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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
度，倡导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了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1。他提出一系列
环保举措，包括大力开展人工造林、强化湿地保护和恢
复，更加严厉地惩处和遏制破坏环境的行为等。

为履行上述承诺，中国将于 2020 年主办《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预计与会
代表将针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修订现有计划，
并制定新的目标和行动。为此，中国将有机会在国际上
率先做出坚定承诺，并付诸行动。中国还有机会支持各
项倡议，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对生物多样性造成
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由棕榈油等天然商品进口造成的
负面影响。

本报告认为，棕榈油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在
COP15 期间展示中国在环境领域的领导地位。制定有效
的可持续消费激励措施，能够在促进中国在可持续全球
产业链的国际治理和政策制定中发挥领导作用。它们还
将有助于中国“品牌”转型和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
的竞争力。作为棕榈油的主要进口国和潜在的海外生产
国，中国将对全球棕榈油价值链产生重要影响，对棕榈
油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

棕榈油生产和行业中的各项议题体现了经济发展与
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权衡。在各个生产国，棕榈油在减
贫、就业、创收、升级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更何况也为政府带来大量收入。油棕经常被视
为“黄金作物”。

棕榈油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出口的主要农产品。印尼
和马来西亚是世界上两大棕榈油生产国，棕榈油分别占
其出口总额的近 10% 和 5%。在上述两国，棕榈油行业
为约 500 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另有 1100 万人间接依赖
棕榈油行业。棕榈油帮助政府减贫、支持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1 实现农村的长足发展。

但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为实现农村发展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尤其是环境遭到破坏。例如，在印尼，1990-
2015 年间，2400 万公顷雨林遭到破坏，占全国总雨林

面积的 20%，仅 52% 的原生雨林保护完好。这主要是
农业综合企业扩张的结果。尽管，近年来，毁林率有所
放缓，但仍有证据表明毁林情况依然存在。烧荒清理土
地进一步破坏当地环境，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影响。
原生林和伐木林转化为棕榈油作物导致物种丰富度降低
83%。

棕榈油行业已涌现多方努力，支持该行业过渡到更
可持续的生产，包括制定可持续标准。在各种标准和认
证方案中，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被认
为是最成功的。印尼可持续棕榈油（ISPO）和马来西亚
可持续棕榈油（MSPO）等强制性国家方案被业界视为“合
法性标准”，采用的标准和原则通常不如 RSPO 严格。

可持续棕榈油能支持在国内外实现数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主要涉及生产国。但是，可持续棕榈油将
支持印尼等生产国和中国等消费国的经济增长（可持续
发展目标 8）以及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目
标 12）。最后，可持续消费将对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
（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挑战显而易见。就可持续标准达成一致的各项努力
尚处于早期阶段，可持续标准的采纳情况欠佳，对环境
影响有限。总体而言，可持续标准尚不能推动行业实现
重大转变。

利益相关方数量众多、价值链情况复杂，显著削
弱了单个利益相关方对行业标准实现有意义变革的影响
力。负外部性高度集中于上游生产阶段，分配其责任和
财务成本时挑战尤为严峻。

主要消费者市场由于意识淡薄，对可持续棕榈油的
需求缺失。印尼、印度、欧盟和中国是棕榈油的主要消
费国，消费量占全球的 50%。但是，其需求情况却大相
径庭。欧洲四分之三的进口棕榈油获得可持续棕榈油认
证，而中国进口的棕榈油中仅有 1% 获得认证。

发展中国家市场更关注价格竞争力，对可持续性毫
不关切或只是有限关切。这些市场的需求日益增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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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市场分化，形成庞大的“泄露市场”。只要对未
认证棕榈油的需求保持强劲，法规和更高的标准将不能
有效地遏制不可持续的做法。利益相关方缺乏强有力的
市场激励，无法实质性地带来有效变革。

在中国，条件比较有利于可持续棕榈油发展，但是
消费者、零售商和制造商参与仍面临严峻挑战。这些有
利条件包括政府承诺建设“生态文明”；中国食品土畜
进出口商会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相关行业协会支持，
并努力提升意识；人们收入日益增长和城市化加速，正
在改变消费模式；做出可持续性承诺的跨国公司具有很
大影响力；以及贸易和零售行业高度集中。

时机已经成熟，所有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可基于上述
这些积极的基本要素，引领行业的转型变革。可持续棕
榈油符合中国推动绿色发展和绿色消费的国策。对于商
务部联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等部委共同启动的“消
费升级行动计划”和“构建绿色价值链”计划，情况尤
为如此。商务部肩负行业监管的使命。例如，通过支持
绿色和可持续采购，商务部可以转变行业的发展方向。

明确支持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政策信号可能成为改
变行业现状的关键，这是行业正在寻求实现的目标。理
想情况下，政策信号应来自政府最高层，涵盖棕榈油和
其他天然商品。毁林的主要诱因是农业和土地利用变化，
棕榈油是其中之一。处理单一商品只能部分解决农业综
合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如果需求大量转移到（单产不
太高）的替代产品，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环境破坏。

负责监管棕榈油行业的商务部可以将绿色采购指导
方针扩展到棕榈油行业。例如，中国可以采用公共采购
的供应链标准，明确地将“禁止滥伐树木”纳入政策，
减少森林砍伐，为国有和私营企业履行可持续承诺提供
强大的动力。如果辅以积极的经济政策和激励措施，将
产生更大的影响。

