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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for Turning On Interpretation 

FIRST: Click the “Interpretation” Globe on your screen

NEXT: Click the language for which you would like to hear the audio 

 

LAST: Click “Mute Original Audio” when you do not want to hear the original 
speaker’s voice. Unmute again when you want to hear original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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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与金融”（Forests & Finance）是由包括雨林行动网络
（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TuK印度尼西亚(TuK Indonesia)、
Profundo、Repórter Brasil、亚马逊观察（Amazon Watch）、银行监察组
织 （BankTrack）和马来西亚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Malaysia） 在内的
公民运动组织及研究机构联合发起的一项倡议。这些组织和机构共同寻
求改善金融行业的透明度、政策、制度及规范，从而最终阻止金融机构为
损害环境和社会利益的活动提供支持。目前，这类损害在许多森林风险
行业客户的经营活动中普遍存在。

介绍森林与金融



森林与金融倡议介绍

我们在2016年建立了森林与金融倡议。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三个
渠道暴露金融行业融资对森林风险企业的滥伐和侵权行为的责
任。三个渠道如下：

1. 提供开源数据关于哪些金融机构在融资森林风险企业

2. 评估金融机构应对融资森林风险行业的政策

3. 通过案例暴露受融资得企业非法活动和违背金融机构相
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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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s Role in 
Deforestation
Forests & Finance assesses the finance received by over 
300 companie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beef, soy, palm oil, 
pulp and paper, rubber and timber supply chains, whose 
operations may impact natural tropical forests and the 
communities that rely on them in Southeast Asia, Central 
and West Africa, and parts of South America.

帮你研究和分析森林风险与金融行业的链接通过：

分析森林风险融资趋势 识别哪些金融机构在融资

森林风险企业

金融机构应对森林融

资政策评估



数据分析功能

10个
筛选

分析结果的图
表
- 最大投资者
- 最大债权者 

数据总结

下载分析
数据

分享数据分析



快速浏览



对比金融机构



政策评估分值

See whic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most involved and how their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olicies stack up. For a summary of the compiled policy assessments and scoring criteria, download the 
Policy Matrix. Policy scores are on a scale from 0-10.



金融机构简介: JPMorgan Chase
Assessment Details



Assessment Details
金融机构简介: 中国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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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分析
● 投资者持有415亿美元的森林风险债券和

股票
● 将近一半的资金投入棕榈油、五分之一投

入纸浆和纸
● 三分之二的资金投入东南亚、三分之一投

入拉丁美洲



投资者分析

最大投资者有：

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基金、

巴西开发银行、

美国理财公司与日本和韩
国国家养老金



投资者分析

最大收资方中有：

一家制造棕榈油公司
（Sime Darby）、

一家制造纸浆和纸公司
（Suzano）、

一家制造橡胶产品公司
（Top Glove）

和一家制造牛肉产品公司
（J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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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融资森
林风险政策评估

方法

评估分值标准:

➔ 零分: 政策不包括该森林风险准则

➔ 8.5分: 政策包括该准则但是允许例外，比如企业的供应商

不用达到准则的要求

➔ 10分:政策要求企业和它的供应商都达到准则的要求 

政策单独评估:

➔ 每一森林风险产品的相应政策单独评估——牛肉、棕榈油、

纸浆和纸、橡胶、大豆和林业

➔ 针对不同金融服务的政策也单独评估——贷款与承销服务

和投资服务

六个森林风险产品单独分值总结成一个总数:

➔ 在 F&F 数据库中找到的每种商品的融资和投资金额使用

加权平均。



政策评估: 
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政策评估详细信息

牛肉 大豆 棕榈油 纸浆和纸 林业 橡胶目录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1： 公司及其供应商必须致力遵守天然森林和

