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联合编制

遏制全球毁林：
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白皮书
2022年12月



目录

Cover: GETTY/NORA CAROL PHOTOGRAPHY

 

序言

执行摘要

1. 介绍

 1.1  保护森林：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

 1.2 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绿色转型：从哪里开始

 1.3 中国企业的行动机遇与价值

2. 共识与挑战

 2.1 全球森林和土地利用的共识

 2.2 中国保护全球森林的行动

 2.3 减少农林业驱动的毁林问题：主要挑战

3.技术

 3.1 提高产业链上游生产效率

 3.2  提高产品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

 3.3 借助颠覆性替代物减少进口依赖

4.金融

 4.1 毁林风险

 4.2 毁林风险管理的金融机制

5.消费

 5.1 可持续消费方兴未艾

 5.2 通过价值观互动释放消费力量

6.结论与建议

 6.1 基于共识的行动

 6.2 全球期待

 6.3 中国企业的政策环境

贡献者

致谢

尾注

2

3

4

5

6

6

10

14

15

15

16

20

21

23

25

26

27

28

31

32

33

34

34

34

35

36

36

39

免责声明

本文件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作为对项目、洞察领域或互动的贡献。本文所表达的调查结果、解释和结论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动和认可的合作进程的结果，但其结果并不
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也不代表其全体成员、合作伙伴或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观点。

©2022 世界经济论坛。保留所有权利。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复制或传播，包括影印和记录，或通过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序言
陈黎明，
世界经济论坛
大中华区主席

朱宏任，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3

国际贸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大豆、牛

肉、棕榈油和林产品等软性大宗商品的贸易网络，

更是将世界各地的森林和土地紧密连接起来，在形

成软性大宗商品价值链的同时，也对全球毁林产生

深远影响。

作为大豆、牛肉、棕榈油和林产品等软性大宗商品

的消费大国，中国如何在全球合作伙伴采取的集体

行动和创新行动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政府和企业

可以扮演何种角色？

这份白皮书研究了在促进软性大宗商品可持续供应

链建设方面，当下正在开展且最具前景的行动，并

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具有实操性的建议。

首先，利益相关方需要建立共识，即共同建设负责

任、健康和可持续的供应链，这对防止毁林和土地

退化至关重要，同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至关重

要。

第二，需要上游生产企业、中游贸易企业和下游采

购/消费企业采取全球性的集体行动，推动软性大宗

商品供应链绿色转型。

第三，在推动软性大宗商品转型可持续供应链建设

中，企业是主要参与者，但推动转型的行动还须纳

入政策和金融工具，以及加强在技术创新、能力建

设和消费者意识方面的投资。

这份白皮书中所展现的各方努力和现有成果，体现

了中国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念，表达了共同构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愿景和期望。我们希望能以这

份白皮书为起点，推动更多软性大宗商品领域的中

国企业采取行动，防止和避免在采购和供应链中出

现毁林的状况。

让我们携手更多商界领袖，共同打造更加绿色、更

可持续的软性商品供应链。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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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全球对大豆、棕榈油、牛肉和纸张等农林商品的需

求正在迅速增长。如果不进行有效和可持续的管

理，森林和农业用地将遭受毁林和土地利用变化的

负面影响，并因此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

中国作为农林商品的主要需求市场，在华经营的中

国企业有机会在促进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实现可持

续绿色转型的同时获益。分析表明，食品行业70%

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土地利用，更具体地说，来自农

业和毁林1 。

为了防止毁林，使农业更加可持续，中国企业可以

投资于技术创新，从而利用新出现的商业机会，同

时释放市场对可持续消费和可持续融资的需求。这

份报告对此提出了一些未来的方向:

研发突破性技术解决方案

农业技术有望改变软性商品的生产效率和可追溯

性，从而减少毁林的风险。例如，精确施肥技术大

大减少了水和肥料的消耗，同时提高了生产力；

供应链中的数字化管理(例如使用区块链技术)为追

溯产品源头提供了路径，有利于提高原材料来源的

透明度；供应链集成正在促进农业可持续集约化。

这些技术创新和应用不仅可以为减少软性商品驱动

毁林提供解决方案，而且还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机

会。

降低金融风险

通常情况下，软性商品生产需要预先融资以清理土

地用于开发和种植。因此，制定金融标准来减少和

消除与毁林有关的融资活动非常重要。此外，金融

机构可以建立风险评估平台，在投资组合决策过程

中系统地管理与毁林有关的金融风险，推动建设更

加绿色的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从而积极促进气候

目标和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

提高消费者意识

消费既是经济活动的结束，也是经济活动的开始。

数十亿消费者可以与企业合作，促进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通过提高消费者对于毁林问题所带来的气候

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认知，引导消费行为转向

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向，企业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可

持续发展的双赢。

《格拉斯哥森林和土地利用领导人宣言》 承诺到

2030年遏制和扭转森林损失和土地退化。在此基础

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软性大宗商品消费国之

一，可以通过商业创新、政策指导和推动可持续消

费意识发挥引领作用。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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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森林：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

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绿色转型：从哪里开始 

在2021年11月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上，中国与14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承

诺到2030年遏制和扭转森林丧失和土地退化。这些

签署国森林面积综合加起来占全球森林面积的90%
以上，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在全球范围内同减少毁林

的主要参与者们共同签署协议。

中国、欧洲和美国这些主要的需求市场做出承诺并发

出积极信号，为森林的可持续管理和国际贸易，以及农

林商品跨境供应链中各伙伴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中国担任主席国，并积极敦促各方签署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企业的积极参

与和贡献，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为此制定国家战略

框架和路线图。

大宗农林商品(特别是大豆、牛肉、棕榈油和林产品)的生

产和消费，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以及经济

发展、韧性供应链、消除贫困、粮食安全和改善生计等

更广泛的目标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塑造更可持续的供应链是包括贸易商、加工商、制造

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以及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共