政策信号，加上有效的强制性标准与指引，可以弥
补中国消费者缺乏的需求，在价值链中形成强大的激励。
生态环境部为履行其 COP15 的使命，可推动和支持一
项倡导可持续棕榈油的公开行动。这可以强化标准在生

产国的合法性并支持标准的执行，并为生产国和消费国
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奠定基础，开展创新技术、专有技
术和消除贫困的成功经验交流等。

同时，其他利益相关方，特别是金融市场，也应该
释放信号和激励。作为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推动油棕
企业扩张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金融机构的融资。后者对于
扭转破坏环境的做法、加强和改善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
性标准至关重要。作为 2016 年以来第一个绿色债券发
行国 2，中国有充分的条件利用这些工具，支持其他国
家将私人资本与可持续发展和 2030 年议程的目标相结合。

更加透明、高效的市场还能解决另一个议题：在华
运营跨国公司采用的“双重标准”。跨国公司是贸易及
一些消费品制造业的主要参与者。它们通常是 RSPO 会
员，承诺执行“不毁林”政策。但是，有证据表明，跨
国公司的中国供应链和全球供应链之间存在差异。执行
可持续标准，比如“不毁林”承诺在中国可能面临严峻
挑战，这是由于缺乏意识和最终需求，价格溢价高，中
国消费者的价格意识强，以及追溯认证棕榈油难度大。

鉴于其规模和作为棕榈油终端市场的重要性，如果
中国在可持续棕榈油上有一个重大转变，它将对产业上
游产生重大影响。届时生产国就能够获得足够的激励和 
动力来加强可持续棕榈油的合法性，并支持标准的实施。
生产国和消费国还可以增强在可持续农业上的协调和合
作，为双方提供一个交流创新与技术、专门知识以及社
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成功经验的平台。

在行业层面，有必要采取全面、涵盖面广的多利益
相关方的方式。事实证明，各种小规模倡议的大量涌现
效率不高。尽管数量众多，但是面对复杂的棕榈油价值
链，中间又嵌入强大而多样化的利益，这些倡议的影响
区域却非常有限，显得无能为力。中国处于行业可持续
性倡议的最前沿，利用南南合作框架等平台，推进“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确保促进中国企业的可持续性投资。
可持续性可以提高单产和效率，让所有当事方实现共赢。

所有当事方均应支持采用多步骤循序渐进的方式实
现最佳实践。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奠定基础。执行对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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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市场泄露至关重要。欢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
生产国政府持续给予支持，并开展能力建设。RSPO 应
加强在生产国的执行，推动在中国提升意识和能力。
2018 年修订的原则和标准已被界定为向前迈出的“巨大”
而“重要”的步骤。后续必须更严格地加以执行，才能
实现真正的转型。市场领导者应培育棕榈油创新集团等
相关组织，继续追求卓越与创新。还应推动更多地使用
绿色金融。

能力建设在所有阶段对利益相关方而言都是至关重
要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应首先响应大胆的变革号召，
并支持政策信号，然后使之成为全球目标。联合国及其
相关机构和网络可通过在华建立的各种稳固的伙伴关
系，扮演重要的全球推动者角色。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
际组织，能够协调利益相关方，在专业知识和能力建设
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支持。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和世界自然
基金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长期在华积极实施可持续棕榈
油的各项倡议，可与联合国合作，帮助推动和支持整个
价值链中的私人和公共倡议。

长期获得商品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这有赖于对国
内外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根据中国政府最近宣布的新的

优先事项，建设“生态文明”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充分
利用中国在 COP15 和北京冬奥会等活动中的全球曝光
机会，最大限度地吸引各方注意，从而为棕榈油行业实
现有意义的转型描绘明确的道路。鉴于全球给予棕榈油
的关注，中国与各生产国之间的合作对于有效实现该目
标至关重要，让所有相关方取得共赢。

****
基于以上背景分析，本文旨在解析棕榈油价值链，

主要关注生产国印尼和中国消费市场。目标是分析两国
现状，指出可持续棕榈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识别未来
可能开展合作的共同基础。本实证研究基于贸易数据、
国内外行业数据，以及对棕榈油公司、机构行为体和非
政府组织代表的访谈。这些访谈主要在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 月之间开展。就方法论而言，本文采用全球价
值链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追溯价值链中的不同行为体，
比如业主、管理人员和买家代表，以及支持的行业组织
和地方政府的代表。

本报告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委托撰写，
并由荷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1 “生态文明”于 2012 年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它强调资源节约型增长、环境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构成了
中国引领气候变化合作、推动能源转型和培育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框架。

2 https://www.pionline.com/interactive/china-leads-green-bonds-others-c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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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棕 榈 油 全 球 价 值 链

05中国 - 印尼棕榈油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 RSPO



中国 - 印尼棕榈油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棕榈油 3 充满争议，一方面能推动发展、保障粮食
安全，另一方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
充分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各生产国，棕榈油产生
显著的经济效益，减贫、解决就业、创造收入、升级基
础设施，更不用说为政府带来大量收入。但是，生产国
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产生环境和社会影响。

