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合作国际林业投资与贸易项目（InFIT）项目——产出二

“林业自愿性指南”项目成果简报

海外林业投资落实《指南》激励机制初探
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林业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规模日益扩大，领域也逐步拓宽。
由于林业资源的特殊性，原材料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具有
重要的保护价值，因此，如何可持续地开发利用当地的林业资源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也
为中国政府和企业重视。在此背景下，2009 年，国家林业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中国企业境
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利用指南》（以下统称为《指南》），重点针对海外采伐和生产的中国林
业企业。《指南》将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理念融会其中，体现了指南的先
进性。作为国际上首个针对海外林业开发的政府指导性文件，《指南》在发布后引起了非常广
泛的反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欢迎和肯定，展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自 2009 年以来，国家林业局与科研机构、国际组织等多次组织开展推广和培训，
并借助各种机会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指南》。目前，在俄罗斯、莫桑比克、加蓬、
圭亚那等多个国家的近百家中国企业参加了《指南》的培训，许多国家的林业部门
对《指南》高度评价，希望和中国一起推进本国的林业可持续经营利用。然而，《指
南》的非强制性一直为利益相关方所关注，如何最大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促使中国
企业落实相关的要求，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在中英合作 InFIT 项目的支持下，项目
组开展《指南》激励机制的研究，提出《指南》推广的具体措施，必将对全球森林
资源的合法、可持续经营利用及相关贸易活动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产生强大的社
会影响。

必要性
• 政策支持是企业“走出
去”的源动力
•《指南》的落实还存在
差距
•《指南》的落实将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木材合
法性体系的发展
•《指南》的落实有助于
发挥女性和原住民在社区
中的作用
关键数据
• 截至 2014 年底，林业对
外投资存量 24 亿美元。
• <50%。对所在国林业法
律法规和可持续经营方面
的要求充分了解的企业占
比不到一半。

国外自愿性指南的激励经验
√自愿性原则通过市场激励机制可以得到推广。自愿
性原则的推广需要发起机构的不懈努力，并充分发挥发
起机构的影响力和宣传力，通过推广可持续认证产品的
杠杆作用撬动生产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应用自愿性原则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决定了
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可以在自愿性原则的推广中发挥
重要作用，并且可以参与原则的制定、实施、评估、修订、
宣传等各个环节，非政府组织等自身的目标和宗旨也使
得他们对自愿性原则有较高的忠诚度，不会轻易因时
√通过各国政府的承诺推广的自愿性负责任商业行
为守则。OECD 准则阐述了加入国政府对于商业行为的共
同期望，主要内容涵盖一般政策、信息公布、劳资关系、
环境、打击行贿、消费者利益、科学技术、竞争、税收
等方面，为企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了参照指标。
√通过企业领导者承诺履行社会和环境责任。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在人权、劳工、环
境和反腐败方面设立十项原则，面向全球征集按照这十

项原则履行社会责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企业，
树立全球契约先锋企业典范，从而激励和带动更多企
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与行动。
√利用资本的力量促进自愿性原则的应用与推广。
在赤道原则的实施中，中国大自然地板公司在世界自
然基金会的帮助下，与 IFC 等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
承诺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既得到了企业发展的重要
资金支持，又能保障经营活动有利于环境的合法和可
持续开发利用，一举多得。
√寻求双边国际合作。与重点国家签订合作推广
的备忘录，或者在重点合作国家中选择合适的机构开
展宣传推广，可以有效地扩大自愿性指南的认知度，
并且为落实指南的企业提供实地服务。
√政府的优惠措施。政府虽然不能直接通过法律
法规来强制推行自愿性指南，却可以通过税收减免、
纳入政府采购清单、简化审批手续等方式来激励企业
落实相关指南。