同责任。这份报告主张中国企业参与共同合作，加快

全行业的行动，以减少农业驱动的毁林问题。

研究表明，农林商品价格的波动可增加或减少毁林行

为7。当一个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时，当地价格会更接近

国际价格。如果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当地农林商品的价

格，毁林活动就会相应增加，反之亦然。

严格的森林准入条件可以限制毁林影响。在森林资源

丰富的地区，相对宽松的森林准入以及劳动力和资本

投入等则可能会加剧毁林程度。在农林商品生产方面

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经验证据

表明，在澳大利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坦桑

尼亚和泰国等拥有丰富热带森林资源的国家，农业和

林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了毁林的增加8。

全球人口增长以及人均粮食、能源和纺织纤维、木材

和动物饲料等产品消费的增加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土地

开发。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土地潜在净初级生产力的

1/4~1/3用于粮食、饲料、纺织纤维、木材和能源2。农

业和牧业用地的扩张侵蚀了森林、稀树草原、天然草

场和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导致了一系列自然、气候、

社会和经济风险。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在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量猛增46%的同时，全球森林面积却减少了

19%3。每年由毁林所产生的碳排放占全球人类活动产

生的碳排放的15%~20%4。随着温室气体 (GHG) 排

放量的增加和森林固碳能力的下降，热带雨林在21世
纪10年代仅能抵消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CO2)的6%，

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17%。

毁林会破坏水文循环，导致水土流失、沙漠化、栖息

地丧失、生物多样性丧失、洪水及其他许多对地球上

的生命有害的气候现象5。不仅如此，热带雨林是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热带雨林的砍伐

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系统性风险，例如传染病的爆发和

蔓延6。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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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9年商业驱动因素对永久性毁林的影响 图1 - 1 :

https://gfw.global/3zPog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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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因素 商业驱动因素占比

资料来源： Global Forest Watch, “Global Primary Forest Loss”, .

2010-2014年农林商品主要生产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研究表明了以土地利用变化和农场种植为主导致的

热带雨林砍伐所造成的全球碳排放，其中约1/3是
由国际贸易的商业利益所驱动9，至少40%是由大

豆、棕榈油、牛肉、纸和纸浆等各类农林商品的生

产所驱动。此外，国际供应链中农林商品的上游

供应以及大型跨国贸易商贡献了碳排放中的很大

一部分10。

图1 - 2（A）：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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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年热带地区农林商品碳排放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https://ourworldindata.org/deforestation

生产方
为了生产粮食和木材
而毁林的地区

消费方
相关产品
被消费的地区

拉丁美洲国家自产自销
9亿吨二氧化碳

在拉丁美洲交易或进口
＜1亿吨二氧化碳

欧洲
2亿吨二氧化碳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
资料来源：F. Pendrill, U.M. Persson, J. Godar, T. Kastner, D. Moran, S. Schmidt, R. Wood,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rade drives large share of 
tropical deforestation emiss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2019, Volume 56, pp. 1-10, 
S0959378018314365?via%3Dihub#bib0230 ; H. Ritchie and M. Roser,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Loss”, 

图1 - 2（B）：

拉丁美洲
12亿吨二氧化碳

东亚
10亿吨二氧化碳

非洲
4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
1.2亿吨二氧化碳

中东
＜1亿吨二氧化碳

北美
＜1亿吨二氧化碳

在亚太交易或进口
2亿吨二氧化碳

亚洲国家自产自销
6亿吨二氧化碳

在非洲交易或进口
＜1亿吨二氧化碳

非洲国家自产自销
4亿吨二氧化碳

特别是在大豆、牛肉、棕榈油和林产品的国际贸易市场

上，四大贸易商——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

(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公司

(Louis Dreyfus Company)——统称为“ABCD公司”，
通常占据极高的市场集中度，且业务布局深入全行业。

它们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比达70%甚至更多，在定

价和贸易机制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1。

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以ABCD
公司和中国食品加工贸易公司中粮国际 (COFCO 
International)为代表的12家农产品贸易商共同发表了

一份联合声明，重申了它们对1.5°C目标的承诺，以及

供应链减碳的行动路线图。

供应链中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可能被归类为“间接排

放源”，属于范围3的排放，目前企业不受强制性披露

的约束12。随着消费者对绿色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各

国对企业生态影响的监管逐步严格，欧盟碳边境调节

机制（CBAM）等国际贸易法规的定义逐步清晰，过度

的间接碳排放最终将阻碍企业实现真正的碳减排目标

和社会责任承诺。因此，企业有必要将努力消除软性

大宗商品的上游碳排放作为重要的减碳抓手。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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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类软性大宗商品在供应链各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

牛肉 27%

22%

41% 28% 17% 12%

13%5%5%25%52%

76%

66%

63% 9.7%

20%

咖啡

100%80%60%40%20%0%

黑巧克力

土地利用变化

棕榈油

大豆油

农场种植 动物养殖 加工 交通 零售 包装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food-emissions-supply-chain?country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Foo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cross the supply chain”, 
=Beef+%28beef+herd%29~Coffee~Dark+Chocolate~Palm+Oil~Soybean+Oil.

图1 - 3 :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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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软性大宗商品进口贸易额及同期全球天然林损失率

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FO 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app/

https://doi.org/10.1016/j.foreco.2015.06.014

注：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有总额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处理

资料来源：FAO,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Trade”, ; USDA, “Market and Trade Data”, 
index.html#/app/advQuery ; R.J. Keenan, G.A. Reams, F. Achard, J.V. de Freitas, A. Grainger and E. Lindquist, “Dynamics of global forest area: Results from the FAO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15”,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 2015, Vol. 352, pp. 9-20, .

图1-4:

中国企业的行动机遇与价值

及第二大的棕榈油进口国。这为中国推动全球

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的低碳转型创造了巨大的

潜力。图1.4显示了各国进口巴西大豆在多大程

度上导致了土地利用变化、作物生产、运输和

工业加工等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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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森林损失率大

幅下降（图1 . 4）。虽然下降的趋势令人鼓舞，但农

业扩张仍然是全球森林损失的主要驱动力13。全球需

要探索更多可持续解决方案，在不毁林的同时满足对

软性大宗商品的需求。

在经济实力增强和国内需求扩大等因素的推动下，中

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牛肉和林产品进口国，以

https://doi.org/10.1016/j.foreco.2015.0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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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碳排放

2010至2015年期间，不同国家进口每吨巴西大豆的碳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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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吨大豆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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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产

国内运输

海运

工业加工

注：本数据图在来源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简化。

资料来源：N. Escobar, E. Tizado, E. Ermgassen, P. Löfgren, J. Börner and J. Godarf, “Spatially-explicit footprint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Mapping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Brazil’s soy export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2020, Vol. 6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378019308623