生态系统的零砍伐、不转化政策

2： 公司及其供应商不得排放或降解湿地和泥

炭地

3：公司及其供应商不得转换或降解高碳储量

（HCS）的热带森林地区  

4：公司及其供应商不得在保护区内经营或对其

产生负面影响

5：公司及其供应商必须识别和保护其管理的保

护价值（HCV）高的区域

准则



政策评估:
中国工商银行

政策评估详细信息

牛肉 大豆 棕榈油 纸浆和纸 林业 橡胶

1： 公司及其供应商必须致力遵守天然森林和

生态系统的零砍伐、不转化政策

目录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2： 公司及其供应商不得排放或降解湿地和泥

炭地

3：公司及其供应商不得转换或降解高碳储量

（HCS）的热带森林地区  

4：公司及其供应商不得在保护区内经营或对其

产生负面影响

5：公司及其供应商必须识别和保护其管理的保

护价值（HCV）高的区域

准则



政策评估分值



金融机构融资
森林风险政策
评估

已经出版的政策评估:

➔ 评估了54家银行和投资者的森林风险融资政策

➔ 金融机构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巴西

➔ 所有被评估的金融机构在出版评估分值之前有机会查看

评估结果和反馈

最好分值：

➔ ABN Amro (荷兰): 7.1
➔ Rabobank (荷兰): 6.8
➔ 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 (挪威): 6.5 
➔ ING Bank (荷兰): 6.2
➔ Citigroup (美国): 5.9

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很多银行和投资机构分值相对低。

今年9月将对200家金融机构的森林风险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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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 中国银行
业森林风险投资

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150亿美元的资金， 规模成为

世界第二大热带森林风险商品融资来源超过了印度

尼西亚（140亿美元）但是小于巴西（530亿美元）



案例分析 - 中国银行
业森林风险投资

最大客户包括：

● 在东南亚和西非制造橡

胶的企业（中化集团）

● 印尼的两个大制造棕榈

油和纸浆集团（金光集

团、金鹰集团）

● 农业产品贸易商（中粮集

团）



案例分析 - 中国银行业森林风险投资

中国金融机构通过其投资的公司将
自己暴露在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之
中。

政府已经为了促进可持续化投资实
践而制定了一些指导方针和倡议。

然而，这些指导方针和倡议似乎还没
有完全整合进投资过程， 也没有转
化为中国金融机构审慎的融资决策

组别

环境问题 社会问题 治理问题

森林砍伐 火 社区权利 人权 贪污 非法操作

中国林业集团 X X X X

中粮集团 S S S S S S

金鹰集团

金鹰集团 – 纸浆和纸 X X X X X

金光集团

金光集团 – 棕榈油 X X X X X X

金光集团 – 纸浆和纸 X X X X

中国中化集团 X X X X X

X = 与公司有直接关联的问题

S =供应链上的问题



制定政策

➔ 中国金融机构应当制定清晰明了的政策，以对森林风险行业信贷

及投资。“森林与金融”提出了一套最低标准，这些最低标准应

当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

➔ 强化尽职调查

➔ 中国金融机构应遵守其信贷及投资政策并加强尽职调查。中国

《绿色信贷指引》也对强化尽职调查作出了规定。

增进沟通

➔ 中国金融机构对客户及受资企业的活动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监督。

为实现更有效率的交流互动，中国金融机构应当开放沟通渠道，

在公民社会组织试图与其进行对话的时候加强回应。

撤资

➔ 如果企业违反投资协议中涉及ESG政策的条款，且未能立即纠

正其违反任何ESG政策的行为并采取纠正行动防止类似情况再

次发生，中国金融机构应当终止与其签订的投资协议并不再持其

债券和股票。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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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XXXXXXXX 
TO ADD TITLE 

中国银行业的环境社会风险
：

以棕榈油、大豆和牛肉为例

森林和金融研讨会
2021年6月10日



全球见证森林团队简介



最新报告聚焦中国银行业农林投资及其风险

可扫码阅读报告全文



•中国已成全球农林融资主力
之一

•五大商业银行提供了45%的
投融资

•中国银行业和投资者面临明
显风险敞口

Source: Forest and Finance, 
accessed in January 2021 (older 
version)

最近报告主要发现



棕榈油行业存在的警示信号

从2013 年1 月到2020 年4 月，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向棕榈油行业的主要生
产和贸易企业提供了价值32 亿美元

全球见证根据自身调研和分析、结合公开信息，指出受资助最主要企业及
其供应链涉及的毁林、森林火灾和侵犯社区权利等环境和社会风险。

棕榈油是软性大宗商品中毁林风险最高的商品之一。最大产区之一印度尼
西亚在2001至2016年间是热带原始雨林毁林数量最高国家。目前棕榈油
生产有向其他森林国家发展趋势。