本研究得到了英国政府 UKaid 基金资助。但研究所述观点并不代表英国政府观点。

激励机制建议

激励机制需要发挥各方的作用，包括中国国内、投资所在国和国际社会，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
行业协会、NGO、银行、企业等。各利益相关方在《指南》的推广中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指
南》是政府颁布的指导性行业规范，具有自愿性和前瞻性，而非强制性标准，不能根据《指南》由政府
进行处罚。因此，《指南》的推广更多地需要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非政府部门的参与，从激励
和责罚两方面入手，促使企业自觉落实《指南》；同时，充分利用 NGO 的监督、宣传和技术支持的作用。
国家林业局和商务部宜积极协调相关的国内政府机构，从税收、贷款、审批、通关、人才培训、政府采
购等多方面寻求政策激励；同时通过银监会激发金融机构的激励作用，包括国内的绿色信贷和国际社会
的作用。

政府层面

行业协会

• 符合指南要求的林业海外投资企业可享受税收补贴、
贴息贷款等政策待遇。
• 对于符合指南要求的林业海外投资企业，政府可最大
限度减小核准范围，简化核准手续，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
可通过备案制对符合指南要求的林业海外投资企业境外
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开办企业进行管理，进一步简化境
外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外担保等外汇管理手续。
•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对符合指南要求的林业海外投
资企业境外投资给予财政资金支持。
• 协调银监会，为符合指南要求的林业海外投资企业争
取境外股权、资产等为抵押的贷款；
• 协调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等部门，将符合指南要
求的林业海外投资企业列入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 与税务总局等部门协调落实符合指南要求的林业海外
投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创造有利的税务环境。
• 协调外事部门，对于符合指南要求的林业海外投资企
业提供外事、领事保护、专利和营业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 协调海关，加快“大通关”建设，为符合指南要求的
林业海外投资企业相关人员、物资装备出入境提供便利；

• 通过理事会或全体会议，将《指南》的落实纳入会员企业准则；
• 编写培训材料，为会员企业提供《指南》落实的相关培训和
技术支持；
• 通过会员企业的报告制度监督和评价会员企业对《指南》的
落实；
• 通过表彰、减免会员费、提升会员级别等方式奖励落实《指
南》的会员企业；通过批评、罚款、降级等手段对不能按会员
准则落实《指南》的企业进行督促；
• 积极与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合作，对落实《指南》的企业进
行宣传，扩大良好企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 积极与重点投资国的行业协会合作，为会员企业海外投资提
供全方位信息和服务。

国内金融机构
将《指南》落实纳入银监会将要起草的《绿色
信贷林业标准》，成为国内银行审批海外林业投资
贷款的标准之一，即承诺落实《指南》和实际落实《指
南》的企业才可能优先获得国内银行对海外投资的
支持，实际落实《指南》的企业可以享受更多服务，
包括通过绿色通道简化贷款手续等。
• 鉴于中小企业在林业海外投资中所占的重要比
重，而中小企业较难争取到银行贷款的事实，对于
年收销售额 3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40000 万
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如果承诺落实《指南》或实际
落实了《指南》，可以出台相关的小企业贷款担保
计划，为那些难以从银行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
政府贷款担保。
• 对于符合《指南》要求的小微企业，可引导其享
受国家三农贷款优惠政策，此外，还可参考英国的
企业资本基金计划（ECF）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政
府可为加入《指南》的中小型林业海外投资企业提
供一定量的股本金，以带动私有基金和其他资金的
投入。公司壮大后，应优先向政府偿还企业资本基
金，并支付利息和部分盈利。