中国的目标是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企业需要遵守这一目

标，并相应地完成自身的低碳转型。以图1-5中的

大豆为例，由于中国进口的大豆主要来自毁林风险

较低的地区，在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导致的温室气体

排放中，与土地利用变化和农场种植相关的碳排放

所占的比例略低于运输和工业加工环节。这表明选

择正确的供应来源可以减少毁林并减少碳排放，也

显示出了中国企业在巴西大豆供应链的哪些环节有

最大的减排空间。

图1-5: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37801930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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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orld Economic Forum, “Forests, Food Systems and Livelihoods: Trends, Forecasts and Solutions to Reframe Approaches to Protecting Forests”, 
Switzerl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 F. Pendrill, U.M. Persson, J. Godar, T. Kastner, D. Moran, S. Schmidt and R. Wood,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rade drives large share of tropical deforestation emiss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2019, Vol. 56, pp. 1-1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
article/pii/S0959378018314365?via%3Dihub#bib0230. 

图1 - 6（A）  ：

图1 - 6（B）  ：

1990-2019年各国人均蛋白质消费量 

各国因食品消费而导致的人均毁林相关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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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括世界银行分类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经合组织国家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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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消费者

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均蛋白质消费量

已经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图1.6)。中国

消费者现在很可能已进入一个新的消费阶段——更

加重视健康和环境保护。中国人均碳足迹与热带雨林

砍伐之间相对较低的相关性是一个有利的基础14。有远

见的中国企业应当选择推动和实现更可持续的

消费。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378018314365?via%3Dihub#bib023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378018314365?via%3Dihub#bib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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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贸易影响力

避免潜在声誉风险

2018年，中国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大豆占

总进口量的95.63%，比2017年增长了1%，但进口

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较低的收购价格。显然，即使

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买家，中国企业在一些

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软性大宗商品市场上的议价权和

话语权也是有限的15。有鉴于此，可持续金融和创

新技术的应用将为企业提供契机，以增强其在跨境

贸易中的市场优势，并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据估算，与毁林有关的声誉事件可以对软性大宗商

品相关公司的企业价值产生高达30%的影响16。随

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投资者、消费者、政

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加重视毁林问题。中国企业

可以通过绿色供应链管理拓展市场、建立国际品牌

声誉、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投资风险，并获得更多

的商业利润。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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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格拉斯哥举办的COP26上，中国与144
个国家在《格拉斯哥领导人森林和土地利用宣言》

中承诺到 2030 年实现遏制和扭转森林减少和土地 
退化，保护和恢复森林和其他陆地生态系统，保护

生物多样性。其中重点提出，各国将在以下几方面

共同努力：

1. 优化国际国内贸易和发展政策，促进可持续商品

生产与消费；

2. 发展可持续农业，促进粮食安全，造福环境；

3. 增加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和投资，以实现可持

续农业、可持续森林经营，以及森林保护和恢

复。

全球森林和土地利用的共识2.1

2.2

2.2.1

2.2.2

此外，12个国家宣布了全球森林融资承诺 
(GFFP)，承诺提供120亿美元与森林相关的气

候融资，以支持包括加强森林治理、支持恢复

退化土地、明确土地所有权制度，并动员私营

部门投资。

一系列的国际协定，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以及《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也都共同指向了促进可持续

农业、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目标。

中国保护全球森林的行动

标17。为了努力实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42家中国公司已经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致力于气候行动和减排18。其中，82
家企业提交了气候目标，并优先塑造绿色供应
链，例如评估供应链的碳盘查、进行可持续认
证产品交易19。

中国高级别的承诺还将生态文明理念从生态环境

保护和绿化，扩展至企业生产、商品流通、投资

等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

政策行动

中国作为软性大宗商品的消费大国，在推动供应链

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除在COP26
与其他国家进行的联合承诺外，在《第二次中欧环

境与气候高层对话联合新闻公报》和《中美关于在

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

中均提及将加强在森林资源保护及可持续管理、可

持续供应链、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领域的

合作，以支持减少全球的毁林。

行业行动

相关行业组织推动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和全球森林

保护的行动逐步加强。2017年，中国肉类协会、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及60家中国肉类企业共同

发起《中国肉类可持续发展宣言》；2018年，中国

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CFNA)、WWF 和可持续棕榈

油圆桌会议（RSPO）发起成立中国可持续棕榈油

联盟；2021年，中国肉类行业发布业内首个有关绿

色发展的团体标准《肉类产业绿色贸易规范》，并

将“避免采购毁林高风险地区的产品”纳入规范。

软性大宗商品跨国公司在全球层面愿意做出零毁林

承诺。在全球范围内，14家农产品公司已承诺停止

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相关的森林损失，21家全球最

大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已经加入了森林积极行动联

盟，共同制定商品路线图，以实现森林积极行动目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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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违法毁林为代价的生计来

源：开垦更多土地用于种植

/养殖

- 降低生产成本：选择低成本

的粗放式种植/养殖

- 过度扩展农业，以满足不断

增长的全球需求

- 变革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
率

- 参与原材料可持续认证

- 争取森林保护的补偿和激励

- 与可持续原料采购商建立直
接联络通道

减少农林业驱动的毁林问题：主要挑战2.3

性，期望可持续地获得符合相关标准的原料/商品

供应和稳定的市场需求。

消费方（主要涉及消费者、消费国政府等相关方）

更关注获得稳定可靠、健康安全的产品，期望消费

行为更加可持续。

其他组织（包括金融机构、行业组织、国际组织、

NGOs、研究机构等相关方）更关注各利益相关方

如何能够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确保大宗商品生

产在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世界各国发展的同时，社

会更加包容，环境更加可持续。

产业链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与期望，既有推动森

林保护的积极因素也有推动零毁林的阻碍因素。

（见表2-1）

因此，系统地推动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各利益相关

方协同行动，才是化解毁林风险的有效路径。

农林大宗商品供应链条长、业务类型多、涉及领

域广、利益相关方遍及全球且利益关系复杂。明

确责任目标、凝聚各方行动共识是促进零毁林、

应对气候变化、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实现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面对毁林议题时存在诸多挑战使得问题变得复

杂。例如，在定义和衡量毁林的标准方面尚未形

成国际共识；各利益相关方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不明确；森林和土地利用风险相关的信息获取渠