如 今， 棕 榈 油 在 全 球 植 物 油 产 量 中 的 占 比 约 为
33%，已超过了大豆油（29%）和菜籽油（15%）（Statista，
2017）。过去二十年间，棕榈油在全球植物油产量中的
份额翻了一番多，2018 年棕榈油产量达 7000 万吨（美
国农业部）。大部分棕榈油产自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印尼、
欧盟、印度和中国消费。

1.1 棕榈油：简介

棕榈油是利润最高的植物油，源自商业大型乔木作
物，生产成本低。土地使用效率远高于替代作物（图 1）：
与其他植物油作物相比，其产油量高出 6-10 倍。生产
棕榈油使用的土地在所有油料作物使用土地中的占比不
到 10%。大豆用地占全球油料作物用地的 40%，但仅
生产全球 22% 的植物油。由于产油量高、价格低，如
今棕榈油是亚洲、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烹调油。
膳食结构的变化也正在导致需求增加：随着发展中国家
中产阶级规模扩大、收入增长，对加工食品的需求增加，
而棕榈油是加工食品的一种主要原料。

棕榈油为各生产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自上世纪
中叶以来，马来西亚和印尼扩大棕榈油生产规模，并利
用这一重要工具，创造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消除贫困、
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从中受益。此外，随着生产规模扩大，
土地价值飙升、农业和制造业产出增加、当地 GDP 增长，
通过与当地生产和消费的联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大型油棕种植园和相关加工单位是
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产生积极影响，
促进经济的总体发展。

棕榈油是一种能成功助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 1（无贫穷）等的工具。研究显示，用于生产棕榈油
的土地增加 10%，贫困率便下降 10%，并缩小贫富差
距（Edwards，2015）。积极的溢出效应和稳固的需求
促使巴西、秘鲁和中西非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日
益推动油棕种植，将其视为助力实现减贫、粮食和能源
独立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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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棕榈油是最高效的植物油（每公顷产油量，吨）
来源： https://www.palmoilandfood.eu/en/palm-oil-production

棕榈油                                菜籽油                             葵花籽油                             大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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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也让进口国受益。2014 年，棕榈油行业为
全球 GDP 贡献约 390 亿美元，在中国和印度等进口国
创造了约 300 万个就业机会 4（欧洲经济，2016）。棕
榈油对进口国经济产生的重大经济影响反映出全球供应
链中常见的租金分配不均的情况。大多数增加值在下游
产生，在制造和零售商层面，在中国和印度等消费国，
而非生产国。

但是，棕榈油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争议的天然商
品之一，因其对环境的影响而声名狼藉。棕榈油快速扩
张导致东南亚发生大规模毁林，对生物多样性和温室气

体排放等产生重大影响。棕榈油还与一些社会问题相关，
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使用权，尤其是在印尼，强迫劳动
和童工，以及低工资、健康与安全和性别歧视等恶劣的
劳动条件均与棕榈油相关。

棕榈油行业各方努力纷纷涌现，支持该行业过渡到
更可持续的生产，因为棕榈油价值链蓬勃发展产生了众
多负面后果。可持续性关切正在推动当前的行业转型，
背后还有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最终消费者施加的强
大压力。但是，公共和私人倡议尚未引起重大变化。发
展中国家对廉价天然商品的强劲需求日益增长，正在造
成深度市场分化。

数十年来，全球棕榈油产量持续增长。最近，由
于单产提高、气候条件有利（2016 年除外，因为当年
降水量少）及种植面积扩大，特别是在新的棕榈油生产
国、非洲和拉美地区，健康增长率达到约 4%（Fadhil 
Hasan，2018）。据美国农业部估计，2019 年全球棕
榈油产量将增至 7300 万吨，四年共增长 25%。种植面
积的估计则有所不同，从联合国粮农组织更保守地估计
2016 年 2100 万公顷油棕种植园，到最近估计至少 2500
万公顷（Meijaard 等，2018）。

1.2 全球棕榈油生产情况

图 2：棕榈油种植面积扩大（百万公顷）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85% 的棕榈油产自印尼和马来西亚 5。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由于国家的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半岛上的油
棕种植园开始扩张。10 年后，印尼也通过国有企业，扩
大油棕种植。如今，两国政府逐步退出油棕种植业，引
入私人投资。2007 年，印尼超过马来西亚，将大部分
土地用于油棕种植（图 2）。2018 年，印尼预计将生产
3900 万吨棕榈油，占全球总产量的 56%；马来西亚将
生产 2000 万吨棕榈油，占全球总产量的 28%（美国农
业部）。印尼棕榈油种植业从业人口接近 400 万，马来
西亚约为 70 万（Mohd Noor 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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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的产业相互高度关联。马来西亚的产业高度依
赖印尼的移民工人，全国近 80% 的油棕种植人员均为
印尼的移民工人 6。同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企业集团，
通过直接投资或与本地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控制了印尼
棕榈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Pacheco，2017）。

产量增长主要源自用地增加，只有少量是因为单
产提高——同时，受植物育种和遗传学投资的支撑。在
印尼和马来西亚，过去十年间，产量一直稳定在 3.8 吨
/ 公顷左右，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2.9 吨 / 公顷（2014，
联合国粮农组织）。但是，不同种植者和生产系统之
间单产存在差异。小农的单产通常比大型种植园低多
达 40%。企业能更好地获取优质幼苗，而且通常能更
好地掌握和遵循最佳管理实践（BMP）。在印尼，参加
plasma 计划的小农能比独立小农获得更高的产量。这
是因为参加 plasma 计划的小农通常采用大公司的管理
实践，而独立小农却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和知识。