棕榈油的生产也广泛也涉及社会问题，尤其涉及土地掠夺和侵犯传统土地
权（customary land rights）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af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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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巴西森林被毁的主要原
因是大豆和牛肉的生产。

毁林对区域水循环和气候有影响。中国目前是巴西大豆和牛肉的最大消费
国。因此，巴西种植条件的恶化都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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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
毁林的问题（来源：Mighty Earth）

两家北欧知名金融机构出于环境和贿赂风险已停止投资全球最大的肉类
生产商JBS – 仍在2020年获得中国的银行和其他机构的投资。

https://www.mightyearth.org/soy-and-cattle-tracker/


中国具备能高效监管有关融
资的良好条件

目前拟修订的《中国商业银行

法》，为中国监管者提供了良

机

中国银行业应如何应对毁林风险

图片版权：Lalo de Almeida/Panos/Global Witness



相关政策

《绿色信贷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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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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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作为金融法治顶层设计
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宏观层面融入绿色金融相关理
念，将气候环境和社会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与风险
监管，明确银行业为实现全球生态文明、捍卫生态红线
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可扫码阅读报告全文

                             感谢聆听！

如有相关反馈，欢迎致信：byin@globalwit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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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vestment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aper Network





8.000 years ago intact forest covered large tracts of the planet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reenpeac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www.intactforests.org/world.map.html



Today only 1/5 is intact on large tracts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reenpeac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www.intactforests.org/world.map.html



…and we are still losing them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reenpeac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www.intactforests.org/world.map.html



   In 2010 we lost 11.9 million ha, an area larger than Virginia - 3.8 million ha of primary rainforest: a 
football pitch every 6 seconds.
https://blog.globalforestwatch.org/data-and-research/global-tree-cover-loss-data-2019/ 



The paper industry turns this…



into this…



…and we turn it into 
this.



Main impacts of paper-making

• Forest Destruction
• Industrial plantations
• Illegal logging
• Human Rights Abuses
• Climate Change 
• Energy Use
• Water Use
• Pollution



Global Paper Vision

EPN members (> 140 NGOs) share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cover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1. Using less, using fairly - Reduce global paper consumption and promote fair access to 
paper;

2. Recycling - Maximise recycled fibre content;
3. Caring for people - Ensu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4. Protect forests - Source fibre responsibly; 
5. Climate -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6. Pollution - Ensure clean production;
7. Governance - Ensure transparency and integr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e9yEc7FUs&feature=emb_logo&ab_channel=EnvironmentalP
aperNetwo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e9yEc7FUs&feature=emb_logo&ab_channel=EnvironmentalPaperNetwo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e9yEc7FUs&feature=emb_logo&ab_channel=EnvironmentalPaperNetwork


1. Using less & using fairly

400 million tons of paper are used each year. This is enough to build a 
tower of A4 sheets high as 20 tim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1. Using less & using fairly



1. Using less & using fairly



Invest more in recycling and paper 
efficiency
• All paper fibres – like cats – 

should have 9 lives! 
• Paper efficiency is the most 

direct way to cut negative 
impacts.

2. Recycling



3. Caring for people

1.6 billion people 
rely on forest 
resources for their 
livelihoods
Fao, The state of the world forest genetic resource, 2014, 
http://www.fao.org/3/a-i3825e.pdf

40 percent of the extreme 
rural poor – around 250 
million people – live in 
forest and savannah 
areas

FAO, 2018 http://www.fao.org/state-of-forests/en/



Forests are essential for livelihoods of local people,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survival, spiritual experience and recreation… 



… but sometimes peoples livelihoods are negatively impacted by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4. Protect forests

Source fibre responsibly
• Use agricultural waste fibre
• No illegal timber
• 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FPIC) of local forest 

communities
•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FSC certification is closed 

to our vision, but not without its flaws)



Forests are essential for wildlife habitat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ut globally many high conservation value forests are being logged for paper. 



In some places natural ecosystems are converted to industrial plantations with 
limited ecological value, using toxic chemical herbicides and fertilisers with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local people.