道不公开；对零毁林承诺相关信息的披露不受制

约，公众很难评估履行承诺的进展情况；发挥监

督作用的机构尚不清晰，监督机制还未健全；目

前生产国和原住民、消费国和消费者在推动零毁

林诉求、意愿、共识方面的话语权不强等。

为促进进一步凝聚共识，我们需要架起国家政策

与供应链上各利益相关方行动之间的桥梁。

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包含

了一系列具有不同需求的利益相关者。生产方

（主要涉及生产者、生产国政府等相关方）更关

注取得商业成功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农业和农

民的可持续生计，其次是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

加工商、制造商和贸易商更关注贸易的可持续

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影响、挑战和行动表 2 - 1  :

主要利益相关方 行动方向

生产者（农场、牧

场、小农户等）

- 稳定的市场需求

- 提高生产效率与产量

减少毁林的主要挑战保护森林的积极影响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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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商/制造商

供应商/贸易商

消费者

- 增加收入，改善生计

- 合规经营

- 减少碳排放，贡献气候目标

- 稳定的供应链和市场需求

- 获得金融支持

- 提高荣誉

- 合规经营

- 减少碳排放，贡献气候目标

- 增强全球贸易和供应链韧性

- 获得更可持续的金融资源

- 提高声誉

- 更好的粮食安全、健康和可

持续性

- 同伴影响和时尚

- 采购软性商品作为原材料的

成本敏感性

- 缺乏认证产品的信息和渠道

- 降低生产成本：仅按订单进

行商品可持续认证，缺乏开

展产品信息可追溯体系建

设、碳盘查等相关的行动

- 扩大市场份额：寻找和扩张

更多种植园

- 采购可持续认证产品，产生

额外成本和投资

- 对已认证产品的认可度或市

场需求相对较低

- 可持续消费意识不足：选购

商品优先考虑质量、安全性

和价格因素，对商品环境影

响关注度低

- 可持续消费认知不足：缺少

对可持续商品的认知与判断

依据，需求表达有限

- 做出零毁林承诺或行动

- 提升效率，绿色低碳生产

- 监测和评估采购原料的毁林

风险

- 定期披露森林保护行动

- 可持续采购

- 为供应商提供可持续相关培

训

- 获得可持续消费需求信息

- 做出零毁林承诺或行动

- 采购可持续认证商品并提高

比例

- 联系申请可持续贷款

- 建立产品可追溯体系

- 为供应商提供可持续相关培

训

- 定期披露森林保护行动

- 关注/购买可持续商品

- 重视品牌的环境声誉和可持

续发展价值观

- 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 提升可持续消费意识和认知

- 传递可持续消费需求、拒绝

购买毁林商品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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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行业组织

监管机构

- 降低投资风险

- 促进与国家指导方针相符的

可持续金融

- 提高声誉

- 缺乏成熟的投资项目毁林风

险审查机制

- 忽视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

或未将毁林纳入环境风险因

素

- 创新可持续金融、绿色信贷

等金融产品

- 强化ESG投资

- 评估投资中的毁林风险

- 评估投资对象的碳排放情况

- 鼓励被投资方开展可持续认

证

- 促进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

- 评估行业企业综合绩效水平

- 履行行业社会责任承诺

- 未关注行业相关的毁林风险

- 缺乏行业毁林风险监督体系

- 缺乏生产国信息和资源的获

取渠道

- 出台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相关规范、标准、指引

- 搭建行业可持续发展交流平

台

- 与可持续标准、认证机构开

展行业合作

- 在行业团体标准中纳入零毁

林议题

- 发起行业应对气候变化、零

毁林等相关倡议

-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零毁林

等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培训

- 防范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 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 促进信息披露

- 维护公共利益

- 对跨境贸易导致毁林风险的

责任主体不明确

- 缺乏全球毁林风险监管规范

- 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深

度，关注碳排放范围三

-    加强环境议题监管，鼓励企

业关注零毁林议题

- 提出进口软性大宗商品碳盘

查要求

- 出台零毁林市场激励政策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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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生产

国）

政府部门（消费

国）

国际组织/NGO/研
究机构

- 土地恢复与可持续利用

- 吸引国际投资

- 更好的气候行动，减少碳排

放

-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产

- 保障小农和当地社区的生计

- 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价值认

知与评估不足

- 对合法毁林的关注与管理不

足

- 对非法毁林的惩戒不够严格

- 对可持续认证的激励和支持

不足

- 出台更为细致的森林保护相

关法规、政策

- 设立森林保护区，强化监督

惩处机制

- 补偿非毁林大豆、牛肉生产

者，激励森林保护行为

- 宣传倡导零毁林，提升公众

意识

- 国家粮食安全

- 改善气候行动，减少碳排放

- 提升供应链韧性

- 保护生物多样性

- 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保障

稳定供应为前提，审查进口

商品毁林风险的标准和机制

尚不完善

- 对可持续认证的激励和支持

不足

- 打击非法贸易，查处非法毁

林产品

- 出台可持续贸易及绿色采购

相关法规政策、标准指南

- 将零毁林纳入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

- 落实软性商品溯源体系建

设，鼓励可持续认证商品

- 倡导可持续消费理念，推动

零毁林认证标识的应用

- 更好的气候行动，减少碳排

放

- 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

- 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

- 推动农林复合及相关行业企

业的绿色转型

- 缺乏对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数

据和科学证据的深入调研，

并由此促进国际共识

- 零毁林议题倡导不足

- 开展零毁林系统方案研究，

建立全球可持续认证标准

- 发起更多零毁林相关倡议，

推广零毁林良好实践

- 搭建推动零毁林交流平台，

推动公私共同行动

- 为农户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 开展零毁林技术创新合作

- 曝光毁林企业行为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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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宗商品供应链，使其向着更加高效、透明和

绿色的方向发展，这不仅将改变软性大宗商品驱

动毁林的底层逻辑，而且还蕴藏着巨大的新商业

机会。

3.1

3.1.1

全球对农林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技术是解决无限

需求与有限资源矛盾的突破口，突破性农业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将有望对软性大宗商品的生产与供给模