新的土地有限和单产低是今后油棕产量增长放缓的
主要因素。在产油棕果的棕榈树中，树龄老的棕榈树比
例高、价格激励低、缺少劳动力，再植率低，尤其在马

来西亚，极端天气模式和认为棕榈油造成环境、健康与
童工议题而对棕榈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的运动，也都在
造成影响。未来十年，预期印尼的棕榈油产量每年将增
长 3%，增速较 2010-2015 年间的 8% 有所放缓（Fadhil 
Hasan，2018）。在马来西亚，情况非常相似，棕榈油
产量增速尽管已经放缓，但仍将进一步下降。

其他生产国或许能够填补全球主要生产国留下的缺
口，导致全球产量减少。充足的土地供给和外国直接投
资，就资本和技术而言，可能将鼓励非洲和拉美地区增
产。但是，由于巴西等国缺乏价格激励、社会政治形势
不确定、劳动力成本高企，可能限制新生产先锋的潜力。

单产可以全面提高。Pacheco 等（2017）指出，种
植园开发阶段和未成熟期间效率低下、营养需求评估不
准确和成熟林分管理效率低下是实际产量未达到潜在产
量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最佳管理实践能轻易处理并消
除后面两个导致相对低产的因素，从而在现有种植园中
而不是在新土地上实现进一步增产。提升意识和开展能
力建设、积累专有技术，以及支持和拓展现有倡议，尤
其是针对小农的各项倡议，是实现升级的主要步骤。

棕榈油还因用途广泛而深受欢迎。世界自然基金会
报告称，超市中约有一半商品均含有棕榈油，包括洗发
水、化妆品、巧克力、面包和抹酱。约四分之三的棕榈
油用于食品（70%），主要用作烹调油和用于加工食品。
棕榈油还是生产生物燃料的原料（18%），在油脂化工
行业，用于生产化妆品和清洁用品（9%）7。

1.3 全球棕榈油消费情况

食用油市场扩张与人口和收入增长有关。最近，中
国和印度等国的中产阶级规模持续扩大， 消费品需求激
增，大幅提升了全球对棕榈油的需求。同时，在政府政
策和补贴的推动下，对非食用油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例
如，在过去 11 年间，将棕榈油用作生物燃料原料的需
求几乎增加了两倍（《油世界》8）。

政府政策构成强有力的激励措施，鼓励将棕榈油用作生物燃料的原料。美国政府是
最早的推动者之一，主张植物油的此类替代用途。2006 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修
订并拓展了可再生燃料标准，要求燃料生产商在柴油燃料中掺入大豆油、棕榈油和其他
植物油。截至 2016 年，在此前十年间，美国的生物柴油产量增加了五倍；国内大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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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用于生产生物燃料，而非食品，每月的植物油进口量从几乎为零剧增到超过 300 万吨，
其中棕榈油占很大比例 9，2017 年达到 150 万吨（美国农业部）。

欧 洲 国 家 纷 纷 效 仿。2009 年， 欧 洲 议 会 通 过《 欧 盟 可 再 生 能 源 指 令》（EU 
RED），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需求中的比例设定为 20%。结果，对植物油
的需求急剧上升，这被广泛认为加剧了与棕榈油生产相关的环境议题。对《可再生能源
指令》进行修订，部分是为了缓解上述问题。2018 年 12 月，新的《可再生能源指令》
（REDII）生效，延长实现可再生能源约束性目标的时间，到 2030 年达到至少 32%。

对棕榈油生产者而言，争议点是用于解决间接土地利用变化（ILUC）产生排放的
新方法，即“非农用土地转化为用于生产粮食或饲料的农用土地，会产生温室气体排
放，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森林、湿地和泥炭地等碳储量高的土地时”（欧盟委员会，
COM（2019）142 定稿）。新的《可再生能源指令》通过 2019 年 3 月发布的一项授权
法案指出，“从 2020 年起，间接土地利用变化风险高的生物燃料、生物液体和生物质
燃料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将限制在 2019 年的水平，然后在 2023 年到最晚 2030 年间，
逐渐减少至零”。撰写本报告时，间接土地利用变化风险高的唯一燃料是棕榈油。在欧盟，
作为生物燃料原料的棕榈油预期减少，可能对需求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个例子是印尼新的生物燃料政策，要求自 2016 年起，生物柴油占柴油燃料
的比例须达到 20%（B20），并设定 2025 年达到 30%（B30）的目标。2018 年开展
的一项研究估计，为实现 30% 的目标，还需要大约 1100 万吨棕榈油，接近 2017 年
印尼棕榈油产量的三分之一。印尼国内对棕榈油的需求将在 10 年不到的时间内翻一番
（Khatiwada 等，2018）。法律的修订将对棕榈油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总体而言，
印尼环境与林业部正致力于“可持续棕榈油的森林治理视角”，将其作为一贯的政府政
策，实施有关棕榈油议题的纠正和运营政策。