非政府组织
发挥国内外 NGO 的监督和宣传优势，鼓励 NGO 监
督企业的海外林业经营活动，并向行业协会或国家林业
局提供良好范例或揭露违反《指南》的企业行为。国内
外 NGO 组织经常在其网站上发布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的调查报告和资料，也会联合各界专家主办研究报告，
如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全球环境研究所
（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等，都可
以成为《指南》推广和监督的有力驱动力和参与者。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机构从《指南》制定之初始终
以多种方式参与宣传推广，为《指南》的实施和宣传发
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 NGO 组织加强沟通合作，将
是《指南》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资所在国的支持
对于中小规模的林业海外投资，中国政府经常缺乏
基本的信息，需要借助投资所在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
力量。国家林业局 / 商务部可以与重点国家 / 地区的林
业 / 企业主管部门达成《指南》落实合作意向，如签订
MOU，或参考 OECD 跨国企业准则的推广模式，在当地
制定联系机构，向国家林业局 / 商务部定期提供中国企
业投资清单、对中国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帮助中国企业
开展合法贸易并帮助解决纠纷等，同时定期将有关请款
反馈当地政府。

注 释：由于本文是研究综述型报告，限于简报字数，文中并未标注引用来源，如有兴趣或疑问，请向项目组
索要完整版。
联系人：宿海颖博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RIFPI）suhaiying0724@163.com

本研究得到了英国政府 UKaid 基金资助。但研究所述观点并不代表英国政府观点。

中英合作国际林业投资与贸易项目（InFIT）项目——产出二

“林业自愿性指南”项目成果简报

海外林业投资落实《指南》监督机制初探
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
略的推动下，我国林业对外投资持续增长。截至 2013 年底，中国企业境外林业投资合
作项目共计 164 个，分布在 18 个国家，其中俄罗斯 118 个（占总数量的 72%），其他
50 多个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南亚、非洲、太平洋岛国和美洲的部分地区和国家。中国企
业境外累计购买或租赁林地 4346 万公顷。

开展指南监督机制的研究，
对扩大《指南》的影响力、发
挥公众的监督力、推动《指南》
的有效实施、发挥《指南》对
林业海外投资的指导作用等方
面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家林业局和商务部于 2009 年联合发布了《中国企业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利用
指南》（以下简称为《指南》）。《自《指南》发布以来，国家林业局与科研机构、
国际组织等多次组织开展推广和培训，并借助各种机会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指南》。
如果没有评估与监督机制，我们就无法了解指南的发布与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和效果，无法客观、全面掌握承诺履行《指南》的企业的真实表现，也无法激励更多
的企业积极按照指南要求规范企业行为。《指南》监督机制的建立和监测管理的规范
化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政府发布此类《指南》的公信力和约束力。

建立《指南》监督机制的意义
√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全面了解和掌握企业
执行《指南》的情况。
√有助于增强企业执行《指南》的主动性
√有助于发现问题并及时修订《指南》
√有助于政府主管部门了解海外林业投资
的新情况
√有助于增加《指南》的可信度

为了全面客观了解《指南》
的应用状况、树立《指南》的公
信力、及时按照中国企业海外投
资的实际情况修订《指南》、并
为其他自愿性指南（如 2013 年商
务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对
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的
应用提供监督示范，建立《指南》
监督机制迫在眉睫。

国际上通行的自愿性倡议或指南的监督机制类型
国际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自愿性指南、原则或标准主要包括：国际金
融公司（IFC）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绩效标准》、《赤道原则》、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的《跨国企业指南》、《联合国全球契约》等。
√定期自我评估并公开报告。例如，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在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四个方面设立十项原则，面向全球征
集按照这十项原则履行社会责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企业，树立全球契
约先锋企业典范，从而激励和带动更多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与行动。
√聘请独立专家审查、公开年度报告。例如，赤道原则为金融机构作出投资决策时应该履行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制
定十条原则，主要包括环境风险评估、社会和环境评价、合法性三个方面。为确保赤道银行仅为符合赤道原则条件的
项目提供融资或贷款，赤道银行会充分利用和参考独立专家对贷款或融资项目环境和社会评估结果。
√独立第三方森林认证。通常情况下，森林认证的标准比《指南》要求更高，其审核过程有严格的要求，对审核
员也有一定的资质要求。因此，森林认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全面性。