式带来颠覆性改变。当前，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兴

起和在农业与大宗商品贸易上的应用，正在重塑软

提高供应链上游生产效率

数字农业

数字农业的发展和应用能够使农业效率大幅提升，

有望推动软性大宗商品生产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

型，降低农产品产量提升对土地资源的依赖，从而

减少毁林开荒。

1/320，如果牧场主能够把这个数字提升到1/2，那

么巴西全境无需新增任何畜牧用地，便可满足联合

国粮农组织预测的2040年全球对巴西牛肉的需求
21。可见，巴西养牛业有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这

亦是在巴西推动智能养殖设备等智慧畜牧业发展的

商业机遇。

遥感无人机加速土地恢复22案例：

极飞科技是一家设计生产遥感无人机、农业无人车、农机辅助驾驶设备、农业物联网和智慧农业系统的

中国公司，其产品能够精准化管理耕种管收全生产周期。

通过极飞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利用极飞遥感无人机进行农业测绘与智能巡田，结合极飞农业无人机进行

自动化精准种植和管理，将大幅提高土地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农业生产力。在占地约8万亩的江苏盐

城大中农场，经过一年种植季的试验，2019年水稻、小麦亩单产较2018年增产近150公斤；通过精准管

理，其农药成本比上年同期节省 100 多万元，节省机械油料损耗成本近100万元23。 

极飞农业无人车、无人机根据“AI处方图”执行系统命令，按照既定航线在指定区域开展自主作业，避免重

喷漏喷，通过极飞的精准变量喷洒技术，帮助农民实现农作物“按需施药”，从而减少30%的农药化肥使用

量、节省90%水资源消耗24。 

运用极飞科技的解决方案，还能够加速澳洲山火、四川若尔盖草原退化等环境危机后的植被恢复。

垂直农业3.1.2

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7亿，到

2100年将达到112亿25。按照固有农业模式，到

2050年，世界耕地面积的需求相比2012年将增加

11%，到1.72亿公顷26。

垂直农业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将大大缓解土地资

源紧缺的压力，并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为农作物

快速生长精准提供其所需的温度、湿度、光等条

件，从而最终实现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并节约土

地资源。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养牛业被认为是巴西亚马逊地区毁林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巴西亚马孙地区每公顷牛肉产量不到欧洲平

均水平的10.5%，每公顷收入仅为同地区水果或蔬

菜种植的11%。据巴西科学家2014年发布的一项研

究，巴西牧场的生产强度只达到其可持续承载量的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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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牲畜综合系统利用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协同关

系，实现集约化可持续农业。牲畜和家禽产生的粪

便和其他有机物质被用作肥料，为饲料作物生长提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土地需求的预测27图  3 . 1

垂直农业提高单产案例：

总部位于美国的垂直农业技术领导者Plenty表示，他们的农场每英亩的粮食产量是传统农场的400倍左

右，而使用的土地和水则减少了99%和95%。这项技术除了明显增加粮食产量外，还可以在不使用杀虫

剂和不受极端天气影响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生产，摆脱了传统农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在销售地种植，还

能提升产品的新鲜度，且大大减少远程运输产生的交通碳足迹。

除了美国的Plenty垂直农场之外，美国公司InFarm已获得超过3亿美金的融资，预计到2025年，其垂直农

场规模将达500万平方英尺，建成全球最大的垂直农场，帮助城市实现食物的自给自足。

上海新天地Foodie Social（南里食集）也有一个垂直农场——OF green都市农场，其收获的全部蔬菜与

所在街区的居民和城市工作者分享。

这些经营垂直农场的企业仍面临成本问题和商业模式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张家口君乐宝乳业采用牧草种植、奶牛养殖、牛奶加工的“零距离一体化”模式生产婴幼儿奶粉。通过“田
种草、草喂牛、牛产奶、粪还田、沼气发电”这一生态循环产业链，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减少了农

业和工业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通过融合一二三产业，形成循环经济。

此外，在河北省坝上的一个牧草种植项目中，君乐宝将沙质农田转变为草地。君乐宝围绕牧场开展土地

流转和种植，通过旱地耕作，防止了土壤进一步荒漠化，将坝上38万亩土地改造为原始牧草种植地，保

护了生态系统。

案例：

农业系统工程3.1.3

饲料作物、奶牛养殖和牛奶加工一体化28

供营养，同时，收获的饲料作物又能为养殖牲畜

和家禽提供食物。

历史数据 现有模式 可持续模式 社会阶层分化模式

全球

百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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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农业技术3.1.4

3.2.1

提高产品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3.2

新技术实现供应链全程可追溯

数字农场帮助实现从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性29案例：

除其他因素外，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根本在于选

种、育种和种植。培育产量更高、在不利条件下

也能茁壮成长的优质种子，也将减少农业增产对土

地等资源的依赖。

提升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

能够帮助供应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和最终消费者做

出明智的决策，实现可持续的、无毁林风险的采购

和消费。

供应链可追溯是逆向推动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绿

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已

经有较为成熟的追溯技术和制度体系。《中国食

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并鼓励其采取信息化

手段，同时国家层面也依法建立起食品安全全程追

溯协作机制。此外，为防范新冠肺炎病毒，中国还

加强了进口冷冻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先正达中国现代农业平台(MAP)建立了一个全程品控溯源品牌——MAP beSide，为消费者提供安

全、优质的农产品，以及覆盖种植、收获、仓储、运输、销售等全价值链的可视化可追溯信息。

MAP为农民提供数字农业技术和创新实践，帮助他们种植出高质量且可追溯产地的作物，并能以较高

的溢价进行农产品销售。2021年，MAP beSide与农民合作，评估并减少种植过程中的碳足迹。经过

评估，天津的beSide水稻农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每公顷7060.35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比地区平均水

平低了40.20%。

目前，MAP beside全程品控溯源已与都乐、益海嘉里、中粮、盒马鲜生、京东等几十家大中型农产

品渠道商合作推出优质农产品30。

区块链技术将助力加快软性大宗商品绿色供应链建

设步伐。2018年的一笔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中美大豆

贸易表明，区块链在大宗商品贸易环节中的应用，

不仅极大提高了贸易效率，减少腐败、降低诈骗，

还可通过将贸易融资渠道与可认证的可持续性生产

要求和透明的供应链联系起来，推动全球的绿色贸

易发展，构建绿色贸易融资体系。

案例： 区块链技术促进了供应链的可追溯性31 

2018年1月，一船运往中国的美国大豆在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化交易系统中完成交易，卖家是路易