5. Climate – reduce GHG emissions

Deforestation is the second largest 
source of CO2,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15% of emissions (including 
peatland forests).



Forests are essential for climate protection



A burning issue

Climate change 
driven dry seasons are 
turning large scale
industrial plantations into 
driving factors of huge fires
• Indonesia
• Chile
• Portugal
• Brazil 

http://environmentalpaper.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Forest-fires-plantations-EPN-discussion-document-20-Feb-2019.pdf



6. Pollution

Ensure green production
• Avoid chlorine bleaching
• Eliminate water and air pollution
• Energy and water efficiency
• Design products for efficiency, re-use and recycling



Forests are essential for climate protection, clean air and water...



can cause water and
..but pulp mills produce toxic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and waste.



7. Governance – ensure transparency & integrity

Illegal logging and corruption causes enormous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ies.



Going South

Plantations are now moving to the tropics, 
where forests are more threatened, and 
traditional land uses more needed.



New pulp mills are planned in China, Russia, Brazil, Chile, Mozambique, Indonesia and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 pulp mill is like a slow bomb



Investors will decide the future! 

• Pulp mill impacts radiate out for decades. 
• Investment decisions made today will still be affecting 

forests and people at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 We must stop ir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 new pulp mills 

that do not have sustainable fibre sources or that cause 
pollution.



Pap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ivilisation, 

but it must not cost the earth!



Consequences of 
Investment in Pulp 

and Paper

• Deforestation
• Wildlife Devastation
• Forest Fires
• High-Rat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 Industry Unpopularity
• Over consumption

• Indigenous Communities
•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 Weakened Governments



Chinese Investment in Indonesia Pulp and Paper

• Suppor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actices
-Flagship projects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IIB  Environmental & Social Framework 
 2021ESF allied to all projects including in 
investment pipeline on/after Oct. 1, 2021

• Second-Largest investor
-Top 5 Banks 

• Beijing’s China 2020 5-year plan
• China’s Pulp & Paper Industry



Impacts on Local Communities

• EPN’s Green Paper, Red Lines’ 

-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 Indigenous Peoples

- Lost and Weak

- Confusing domestic regulations

•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 Lack Human Rights

- Lack Diligence Mechanisms

• Invest in Companies that:

- Adhere to Applicable Laws

- Principle of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 Independent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s



INVESTORS Take Environmentalist Issues Seriously: When They Don’t, They Lose Money

• Investment projects can be shut down abruptly by public pressure
•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lobby governments to have the polluting project shut down

•  Ghana
• Sometimes there is risk of violent opposition, 

○ Nigeria
• When projects are shut down abruptly, investors are left with economic losses and are blamed for ecological destruc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ese Investment 
Banks

● 中国投资银行应遵守中国环境纸张网络的《纸业环保红线》，并承诺支持该网
络倡导的全球纸业愿景。

 
● 中国投资银行应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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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

 
● 中国投资银行应重申对中国国内与国际发展目标的支持。其中包括绿色“一带

一路”倡议，以及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五年计划基础上致力于绿色发展。
他们应评估其投资组合与这些目标的一致性。

 
● 中国投资银行应确认其投资的制浆造纸企业已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证，

并敦促其在整个生产过程和供应链中遵循FSC定义的“最佳实践”。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ese Investment 
Banks

● 目前投资于印尼浆纸业的银行应鼓励这些企业改善其社会和环境绩效，如果
在商定时间内没有明显改善，则应考虑撤资。

●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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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保障当
地受影响社区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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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

● 中国投资银行应投资于具有环保意识的新兴企业，而非侵犯人权和环境权利
的大企业。银行应鼓励浆纸公司采用替代材料和工艺，如无氯加工回收
（PCR），并注重技术和能源上的创新。



议程

介绍 - 沃德（Profundo）

网站更新 - 沃德（Profundo）

投资者分析 - 沃德（Profundo）

政策评估 - 沃德（Profundo）

中国金融机构案例分析 - 沃德（Profundo）

毁林农产品融资分析 - 殷贝贝（全球见证 - Global Witness）

纸浆和纸融资案例分析 - 温波（中国环境纸张）

问答 - 蒋亦凡（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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