本研究得到了英国政府 UKaid 基金资助。但研究所述观点并不代表英国政府观点。

建立《指南》监督机制的建议

为了使监督机制具有操作性，我们既要借鉴国际上其他自愿性倡议的监督方法，又要考虑到我国国情、
企业海外林业投资的具体情况和我们实施监督所能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现实情况，采取循序渐进的
方法，加强对《指南》的监督和推进工作，使好的企业的经验得到有效推广和认可。建议《指南》监督机
制的建立实现分步走的策略，由易到难，逐步探索出一条合适我国国情的有效之路。

一是定期发布遵从《指南》自我评估信息的监
督机制。为保障该倡议的有效性和可信性，我们要
求签署倡议书的企业每年按照《指南》要求，从法
律法规、森林资源经营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
区发展等几个方面，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自我评估，
评估履行《指南》的情况、差距与进展，提出改进
计划和时间表，并向中心提交遵从《指南》自我评
估报告。
二是发布企业自我评估与独立专家抽样检查相
结合的监督机制。为了解决企业自我评估的弊端，
除了公开发布企业履行《指南》自我评估信息，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选派有经验的独立专家，
对签署“中国企业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利用倡议书”
的企业进行抽样检查监督。

三是独立专家定期全面审查《指南》执行情况
的监督机制。选派对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海外林业投
资有经验的独立专家，为承诺执行《指南》的所有
企业进行全面独立评估。把对企业第一次评估结果
作为调查基线，根据企业执行《指南》的现状，独
立专家和企业共同找出不符合项、制定改进计划和
行动方案。
四是建立投诉监督机制。考虑建立针对违反《指
南》行为的投诉监督机制。首先要求企业公开承诺
按照《指南》的要求履行海外森林资源开发，并接
受社会监督；其次，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设立统一、
公开的举报投诉平台；第三，建立问责制，对于投
诉应当进行有效处理。第四，要帮助受举报的企业
制定整改计划，采取整改措施，并进行定期审核整
改结果。

联系人：宿海颖博士，suhaiying0724@163.com 刘小丽博士，happyrainly@163.com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RIFPI）