达孚，买家是中国民营油脂企业山东渤海实业，几家国际银行、航运公司也参与其中。这使得中国成为

全球首例使用区块链平台完成农产品交易的国家。

此次大豆贸易结算通过Easy Trading connect（ETC）区块链平台进行，这套基于区块链的交易系统由荷

兰国际集团（ING）等一批金融机构开发。通过该平台，常规文书实现数字化处理，交易速度提高近5
倍。大宗商品的供应商可利用区块链平台提供符合本国规定的可持续标准认证件和质量证明等文件。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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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s and kernels 17.49%

Plants and animal oil

Animal products

Grain

Fresh vegetables

Fresh fruit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lant seeds and bulbs

Animal feed

Beans

Ornamental plants

Timber raw materials

Other agriculture products

Coffee beans

Agricultural waste

Mushrooms and truffles

Vanilla beans

Herbal cigars and cigarettes

Cacao beans

数字化重塑跨境贸易新格局3.2.2

在线跨境贸易的潜力案例：

跨境电商平台作为新型贸易业态在全球快速兴起，

实现了跨境的生产端与消费端的直接对接，改变了

传统的跨境商品交易方式。据估计，到2035年，中

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有望通过跨境电商实现32。

软性大宗商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实现生产国的生产

端与进口国的消费端的直接对接，既能缩短交易

链条、优化流程、降低成本，又能快速传导可持

续软性大宗商品的产量和需求量，再加上应用区

块链技术实现对可持续认证情况的验证，将打造

高效精准的绿色贸易闭环。

经过20余年的发展，阿里巴国际站以数字化格局的技术与产品，重构跨境贸易全链路，精准匹配跨境贸

易买卖双方的业务需求，加速全球贸易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引领者。阿里

巴巴国际站上有2600万活跃企业采购商，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有近6000个产品类别。

阿里巴巴国际站发布的《2020年农产品及食品行业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1-5月，询盘占比排名前10
的农业二级目类包括食用油、畜产品、饲料和豆类等软性大宗商品，展现出软性大宗商品跨境电商的良

好前景33。

阿里巴巴的多利益相关方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WTP)于2016年推出，旨在通过数字化和协作，实现更便

捷、创新和包容的全球贸易。eWTP分享经验、部署先进技术、提供政策咨询，以促进全球贸易。其已

在四大洲开展了10个合作项目，其中包括推动跨境数字商务，完善数字金融和数字物流，建设促进贸易

便利化的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数字人才培训和技术共享。

正如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线跨境贸易在促进软性大宗商品的可持续数字化跨境贸易

方面具有巨大潜力34。

2020年1-5月阿里巴巴国际站农业二级类目询盘占比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

可可豆

草药雪茄和香烟

香草豆

蘑菇和松露

农业废弃物

咖啡豆

其他农产品

木材原料

观赏植物

豆

动物饲料

植物种子和鳞茎

农业设备

新鲜水果

新鲜蔬菜

粮食

畜产品

植物和动物油

坚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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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颠覆性替代物减少进口依赖3.3

全球对肉蛋奶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畜牧业的加速发

展，而畜牧业对饲料的需求又带来大豆需求的增

加。通过提升本土大豆单产，降低对进口大豆的依

赖。从2019年开始，中国大力实施“大豆振兴计

划”，提高国产大豆的单产和品质。中国大豆科研机

构正在加紧攻关，选育优质品种大豆。2020年，中

国大豆平均亩产132.4公斤,比2016年提高11%35。 

科学制定饲料配方，降低大豆需求量。

中国进口大豆约80%成为豆粕用于畜禽饲料，为降

低大豆进口依存度，2021年3月中国农业农村部发

布《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方案》，据测

算，实施该方案，每年有望减少豆粕的使用量

1200万吨36 。

植物肉兴起，降低对牛肉、饲料大豆的需求。

发展植物性食品产业是应对全球蛋白质消费需求不

断增长的途径之一。一项调查显示，42%的中国受

访者表示希望挑选对环境更加友好的食物，超过

50%的受访者对尝试新型植物蛋白产品很感兴趣
37。据一项研究预测，到2035年，替代蛋白质的收

入将达到2900亿美元38。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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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软性大宗商品生产需要较多的前期融资来获取土地

进行开发和种植。因此，制定标准以减少和堵住支

持毁林的、有害的金融激励非常重要。此外，建立

一个风险评估平台，系统地管理与毁林有关的金融

风险，也被认为是金融机构在整个投资组合决

毁林风险

对于软性大宗商品企业：软性大宗商品生产商在运

营、资产价值、实体安全和业务连续性等方面直接

依赖森林和自然，贸易商、加工商、销售商等供应

链上的其他企业，由于其商业活动对毁林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也面临物理、监管、法律、市场和声誉

等多重风险。这些风险体现为毁林造成的气候变化

和生态破坏导致软性大宗商品产量降低，政府对毁

林的限制以及针对毁林的公共利益诉讼等。

对于金融机构：农业、食品软性等与软性大宗商品

相关的行业高度依赖森林等自然资本，而森林对于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而森林

对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

要，这两者都是金融机构关注的前沿风险管理领

域。这类风险属于“肥尾风险”，一旦触发后造成的

负面影响将远高于其他风险。因此，金融机构需要

更加审慎地评估和管理其投资或贷款组合中与软性

大宗商品相关的毁林风险。

由美国研究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联盟——
Forests & Finance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2016年至2020年，全球50家最大的银行和投资机

构向与毁林相关的商品提供的信贷为1280亿美元，

以及截至2021年4月所持有的另外280亿美元的股

票和债券39。其中，提供资金额占比最大的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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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日本、中国等大宗商品

消费国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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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过程中可以采取的措施。在投资组合中对土地利

用变化和毁林风险的可持续管理可以积极促进全球

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在软商品供应链向

绿色选择的过渡中创造新的绿色投资机会。

过225亿美元的贷款和承销服务40。中国金融机构应

加强软性大宗商品相关的信贷与投资风险管控。首

先评估与供应链上的土地用途改变、毁林等相关的

风险暴露情况，以及企业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

明确自身面临的毁林相关投资风险；进而在发放贷

款、投资项目筛选、尽职调查、协议签订、项目监

督等过程中纳入毁林风险管理，并着手制定推出战

略。

金融机构的重视正在推动软性大宗商品企业在其

ESG管理中优先考虑毁林风险。企业应在ESG风险

管理中优先考虑毁林风险，加强董事会对毁林风险

的监督，制定毁林风险管理的政策与机制；并系统

识别毁林风险与重要的环境和社会议题的关系，与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发展等，并加强