印尼、印度、欧盟国家 10 和中国是棕榈油主要消
费国。它们总共占全球棕榈油消费量的 50%（表 3）。
2017 年，世界棕榈油消费量升至 6200 万吨，2019 年，
有望增至 7000 万吨（美国农业部）。印度与中国将棕
榈油主要用作烹调油和食品行业的一种原料。随着人们
收入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膳食相应地转向加工食
品，对棕榈油的需求增加。相比之下，在欧盟，棕榈油
更多用于制造产品，而非直接用于烹饪，需求增长部分
受支持生物燃料的政策驱动。

棕榈油消费前景存在影响需求的多个因素。一方面，
燃料使用日益增加、人口增长和巴基斯坦、伊朗及孟加
拉等新兴进口国的需求将支持棕榈油消费增长。另一方
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反对棕榈油的呼声高涨，可
能会减缓消费步伐。总体而言，据预测，与过去 5 年相比，
棕 榈 油 消 费 将 继 续 增 长， 但 增 速 会 有 所 放 缓，2015-
2025 年间，年增速约为 3%（Fadhil Hasan，2018）。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报告也估计，从长远来看，
消费者需求每年增长将略低于 1.7%，一直持续到 2050
年 11。尽管增速放缓，棕榈油产量依然会出现大幅增加。
据预测，2050 年棕榈油产量可能会增长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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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棕榈油消费量（百万吨，2018）
来源：美国农业部，穆迪指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棕榈油价值链的规模扩大、复杂
性增加，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市场遍布全球。从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分配负外部性的责任显得尤为困
难，平衡生产国的减贫成效和主要由消费国提出的全球
环境关切极具挑战性。一般而言，尤其是在价值链末端
的生产和零售环节，单个或小型参与者团体由于规模相
对较小，对供应链和生产可持续标准的影响有限。

棕榈油生产涉及各类不同的供应商，包括跨国公司
拥有的大型种植园和小农。与其他作物相比，棕榈油资
本密集度更高，而且对农资和肥料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

价值链的精炼、加工和贸易环节均由少数企业 12 主
导，这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原因所致。棕榈油是从新鲜棕
榈果中提取，而棕榈果在收获后迅速变质，因此加工对
时间极为敏感。结果，用于工业用途的棕榈油量产需要
复杂而昂贵的基础设施，生产设施需要靠近加工设施。
这些企业从自身特许经营的种植园、大量第三方供应商
和通过拓展网络联系到的附属或独立小农采购新鲜棕榈
果。然后，棕榈油运输到精炼厂，进一步加工成食用油、
特种油脂，用于生产巧克力、糖果、化妆品，以及甘油
等油脂化学品和生物柴油等其他产品。精炼厂的位置一

般都靠近港口，棕榈油从这些港口运输到其他目的地。

大量棕榈油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进行加工和
精炼。马来西亚棕榈油加工业发达，效率高、比较优势
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尼公司棕榈油精炼产能增速
比较缓慢。最近，对精炼产能投资增加，旨在吸收中等
规模生产商和小农日益增长的棕榈油供应，以及保留国
内制造产生的更多附加值。在欧洲，从种植园到精炼厂，
这些垂直整合的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最多，但在全球
层面情况有所不同（Mohd Noor 等，2017）。这些企
业通常成本效益更高，从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遵守更
高标准相对容易一些。对这些公司而言，可追溯性和合
规性议题面临的挑战相对小一些。

价值链的最后环节——制造和零售，也涉及大量利
益相关方。制造涉及各种不同的消费品制造商，他们在
高度多样化的市场中为众多零售商服务。制造一般在消
费国进行。批发商和零售商范围很广，从大型连锁超市、
“自有品牌”产品中使用棕榈油的用户，到小型零售商、
餐饮公司和清洁公司等服务公司，或医院或学校食堂等
公共组织。其中一大消费者是联合利华，每年消耗约
150 万吨，占世界棕榈油供应量的近 3%13。

1.4 棕榈油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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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由于国土面积相对较小，适于棕榈树种
植的土地比例最高，而拉美、中非和西非潜在适用土地
最多。土地适宜性由气候，尤其是高温和一年中充足、
稳定的降雨决定。

1.4.1 全球生产与小农

种植者从小农一直到大型工业单作种植园。据印
尼和马来西亚报告，工业种植园占据的份额最大，约占
种植者市场的 60%14。最近大部分的产量增长，越来越
多来自大中型单作种植园。但是，两国的小农依然占据
约 40% 的种植面积。据估计，全球五分之二的棕榈油
产量来自面积少于 50 公顷的种植园（Mohd Noor 等，
2017）。

大部分小农的土地面积不到 5 公顷，尽管马来西亚小农的标准是 50 公顷，
印尼则为 25 公顷（Mohd Noor 等，2017）。小农以其定性特征加以界定更为合适：
他们依赖家庭劳动或者至少依赖小型劳动队伍，无需像大型种植园那样建立官僚
管理结构。小农寻求以不同方式参与全球棕榈油价值链。大型种植园和加工利益
相关方通过各种不同的伙伴关系方案，将小农纳入其中。在东南亚，大型种植园
通常通过“承包种植”方案或租赁协议，将小农融入其中。 

自上世纪中叶起，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大力支持并投资于不断增长的棕榈油
行业。此外，他们设计并筹备最早的小农支持计划。