本研究得到了英国政府 UKaid 基金资助。但研究所述观点并不代表英国政府观点。

中英合作国际林业投资与贸易项目（InFIT）项目——产出二

Ё㣅ড়䰙ᵫϮᡩ䌘Ϣ䌌ᯧ乍Ⳃ˄,Q),7˅乍Ⳃüüѻߎϔ

“促进指南的应用”项目成果简报
ĀЁᴤড়⊩ᗻ偠䆕ԧ㋏˄&7/96˅ⱘᓎゟᅲᮑā乍Ⳃ៤ᵰㅔ
境外投资林业企业可持续评估工具
简介

ॺ૬ჱ൶ᇘాఢࢇ݆Ⴀࢻණऐ

“境外投资林业企业可持续评估工具”——依据国家林业局和商务部联合颁布的《中国企业境外森

Ⳃᷛ
ןઢ林可持续经营利用指南》和 InFIT 项目产出 2 项目组开发的《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投资与贸易国别手册》
，
   ᓎゟऎඳݙᴤড়⊩ᗻѦ䅸
应用可持续经营评估方法论，从林地所有权属的获得到森林的经营、采伐、更新、木材运输与加工、投
ѮᰃϪ⬠㒣⌢䭓᳔ᖿⱘഄऎˈгᰃỂᵫ䌘⑤ЄᆠϨ㓓㡆䭓┰
ᴎࠊˈ䗮䖛ᬓㄪᇍ䆱ǃᡔᴃѸ⌕ǃ
资与贸易、生态环境保护与社区关系等方面选取重要指标，以问卷调查为主要形式，采用自我评估与专
㛑ᓎ䆒ֵᙃ݅ѿˈ䖯Ѯ
ᎼⱘഄऎǄ
ᑈˈ$3(&
㒣⌢ԧᢹ᳝ܼ⧗Ểᵫ䌘⑤ⱘ
ˈऴ᳝ܼ⧗
家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企业进行持续跟踪评估与反馈改进，帮助企业降低境外投资风险，提高可
ऎඳݙᅲ⦄ᴤড়⊩ᗻѦ䅸ˈᦤ
䋼ᵫѻક䌌ᯧⱘ
ˈ݊䌌ᯧᘏ乱䖒  ғ㕢ܗǄ$3(& 㒣⌢ԧᏆߚܙ䅸
持续经营的能力，最终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全面发展。
催 $3(& 㒣⌢ԧỂᵫ䌘⑤ৃᣕ
䆚ࠄˈ䴲⊩䞛ӤⳌ݇䌌ᯧᰃѮഄऎ䴶ЈⱘϔϾ䞡㽕䯂乬ˈᇍ㒣⌢ǃ⦃
㓁ㅵ⧚㛑ˈ䰡Ԣऎඳݙᵫѻ
๗⼒Ӯѻ⫳њϡ߽ᕅડǄ䖥ᑈᴹˈѮऎඳˈݙ㕢ǃ▇߽ѮㄝЏ
ક䖯ߎষ䌌ᯧ៤ᴀˈՓ㒣⌢ԧ
评估目的
㽕ᴤ⍜䌍ᏖഎⳌ㒻ᇍ䖯ষᵫѻકᦤߎᴤᴹ⑤ড়⊩ᗻⱘ㽕∖ˈॄᑺሐ㽓
ѿ᳝ᑇㄝখϢܼ⧗ড়⊩ᴤӋؐ
