳方法。

c). 贷款：多笔贷款的到期日和利率信息来源于Refinitiv
或彭博社，以及公司报告、媒体资料和其他可用的金
融数据库。贷款收益的计算基于两个因素：推算的交
易费用和来自利息收入的收益。金融数据提供商的数
据中通常包含推算的交易费用。在交易费用缺失的情
况下，则使用参考值计算交易费用。如果已知每家金
融机构出资额的费用，则该参考值为推算交易费用的
平均值，从而得出交易额与推算交易费用的比率。该

附录二——研究方法

全球见证委托可持续发展和供应链分析公司
Profundo为本报告中提到的农业综合企业，以及他们的
集团控股公司、集团融资平台和相关子公司提供关于资
金流向的数据。这些农业综合企业是根据对有记录的共
谋毁林的指控进行案头研究，从“森林与金融”数据库
中挑选出来的。

这项研究主要依靠金融数据库收集财务数据，包括
彭博（Bloomberg）和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Eikon，以及公司报告，还包括对公司网站、年度报告、
公司注册信息、EMIS和奥比斯（Orbis）等数据库以及
其他行业资源的深入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的信贷活动，
分析了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债券和股票持有情
况。

计算投资和信贷规模
金融数据库并不会每次都录入一笔交易中单个金

融机构认购额的细节。如果金融数据库中录入了这些细
节，则尽可能地记录单个银行在银团贷款和承销中的认
购额。在许多情况下，一笔贷款或一次发行的总额是已
知的，参与放贷或发行的银行数量也是已知的。但是，
每家银行各自承诺的贷款额或发行额必须通过估算得
出。

本研究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这一数额。

第一种是用单个机构的管理费与所有机构收取的管
理费之比。计算方式如下：参与行认购额=（（单个参
与行所收费用）/（所有参与行所收费用之和）X本金金
额）。

当一笔交易中的一个或多个参与行的费用未知时，
则使用第二种方法，即“账面比率”。这用于确定簿记
行或其他经理行的承诺认购份额，即各银行对多家银行
参与的交易所承诺的认购比例。当新债务或新股票发行
时，簿记行是主要承销行或协调行。计算方式如下：账
面比率=（参与行数量—簿记行数量）/簿记行数量。

https://forestsandfin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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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风险”商品上，如棕榈油或大豆。例如，嘉吉活跃
于多种食品商品的交易，而大豆只是其中之一。本研究
中的数据——关于交易规模和产生的收益——都进行了
相应的下调，以结合这些企业各自的“森林风险”业务
所占的比例，更准确地反映交易规模和收入。下调采用
了“森林与金融”网络使用的“分业调整系数”法。这
里解释了对交易数据进行分业调整的完整方法。16.

我们挑选了20家涉及毁林问题的农业综合企业

·.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Brookfield.Asset.
Management）

·. 嘉吉（Cargill）
·. 中粮集团.（COFCO）
·. Felda集团*.(Felda.Group)
·. 云顶集团.(Genting.Group)
·. 伊藤忠商事.(Itochu)
·. 怡和集团.(Jardine.Matheson.Group)
·. JBS
·. Marfrig
·. Minerva
·. 来宝集团*.(Noble.Group)
·. IOI集团.(IOI.Group)
·. 王子集团*.(Oji.Group)
·. 金鹰集团.(Royal.Golden.Eagle.Group)
·. 萨利姆集团.(Salim.Group)
·. 金光集团.(Sinar.Mas.Group)
·. 中化集团.(Sinochem)
·. SLC.Agricola
·. 奥兰国际.(Olam.International)
·. 丰益.(Wilmar)

* 虽然在本报告的正文中没有详细讨论这些公司，但我们
还是联系了他们，请求置评。收到的回应见附录。.

比率适用于所提供的金融数据服务未登记推算交易
费用的交易，以估算出推算交易费用。来自利息收入
的收益是根据交易到期日、利率、应付给各金融机构
的未偿还额以及已到期交易的历史数据计算的。在利
率未知的情况下，则使用世界银行关于各国每年贷款
利率的数据。只有涉及到巴西时才改用巴西借款人的
平均利率，因为世界银行的贷款利率与金融数据库中
记录的利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d). 循环信贷：循环信贷也是贷款的一种，因此采用与公
司贷款相同的分析方法。但是，公司贷款最终会出现
在公司客户的银行账户上，而循环信贷则并不一定会
直接出现在客户的银行账户上。循环信贷额度可以在
给定的时间内按需提取，就像透支额度可以由消费者
提取一样。循环信贷额度可以在可用期间多次提取，
可以全部提取，也可以部分提取。公司也可能选择不
动用现有额度。根据公开的信息，无法确定在贷款可
供公司使用期间，循环信贷额度是否已经被提取，提
取了多少，全部或部分地提取和偿还了多少次。考虑
到这一局限，我们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假设在该贷
款可供公司使用期间，至少被全部提取过一次。利息
收入的计算将基于这一推理，采用与上述公司贷款相
同的方法。

e). 承销：对于债券和股票发行承销，收益根据推算费用
估算。金融数据提供商的数据中通常包含推算的交易
费用。在交易费用缺失的情况下，则使用参考值计算
交易费用。如果已知每家金融机构出资额的费用，则
该参考值为推算交易费用的平均值，从而得出推算交
易费用与推算交易额的比率。该比率可适用于所提供
的金融数据服务未登记推算交易费用的交易，以估算
出推算交易费用。.

数据分业调整
这项研究涉及的许多农业综合企业都是大型企业集

团，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有一部分业务集中在“

http://forestsandfin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Forests-Finance-financial-research-methodology-01Sep2020.pdf
http://forestsandfin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Forests-Finance-financial-research-methodology-01Sep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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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亚马逊森林艾克来州（Acre），摄于2020年11月.© Lalo de Almeida/Panos/Global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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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选农业综合企业的完整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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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吉
. 中粮集团
. Felda集团
. 云顶集团
. 伊藤忠商事
. 怡和集团
. JBS
. Marfrig
. Minerva.
. 来宝集团
. IOI集团
. 王子集团
. 金鹰集团
. 萨利姆集团
. 金光集团
. 中化集团
. SLC.Agricola
. 奥兰国际

. 丰益
2. 英国《金融时报》：法国巴黎银行能战胜投行厄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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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日. https://www.ft.com/content/75b26843-5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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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自.www.trase.earth
4. 2019年4月3日，Mongabay，巴西大豆贸易涉及大面积毁

林和碳排放问题（. Brazil. soy. trade. linked. to. wide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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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agement. Structures. of. Asia. Pulp. &.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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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12018年5月16日,. 绿色和平组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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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ormulário. de. Referência. -. 2020. -. SLC. AGRICOLA. S.A..
Versao.4,.2020年12月31日

13. 全球见证从帕拉州卫生局（Sanitary. Agency）（（Agência.
Sanitária. do. Estado. do. Pará. . -. Adepará））的网站上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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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援助环境”对RGE的否认所作的回应请参阅以下文档第
25-27页. https://www.aidenvironment.org/key_themes/
cross-commodity-policy/

15. 对于簿记比率超过3.0的交易，我们使用了一个公式，随着簿记
比率的增大，该公式会逐渐降低分配给簿记行的认购比例。此
处使用的公式为：(1/√簿记比率)/. 1.443375673。分母中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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