在马来西亚，支持小农的主要管理机构是联邦土地开发局（FELDA）15，负
责失地家庭开发农业定居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土地开发局继续支持小农和
定居者计划，而且将重点转移到商业种植园及其无需政府帮助独立融资的能力。
这反应了马来西亚政策更大的转变，转向私有化和减少国家干预。联邦土地开发
局对消除农村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1990 年间，联邦土地开发局将 12.2 万
个失地家庭重新安置到约 47 万公顷小农场上，使其收入水平远高于全国贫困线，
帮助约 100 万人脱贫（Bronkhorst 等，2017）。

在印尼，首个开发计划是核心种植园和小农（NES）。该计划成立于 1979 年，
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根据该计划，企业（核心）开发从政府那里租赁的土地
和属于小农的土地，这些是所谓的“plasma”小农，通过合作协议附属于企业。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plasma 小农获得土地、技术支持和国有银行的经济援助——
国有银行向核心企业提供贷款，然后核心企业再借款给 plasma 小农。但是，小
农日益发展独立经营，一起参加合作社和协会。实际上，核心种植园和小农计划
及其继任者原先主要是公有制企业，后来转变成私人种植园和小农生产。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策，允许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和伙伴关系
模式从事油棕种植，导致油棕种植部门中私人资本投资大幅增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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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是主要利益相关方，但与大型参与者相比，
在升级与可持续性方面面临更严格的限制。鉴于其占据
重要市场份额以及将其引入全球价值链时面临的重重挑
战，小农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即便如此，由于缺乏可靠
的数据，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设计和实施支持小农的措
施过程中面临的更多挑战。例如，在印尼，尚未对全国
范围内的小农进行图析，环境与林业部土地覆盖图也尚
未区分小农。

土地面积小、土地权属议题、固定资本不足和难以
获得资金、对最佳管理实践接触和了解不够等均为小农
种植园升级的主要障碍。这些障碍限制了小农的单产，
也限制了其实现升级和成功发展可持续生产的能力。具
体而言：

1) 现金流和获得的资金有限限制了对肥料
的前期大量投入，阻碍了小农实现升级的能力，
尤其是底层农村家庭实现升级的能力。

此外，与大公司相比，小农一般更易受价
格不稳定的影响。最近，油棕价格走低，正在
严重影响小农的生计及其在种植地中维持最低
标准的能力。

由于合作社中的管理议题，小农经常发现
油棕种植园高额回报带来的收益在社区内部和
社区之间分配不均。这加剧了经营不可持续和
创收相对较差的恶性循环。

2) 缺乏知识和意识，治理不善。小型生产
者一般都不了解或设法逃避执行监管要求，因
为在他们看来，监管要求繁琐、冗长且费用昂贵。

无法获得生产资料和专有技术对小农单产
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导致知识传播无效。研究
结果显示，小农一般向（非正式）摊贩采购生
产资料，质量不能得到保证，新鲜棕榈果又是
通过中间商出售给加工厂。通常只有规模较大
的农民才能直接向加工厂出售产品，由于物流
困难和缺乏土地文件，尤其是后者严重阻碍了
种植材料和银行贷款的获取，小农无法从正规
途径获得生产资料。 

3) 不 合 规 的 土 地 登 记 文 件。Jelsma 等
（2017）发现，抽样的小农中，约 55% 没有土
地登记文件，或者拥有错误的证书，而这些都
是符合认证标准所需的文件。

随着对可持续合规棕榈油的需求增加，大
量违规农民的存在可能进一步分化棕榈油市场，
导致政府机构未能传播技术和提供支持。鉴于
法律框架和权力相互冲突以及缺乏在地方层面
执行土地和森林法规的政治意愿，生产国政府
有责任解决合法性问题。

最后，收到分配的土地和信贷长时间拖延、
分配的地块难以进入、传统间作受到限制、土
地复垦成本高企、基础设施维护不善、决策权
小也被视为生产和升级面临的障碍。

鉴于其相关性，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均需要制定
新的融资和支持机制，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小农的需求，
消除行业中的环境和社会挑战，实现可持续和包容的棕
榈油供应链的目标。已经存在多项倡议，得到国内和国
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支
持。例如，中国和印尼加强国家层面的合作也将是有益
的。可能实施的倡议包括技术和专有技术交流及最佳管
理实践传播项目，以开展能力建设，以及成功消除贫困
的案例研究。

“黄金作物”扩大种植代价很高。毁林一直被认为
是棕榈油生产和扩产造成的负面后果之一。负面后果还
包括助长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丧失、水污染、水
土流失、土地使用和社会冲突等。

上述大部分议题并非棕榈油独有，而是大部分大型
单作栽培共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棕榈油，因“大农业”
的负面影响而受到公众监督。大豆，作为棕榈油的一大
替代品，也对毁林和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在巴西，
大量大豆生产是在富饶的塞拉多草原上进行，导致生物

1.5 棕榈油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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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棕榈油驱动的毁林依然在发
生。 在 印 尼，2005–2010 年 和 2010–2015 年
间，为新建油棕种植园而毁林的速度保持平稳
（Lyons-White 和 Knight，2018）。另一方面，
印尼环境与林业部估计，从 2014 年起，每年毁
林面积下降到 100 万公顷以下，而且一直减少
到过去几年每年 50 万公顷以下。