Ѯǃ偀ᴹ㽓Ѯǃ䍞फǃЁǃᏈᏗѮᮄݙѮㄝথሩЁ㒣⌢ԧ߭䰚㓁ߎ
䫒ǃ㦋ᕫড়⧚ᬊⲞⱘᴎӮˈ㓈ᡸ
● 了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量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ℷᐌড়⊩ⱘᵫѻક䌌ᯧ⾽ᑣˈ֗
ℷⷨお䆕ᯢߎষᵫѻકড়⊩ᗻⱘ偠䆕ԧ㋏ˈԚ䖭ѯᏖഎ㽕∖偠䆕ԧ
● 引导企业关注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发展
䖯ऎඳݙ䌌ᯧ߽֓࣪ᡩ䌘㞾⬅
㋏П䯈ᇮᔶ៤ϔ⾡ㅔऩᯧ㸠᪡ᗻᔎⱘѦ䅸ᴎࠊǄⳂࠡˈϔѯ㒣⌢ԧᏆ
● 规避或降低境外投资风险
࣪ˈࡼᓔᬒǃ㵡ড়ǃѦᚴǃ݅
㒣䅸䆚ࠄ䖭ϔ䯂乬ˈ䰚㓁ᓔሩњࣙᣀ䖯ᴤড়⊩ᗻ݅䆚ⱘݙঠ䖍ᇍ䆱
● 了解林业企业境外投资发展难点，引入各方力量提供解决方案
䌶ⱘѮᏖഎⱘᓎゟǄ
Ϣ≳䗮ˈЎѮഄऎᓎゟᴤড়⊩ᗻѦ䅸ᴎࠊ༴ᅮњ㡃ད⸔Ǆ
 ᑈ  ᳜ˈ$3(& 乚ᇐҎ᮹ᴀ῾Ⓖৠᛣࡴᔎড়ˈᑨᇍ䴲⊩䞛Ӥ
ᓔሩⱘЏ㽕⌏ࡼ
Ⳍ݇䌌ᯧ䯂乬ˈᑊ֗䖯Ểᵫৃᣕ㓁㒣㧹ᘶǄ ᑈˈ$3(& 䌌ᯧ䚼䭓
 䆂ᓎゟĀѮऎඳᴤড়
㑻Ӯ䆂އᅮ៤ゟϔϾϧᆊ㒘ˈ֗䖯ড়⊩䞛Ӥᵫѻકⱘ䌌ᯧˈᠧߏ䴲⊩䞛Ӥ
⊩ᗻѦ䅸ᴎࠊā
Ⳍ݇䌌ᯧˈᑊࡴᔎ㛑ᓎ䆒Ǆ
ᑈ䯈ˈϧᆊ㒘݅ীᓔ䖛ಯӮ䆂ˈ
评估内容
  ࡼǉ$3(&  ᴤ ড় ⊩ ᗻ ᣛ
ᓔሩњࣙᣀᴤড়⊩ᗻ䅸ᅮⱘݙϔ㋏߫ᬓㄪᇍ䆱ǃᡔᴃѸ⌕ǃֵᙃ݅ѿ
फ⠜Ǌߎৄ
八大可持续评估类目
㛑ᓎ䆒⌏ࡼǄ ᑈˈ乍Ⳃ㒘䜡ড়ᆊᵫϮሔ䴦ቯВࡲⱘ  
 ⿃ᵕ䖯Ё᮹䶽ᴤড়⊩ᗻ
$3(&(*,/$7 Ӯ䆂ϞᦤߎĀᓎゟѮऎඳݙᴤড়⊩ᗻѦ䅸ᴎࠊā䆂ˈᑊ
᳝݇ᷛޚणଚֵᙃߚѿ
ϨЏᓴ㒳ϔⱘᵓϟ㓪ݭ㒣⌢ԧⱘᴤড়⊩ᗻᣛफǄ ᑈ㧆ᕟᆒ
 㒘㒛ᴤড়⊩ᗻ䌌ᯧⷨ䅼Ӯ
法律法规
 В㸠ⱘᴤড়⊩ᗻ㛑ᓎ䆒
Вࡲⱘ   $3(& (*,/$7 Ӯ䆂Ϟ䗮䖛њĀᴤড়⊩ᗻᣛफ⠜āˈᣛफ
䆁⧁
ⱘ㓪ݭЎҞৢᴤড়⊩ᗻऎඳѦ䅸༴ᅮњϔᅮⱘ⸔Ǆ
投资与
森林经营
贸易
活动