管理与信息披露。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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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战略

风险管理

指标与目标

毁林风险管理的金融机制4.2

明确非毁林软性大宗商品的标准和规则4.2.1

软性大宗商品企业毁林风险管理方法表4-1：

- 确定企业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的毁林风险管理责任

- 在董事会层面明确毁林风险管理的信息沟通与决策流程，并在现有的ESG审查中强调毁林风险

- 识别、管理并向董事会报告毁林风险

- 将毁林风险管理的表现纳入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

- 从长期发展角度进行情景分析，考察毁林风险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

- 明确毁林风险管理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战略之间的关系

- 策划关键市场的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可持续转型合作计划和项目

- 将毁林风险管理纳入企业风险管理流程

- 识别主要的毁林风险及软性大宗商品可持续转型的机遇，分析对财务指标的影响

- 为管理毁林风险和可持续转型机遇制定行动计划

- 制定并说明毁林风险管理、可持续转型机遇的目标及绩效

- 披露关键指标及达成情况

支持软性大宗商品可持续供应链的金融体系包括四个方面：明确的标准、透明度、激励机制和金融产品。

明确软性大宗商品可持续供应链的分类标准，是引

导银行、投资机构为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可持续转

型提供资金的前提条件。中国需要建立一套适合中

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分类标准。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已有推动绿色金融供应链建设的

相关内容。例如，《中国绿色债券支持目录

（2021版）》明确将支持获得国际相关认证体系

可持续证书的大宗绿色农产品贸易41。监管机构应

进一步明确软性大宗商品可持续供应链项目的识别

和分类，确保这些标准与中国的绿色信贷、绿色债

券和绿色企业评级分类标准一致，便于银行和投资

机构能够甄别哪些供应商符合非毁林的可持续性标

准。例如，加强与《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的

合作，以促进一致性和可比性42。

同时，《我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

见》将农业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列入了支持范围
43。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7个国家的央行共同发起

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正在研究关于

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有望提出一些具

体建议，包括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如何强化对生

物多样性的管理44。这为农业、食品等行业为其

供应链减排争取资金支持带来了新的机会。

遏制全球毁林：中国的行动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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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4.2.4

–

–

–

–

–

–

–

–

–

4.2.2

 –

–

–

为了使可持续转型项目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它们

必须具有可接受的风险状况和盈利能力，这就要求

政府建立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可能的激励机制

包括：

降低符合绿色标准和/或非毁林的农产品贸易

的关税，提高绿色配额；

下调符合绿色标准软性大宗商品的出口信用保

险担保费；

提高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和积极性，

例如下调对软性大宗商品绿色转型项目的再贷

款利率；

为软性大宗商品绿色转型项目提供补贴和贴息

贷款；

推动软性大宗商品绿色融资担保保险发展，并

适当提高政府对相关风险的分担比例。

创新多元化的软性大宗商品绿色金融产品

为满足资金需求，需要开发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

品，如贷款、债券、股权投资、保险等，并在此基

础上创新融资模式。

可持续发展贷款：金融机构为软性大宗商品企

业提供低息的可持续发展贷款。例如中粮国际

获得的23亿美元可持续发展贷款；

可持续投资：从分散投资风险的角度出发，优

先考虑引入混合式融资，包括开发性金融、主

权基金、慈善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

农业风险基金等，以撬动更广泛的私人投资；

可持续发展债券：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应参

照《中国绿色债券支持目录（2021版）》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一带

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政策47，在国内外发行

用于支持软性大宗商品企业可持续转型的各类

债券；

可持续发展保险产品：将毁林风险和责任纳入

保险评估，开发针对森林资产的创新保险产

品。例如，保护国际基金会已将红树林对沿海

社区的保护和碳储存价值纳入保险产品48。

建立软性大宗商品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

提升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各环节的透明度

政府部门、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及软性大宗商品企

业需要共同合作，提升商品源头及与毁林相关的风

险的透明度。

中国政府部门及相关监管机构已要求上市公司

和发债企业强制披露环境信息，可进一步细化

对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的毁林信息披露要

求，并将信息纳入绿色金融信息系统进行统一

监管。

金融机构应出台减少毁林的投资、贷款政策，

丰富相关的金融产品、工具，提升企业转型动

力；披露自身在软性大宗商品可持续项目中的

贷款和投资规模，增强企业转型的信心和

动力。

企业应参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建议框架45、CDP全球环境信息研

究中心相关方法工具46，积极披露遏制供应链

上毁林的相关信息，包括治理、战略、风险

管理、行动进展和量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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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粮国际与金融机构的合作49

中粮国际是母公司中粮集团农粮业务在海外统一采购、调配、投资和发展的平台，在巴西桑托斯、阿

根廷罗萨里奥、美国圣路易斯等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和内陆物流节点拥有中转基地。

可持续发展贷款

软性大宗商品企业面临供应链低碳转型的资金缺口，金融机构在寻找更加低碳、零毁林的优质项目

投资，两方存在合作潜力。

2019年，中粮国际与21家全球银行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获得23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贷款。中粮集

团作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包括中粮国际同意以ESG评级机构Sustainalytics为基准，逐年提高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绩效；提高农产品可追溯性；同时进一步承诺将所获贷款利息返还再投资于

可持续发展项目。这是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商有史以来最大额度的可持续发展贷款，也标志着中粮国