发生大规模毁林的例子是婆罗洲岛。婆罗
洲岛是最大的棕榈油产区。据估计，棕榈油是
破坏那里物种丰富的雨林的第一大罪魁祸首。
在马来西亚婆罗洲岛，1972-2015 年间，油棕
造成的毁林占毁林总量的 60%。在印尼婆罗
洲岛，自 2005 年起毁林率大幅提升，随着棕
榈油生产蓬勃发展，2005-2015 年间达到 50%
（Meijaard 等，2018）。

 
2) 烧荒。毁林经常与烧荒联系在一起，烧

荒是一种有效而廉价的土地清理方式。特别是
在泥炭地上烧荒，产生大量烟和有毒化合物，
对人类、环境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世界银行
估计，2015 年大火烧毁 260 万公顷森林和泥炭
地，横跨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和巴布亚岛，
面积相当于 4.5 个巴厘岛，对印尼经济造成的
损失达 160 亿美元，相当于全国 GDP 的 2%。
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
10 万人因吸入雾霾而死于呼吸系统疾病（绿色
和平，2018）。

最近，印尼政府称，火烧面积大幅减少。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火烧面积从 2015 年的
260 万 公 顷 减 少 到 2016 年 的 43 万 公 顷， 下
降 83%，2017 年减少到 16 万公顷，每年下降
62%（印尼共和国环境与林业部，2018）。

 
3) 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林地消失紧密相关

的是生物多样性丧失。Koh 与 Wilcove（2008）
发现，原生林和伐木林转化成油棕种植园导致
物种丰富度降低 83%。最著名的例子是扩大油
棕种植导致猩猩和老虎数量减少。根据世界自

1) 毁林。随着对棕榈油的需求增加，传统
上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满足需求，而非提高现有
种植园的产量。这通常导致砍伐森林，以创建
单作种植园，在东南亚，情况尤为如此 16。从
气候的角度来看，让人尤为关切的是油棕种植
扩展到泥炭森林——东南亚常见的沼泽森林，
其土壤中含大量碳 17。据估计，截至 2003 年，
印尼和马来西亚仅约 10% 的种植园位于泥炭土
上，但其碳排放却 占油棕种植园碳排放总量的
三分之一以上（May-Tobin 等，2012）。

对毁林的估算存在差异，具体取决于森
林的定义和使用的时间框架等因素。缺乏所涉
地区的准确图析、缺乏尤其是有关小农土地特
许经营的可靠数据，以及很难获取特许经营
用地的地图 18，让估算变得更加复杂。据 Koh
和 Wilcove（2008） 估 计， 从 1990 年 到 2005
年，马来西亚和印尼 55%-60% 的油棕种植园
均由“原始”森林转化而来。绿色和平（2018）
引用印尼环境与林业部（MoEF）的信息，报告
称，1990-2015 年间，印尼破坏了 2400 万公顷
雨林，占全国雨林的 20%，仅 52% 的原始雨林
被完整保留下来。印尼环境与林业部的报告显
示，1996-2000 年间，毁林率处于最高水平，
达到每年 350 万公顷，还发生了数起严重的森
林火灾。2002-2014 年间，毁林率下降，森林
火灾和土地烧荒的数量也有所下降，还遏制了
森林分散经营的一些失范行为（《2018 年印尼
森林状况报告》）。

多样性匮乏。同时，大豆的迅猛发展促使小规模农牧民
进入林分，导致亚马逊地区发生更多毁林，以及进入到
塞拉多地区（Meijaard 等，2018）。

棕榈油面临的一线希望在于高产。用其他油籽作物
代替油棕将导致其他植物油的生产用地大量增加，这可
能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

棕榈油生产导致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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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联盟，全球范围内，棕榈油生产正在影
响至少 193 种受威胁物种 19。据估计，扩大油
棕种植会影响全球 54% 的受威胁哺乳动物和
64% 的受威胁鸟类。

 
4) 温室气体。大气温室气体影响全球温度，

吸收和释放辐射热。全球农业综合经营影响大
气温室气体浓度——这些温室气体一般由农业
土壤、畜牧和生物质燃烧排放——从而加剧气
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温室气体包括水蒸气、二
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均受棕榈油生产
的影响。

为农业目的砍伐森林导致二氧化碳排放。
尤其是在土地清理和准备阶段，将泥炭地水排
干，导致分解或燃烧，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油
棕的碳吸收率高，而且棕榈油可作为生物燃料
原料，代替化石燃料，部分抵消排放的二氧化碳。
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项研究估计，
通过使用生物燃料减少碳排放，以此补偿毁林
排放的碳，需要花费 75 年至 93 年（Danielsen
等，2009）。

 5) 劳工权利与社会冲突。棕榈油生产除了
造成环境影响，证据表明还存在侵犯人权和劳
工权利的现象。2016 年，大赦国际的一份报告
聚焦丰益国际的子公司和供应商位于印尼的种
植园，发现强迫劳动和童工、性别歧视，以及
剥削和危险工作实践在被调查的场所普遍存在。
最近的一份报告也着重指出，市场中另一个大
型棕榈油用户雀巢的价值链中存在一些问题：
工资低于法定标准、工人缺乏健康与安全措施、
限制结社自由和缺乏申诉机制（丹麦人权研究
所，2018）。具体而言，这些结论不是上述两
家公司的供应链或印尼独有的，而是代表了生
产国全行业面临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围绕油棕发展，国
家和地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由土地分配和财
政收入的利益冲突造成。棕榈油生产和贸易带
来的政府收入以及土地分配产生的租金一般上
缴给中央政府，而在地方层面，收入再分配不
足以减轻棕榈油生产造成的社会与环境影响。