木材加工
与运输

可持续发展

社区关系
多利益方
的公示与
咨询

生态环境
保护

工人健康与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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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目标与评分阈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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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 ：监督和推动境外投资林业行业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指标类目
评估目标
ĀЁᴤড়⊩ᗻ偠䆕ԧ㋏˄&7/96˅ⱘᓎゟᅲᮑā乍Ⳃ៤ᵰㅔ
境外投资行为和森林经营利用行为取得中国和所在国官方批准。了解并掌握中国和加

法律法规

ॺ૬ჱ൶ᇘాఢࢇ݆Ⴀࢻණऐ

森林经营

森林经营与利用活动，满足所在国林业法律要求，按规定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做好采

蓬国家相关的国际公约、协议及法律法规要求，并遵纪守法。

活动

后资源清查和恢复更新，并严格执行。

ןઢ 生态环境
保护

评分阈值

了解并掌握所在国家生态环保法律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估，森林经营行为规避对经
Ⳃᷛ

90~100分
☆☆☆☆☆

营区内珍惜濒危受威胁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ᓎゟऎඳݙᴤড়⊩ᗻѦ䅸
80~89分

ѮᰃϪ⬠㒣⌢䭓᳔ᖿⱘഄऎˈгᰃỂᵫ䌘⑤ЄᆠϨ㓓㡆䭓┰
ᴎࠊˈ䗮䖛ᬓㄪᇍ䆱ǃ
ᡔᴃѸ⌕ǃ
对工人进行健康安全培训，按规定在工作场所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员会，确保职工的健
☆☆☆☆
工人健康与安全
㛑ᓎ䆒ֵᙃ݅ѿˈ䖯Ѯ
ᎼⱘഄऎǄ
ᑈˈ$3(&
㒣⌢ԧᢹ᳝ܼ⧗Ểᵫ䌘⑤ⱘ
ˈऴ᳝ܼ⧗
康和安全生产和权益。
ऎඳݙᅲ⦄ᴤড়⊩ᗻѦ䅸ˈᦤ
䋼ᵫѻક䌌ᯧⱘ
ˈ݊䌌ᯧᘏ乱䖒
 ғ㕢ܗǄ$3(& 㒣⌢ԧᏆߚܙ䅸
多利益方的公示
70~79分
催 $3(& 㒣⌢ԧỂᵫ䌘⑤ৃᣕ
确定相关利益方，并保持定期沟通，并针对经营行为和方式按时开展公示和咨询。
䆚ࠄˈ䴲⊩䞛ӤⳌ݇䌌ᯧᰃѮഄऎ䴶ЈⱘϔϾ䞡㽕䯂乬ˈᇍ㒣⌢ǃ⦃
与咨询
☆☆☆
㓁ㅵ⧚㛑ˈ䰡Ԣऎඳݙᵫѻ
๗⼒Ӯѻ⫳њϡ߽ᕅડǄ䖥ᑈᴹˈѮऎඳˈݙ㕢ǃ▇߽ѮㄝЏ
建立社区沟通与交流机制和争议处理机制，并保证有效实施，关注并支援当地社区发
ક䖯ߎষ䌌ᯧ៤ᴀˈՓ㒣⌢ԧ
社区关系
㽕ᴤ⍜䌍ᏖഎⳌ㒻ᇍ䖯ষᵫѻકᦤߎᴤᴹ⑤ড়⊩ᗻⱘ㽕∖ˈॄᑺሐ㽓
ѿ᳝ᑇㄝখϢܼ⧗ড়⊩ᴤӋؐ
展建设，并提供适当的公益服务。
69分以下
Ѯǃ偀ᴹ㽓Ѯǃ䍞फǃЁǃᏈᏗѮᮄݙѮㄝথሩЁ㒣⌢ԧ߭䰚㓁ߎ
䫒ǃ㦋ᕫড়⧚ᬊⲞⱘᴎӮˈ㓈ᡸ
了解并掌握所在国木材加工和运输的法律法规要求，避免环境负面影响，鼓励开展木
☆
木材加工与运输
ℷᐌড়⊩ⱘᵫѻક䌌ᯧ⾽ᑣˈ֗
ℷⷨお䆕ᯢߎষᵫѻકড়⊩ᗻⱘ偠䆕ԧ㋏ˈԚ䖭ѯᏖഎ㽕∖偠䆕ԧ
材深加工，按规定存档。
䖯ऎඳݙ䌌ᯧ߽֓࣪ᡩ䌘㞾⬅
㋏П䯈ᇮᔶ៤ϔ⾡ㅔऩᯧ㸠᪡ᗻᔎⱘѦ䅸ᴎࠊǄⳂࠡˈϔѯ㒣⌢ԧᏆ
按要求在主管部门进行备案，收购当地企业时开展相关调查，并收集相关合法性证明
࣪ˈࡼᓔᬒǃ㵡ড়ǃѦᚴǃ݅
投资与贸易
㒣䅸䆚ࠄ䖭ϔ䯂乬ˈ䰚㓁ᓔሩњࣙᣀ䖯ᴤড়⊩ᗻ݅䆚ⱘݙঠ䖍ᇍ䆱
文件，开展木材和木制品出口时持有完备的证明文件。
䌶ⱘѮᏖഎⱘᓎゟǄ
Ϣ≳䗮ˈЎѮഄऎᓎゟᴤড়⊩ᗻѦ䅸ᴎࠊ༴ᅮњ㡃ད⸔Ǆ
 ᑈ  ᳜ˈ$3(& 乚ᇐҎ᮹ᴀ῾Ⓖৠᛣࡴᔎড়ˈᑨᇍ䴲⊩䞛Ӥ
ᓔሩⱘЏ㽕⌏ࡼ
评估结果—加蓬试点
Ⳍ݇䌌ᯧ䯂乬ˈᑊ֗䖯Ểᵫৃᣕ㓁㒣㧹ᘶǄ ᑈˈ$3(& 䌌ᯧ䚼䭓
 䆂ᓎゟĀѮऎඳᴤড়
㑻Ӯ䆂އᅮ៤ゟϔϾϧᆊ㒘ˈ֗䖯ড়⊩䞛Ӥᵫѻકⱘ䌌ᯧˈᠧߏ䴲⊩䞛Ӥ
● 企业可持续评估指标结果（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关键点）
⊩ᗻѦ䅸ᴎࠊā
Ⳍ݇䌌ᯧˈᑊࡴᔎ㛑ᓎ䆒Ǆ ᑈ䯈ˈϧᆊ㒘݅ীᓔ䖛ಯӮ䆂ˈ
  ࡼǉ$3(&  ᴤ ড় ⊩ ᗻ ᣛ
ᓔሩњࣙᣀᴤড়⊩ᗻ䅸ᅮⱘݙϔ㋏߫ᬓㄪᇍ䆱ǃᡔᴃѸ⌕ǃֵᙃ݅ѿ
8大类目
评估结果（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关键点）
फ⠜Ǌߎৄ
㛑ᓎ䆒⌏ࡼǄ ᑈˈ乍Ⳃ㒘䜡ড়ᆊᵫϮሔ䴦ቯВࡲⱘ