际实现了财务、业务运营和可持续发展的三方协同。

深化可持续供应链

2020年，中粮国际和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支持在巴西塞拉多的马托皮巴

(Matopiba)地区发展更可追溯和可持续的大豆供应链。此次合作将面向非预融资大豆供应商，对在生

态脆弱地区的大豆农场进行筛选，确保其符合关键的环境和社会标准；通过采用农场地理定位、卫

星图像和其他地理信息和官方数据，确保供应的农场不占用生态保护区或禁运地区，并遵守《亚马

逊大豆禁令》50。同时该项目还分析土地转换情况，评估供应商是否完成“农用土地环境登记”
(CAR) 51。

2020年，该项目已完成357个供应农场的测绘和分析，占地近428,000公顷。到2021年12月，中粮

国际已经实现了可追溯性，并完成了对梅塔皮巴地区现有供应商的所有直接采购大豆的社会和环境

审查。

此外，中粮国际通过建设门户网站，为农村社区提供有关可持续农业实践信息，并帮助农民遵守可

持续大豆采购政策，让农民和社区参与可持续大豆生产。2021年，该项目为1,000多名农民举办了培

训。这些活动使中粮集团能够满足与国际金融公司融资协议的关键标准，并履行其对软性商品论坛

的承诺，将六大农业企业聚集在一起，就可持续大豆供应链采取集体行动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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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来增加经济活动的净福利收益53。”可持续消

费的目的是通过改变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在不

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条件下，满足人们的基本

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在积极通过政策

制定和实践探索推动可持续消费。通过可持续消

费推动减少毁林，一方面能够倒逼企业减少对环

境的破坏；另一方面，以环境友好为导向的可持

续消费，也在带来新的商机，激发企业实现零毁

林的内在动力54。

食系统碳足迹分析文章显示，豆腐每提供 100 克

蛋白质的同时只产生 1.6 千克的碳足迹，纯食用

大豆更少，只有 0.65 千克，牛肉则有 25 千克左

右 57。因此，中国人食用大豆以及以大豆为主要

原料的各种豆制品，如豆奶、豆腐、豆干等，将

是一种又营养、又低碳的饮食方式。多吃大豆或

豆制品，也是一种低碳生活的选择。

通过亿万消费者的共同努力，可以与企业一道推

动消费与生产向可持续转型。

2015年，联合国发布17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其中目标12“确保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中明

确定义：“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通过减少产品

及服务整个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环境退化和污

可持续消费方兴未艾

近年来，人们愈发认识到转向可持续生产与消费

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持续消费已逐渐被视

为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

地区、国家和地方层面已经出现了大量促进可持

续消费的政策措施和实践行动，取得了积极进展

和良好经验。其中，欧洲在推动可持续消费方面

起步较早，效果显著。

可持续消费直接推动减少毁林

每年食品产品中预计有三分之一，即相当于 13 亿
吨、价值 1 万亿美元，会在消费者和零售商的垃

圾箱里腐烂，或者由于运输和收获不当而变质。 
为此，通过减少食物浪费、食用更健康的食物，

可以减少将大规模森林转变为农用地的需求，对

于保护森林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数千年来，中国人都以大豆作为主要优质

蛋白质的摄入来源，大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约为

35%-40%，其与牛肉相当，但大豆与牛肉相比要

低碳得多56。 2018 年《科学》杂志发表的全球粮

可持续消费倒逼企业改善产品碳足迹

虽然全世界的毁林大量集中于生产领域，但是归

根结底生产要服务于消费需求。随着全球消费者

的消费理念越来越环保，更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

企业以及产品的可持续性，更愿意购买绿色低碳

产品，这将有助于撬动软性大宗商品相关企业尤

其是消费类企业进行负责任采购，减少毁林

行为。

《中国公众绿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报告（2019 
版）》显示，83.3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绿色消费

行为，其中46.7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支持”。消费

者不仅愿意购买高品质的绿色产品，同时也关注生

产方式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由此带来企业采购、

使用和销售环境友好的绿色可持续产品的意愿在

增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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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通过价值观互动释放消费力量

随着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危机加剧，

在监管政策趋严以及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的外部环

境下，企业将可持续消费融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

将有利于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可持续的商业选择不

仅可以减少毁林和相关的商业风险，还可以提高品

牌价值。

数字信息时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现碳减排的重

要工具。例如，大数据在帮助人类减少和 适应气候

变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以支付宝推出“蚂蚁森

林”为例，该平台用户通过绿色出行、减纸减塑、

在线办公等低碳行为积攒绿色能量，在手机里养大

一颗虚拟的树。支付宝网民每养成一颗虚拟的树， 

“蚂蚁森林”和公益伙伴就会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颗

真的树，以培养和激励用户的低碳环保行为。截

止2020年，5.5亿用户4年时间种植超过2.23亿
棵树59。2019年蚂蚁森林连获联合国环保领域最

高奖项“地球卫士奖”与应对气候变化最高奖项“灯
塔奖”。

同样，企业也可以在推广健康、环保的饮食习惯

方面，利用交互式应用程序将碳减排数据与饮食

习惯相匹配，帮助人们减少食物浪费、吃得更健

康等，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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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性大宗商品产业链转型“生态圈”示意图图6 - 1

可持续采购 可持续消费

6.1

6.2

结论与建议

以技术为驱动力、金融为杠杆、消费为拉动力，以

政策引导为机制，以零毁林为目标，各利益相关方

必须携起手来，共同推动软性大宗商品供需生态系

统的绿色低碳转型。

资本推动（可持续金融）

生产端企业 消费端企业贸易端企业

技术变革（可持续创新）

（可持续政策）

环境机制

基于共识的行动

全球期待

无论是上游种植端企业，还是中游贸易端企业，

亦或是下游采购/消费端企业，都必须通过自身的

转型来推动整个软性大宗商品供应链实现彻底转

型。在这个过程中，实则蕴藏着众多的新商业机

会。因循守旧是不可持续的，如若不做出改

变，软性大宗商品产业链的未来或许会被其他创

新领域的企业所颠覆。

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务之急，已

成为全球行动共识。减少森林损失与应对气候变

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完全一致。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需要得到有效评估和足够重视，并

将森林保护与贡献应对气候变化目标进行技术挂

钩，对于做出改变、贡献零毁林目标的软性大宗

商品企业，应通过有效的政策和市场机制予以正

向反馈和激励，引导更多企业做出切实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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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中国企业的政策环境

政府引导是推动中国企业积极行动的重要力量，政

策指引则能够推动企业的具体行动。中国在 2021
年与 144 个缔约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

会上做出承诺的基础上，还可通过南南合作和 “ 一

带一路 ” 倡议建立的国际合作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制定与毁林风险有关的信贷和投资准则和标

准，将帮助和鼓励金融机构采取有效行动。

企业已经在做出多方面努力和采取创新方法，并将

受益于来自技术解决方案研发和技术援助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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