● 企业缺乏对我国和投资所在国所签署的协议/协定、国际公约/协议深入的了解
 ⿃ᵕ䖯Ё᮹䶽ᴤড়⊩ᗻ
$3(&(*,/$7 法律法规
Ӯ䆂ϞᦤߎĀᓎゟѮऎඳݙᴤড়⊩ᗻѦ䅸ᴎࠊā䆂ˈᑊ
᳝݇ᷛޚणଚֵᙃߚѿ
● 语言与文化差异是主要障碍
ϨЏᓴ㒳ϔⱘᵓϟ㓪ݭ㒣⌢ԧⱘᴤড়⊩ᗻᣛफǄ
ᑈ㧆ᕟᆒ
 㒘㒛ᴤড়⊩ᗻ䌌ᯧⷨ䅼Ӯ
● 对采伐后更新和恢复的执行度不够
 В㸠ⱘᴤড়⊩ᗻ㛑ᓎ䆒
Вࡲⱘ 森林经营活动
 $3(& (*,/$7 Ӯ䆂Ϟ䗮䖛њĀᴤড়⊩ᗻᣛफ⠜āˈᣛफ
● 小规模企业对于中长期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执行力不到位
䆁⧁
ⱘ㓪ݭЎҞৢᴤড়⊩ᗻऎඳѦ䅸༴ᅮњϔᅮⱘ⸔Ǆ
●

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了解不到位

●

规避或减缓经营活动负面影响的措施缺失

●

对于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的制定不完善

●

女性权益的关注不到位

●

缺乏对开展重要经营活动的公示与咨询

●

与周边社区建立联系与沟通机制不到位

●

在尊重社区习俗方面还有待改进

●

加工类型大多数为初级加工，缺乏深加工

●

部分企业没有在国内备案

●

缺乏对当地被收购企业的尽职调查

生态环境保护

工人健康与安全
多利益方的公示与咨询
社区关系
木材加工与运输
投资与贸易

注 释 ：如有兴趣或疑问，请向项目组索要完整版。
联系人 ：宿海颖博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RIFPI）suhaiying0724@163.com
刘小丽博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RIFPI）happyrain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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