棕榈油之所以取得成功、需求旺盛是因为价格低廉且用途广泛。替代是可能
的，但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棕榈油可以用大豆油、菜籽油、葵花籽油和椰子油替代。在食品行业，用其
他植物油替代棕榈油更容易实现。纯粹从技术角度而言，其他任何一种植物油均
可替代棕榈油。在工业部门，替代难度更大一些。椰子油是主要替代品，是用于
肥皂、洗涤剂、护发素和清洁产品、个人卫生用品和化妆品的唯一选择。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估算了在德国用其他植物油替代棕榈油的成本和
收益（世界自然基金会德国，2016）。结论是，用菜籽油、葵花籽油、椰子油和
大豆油的调和油替代棕榈油会造成以下结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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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耕种的土地增加 5 倍。用椰子树代替油棕，大部分土地压力将位于
热带国家。

2）土地使用变化造成更多温室气体排放，总共 3.09 亿吨，约为德国年排放
总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热带国家将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因为这些温室气体
排放大部分来自亚洲，那里大量棕榈油将由椰子油替代。

3）丧失更多生物多样性。据估计，等同于丧失超过 64 万公顷热带生态系统
中包含的物种多样性，甚至更多。

4）在德国，用于植物油生产的土地面积将增加 50%，主要用于菜籽生产。
需要转化约 73 万公顷土地用于菜籽生产，这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德国种
植菜籽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将远低于在热带国家增加椰子种植园造成的生物多
样性丧失。

总之，可以用其他热带植物油替代棕榈油，但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标。大豆
和椰子在类似或生态类似敏感的区域生长。因为需要更多土地满足对棕榈油替代
品的需求，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毁林率、更多温室气体排放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农业综合经营造成的环境影响不仅无法消除，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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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告认为，“棕榈油”是行业主要的、最有价值的产品，即油棕果制成的油。但是，行业还生产棕榈仁油和棕榈仁粕。

4 这是估算的进口棕榈油对 GDP 的间接贡献。中国、美国和印度进口的棕榈油最多。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受益最多的国家包括中
国和印度，两国约占全球创造就业机会的三分之二。

5 其他棕榈油来自泰国、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共占全球产量的 8%）及其他位于非洲和拉美热带地区相对次要的生产国。

6 www.theconversation.com/palm-oil-politics-impede-sustainability-in-southeast-asia-57647，2016 年 4 月 20 日。

7 《油世界》，http://mpoc.org.my/upload/Paper-4-POTS-China-2018-China-Oleochemicals-Markets-and-Trends.pdf

8 http://mpoc.org.my/upload/Paper-8-POTS-China-2018-David-Mielke.pdf

9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20/magazine/palm-oil-borneo-climate-catastrophe.html

10 在欧盟，荷兰是主要进口国，因为鹿特丹是通往欧洲市场的门户，贸易流均经过鹿特丹。加工和制造设施通常位于其他欧盟国家。

11 https://www.iucn.org/resources/issues-briefs/palm-oil-and-biodiversity

12 丰益国际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农业综合企业，被视为棕榈油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控制全球棕榈油约 45% 的生产和贸易。

13 https://www.unilever.com/sustainable-living/reducing-environmental-impact/sustainable-sourcing/transforming-the-palm-
oil-industry/

14 在西非，大型工业种植园仅占约 7%，种植者市场主要由小农占据主导地位（Meijaard 等，2018）。

15 成立了其他一些机构，尽管没那么重要，但也为小农提供支持，其中包括：联邦土地联合开发和复耕局、胶农开发局，以及最
近建立的 Konsep Baru 模式和针对油棕小农的再植补贴（Bronkhorst 等，2017）。

16 例如，在尼日利亚，21 世纪初，棕榈油仅造成最多 3% 的森林消失。

17 泥炭地森林固碳量为世界上其他热带雨林的 12 倍。全球范围内，仅印尼的泥炭地（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的泥炭地）现
在每年排放超过 5 亿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加州全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纽约时报，2018 年 11 月 20 日）。

18 例如，在印尼，有些特许经营用地的地图可直接获取，从政府网站下载，而有些特许经营用地的地图则不可直接获取，应向数
据所有者提出正式申请方可获取。

19 https://www.iucn.org/resources/issues-briefs/palm-oil-and-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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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可 持 续 棕 榈 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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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可持续棕榈油

棕榈油行业正在向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转型，以消除
行业蓬勃扩张造成的负面后果。这受到跨国公司、非政
府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者施加的强大压力驱动。

“可持续发展”这个理念实施起来极具挑战性。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平衡发达国家以生态为中心
的理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需求与挑战；以及基本
饱和市场中消费者的意见和中低收入国家生产者的意见
（Mohd Noor 等，2017）。在各生产国，国家政府须平
衡国家增长与发展的需求和全球保护环境的关切，面临
尤为严峻的挑战。

“可持续”棕榈油不存在明确且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但是存在可供行业使用的各种不同指引和标准，用于消
除可持续性挑战。联合国环境署制定了可持续棕榈油一
般性指引，可持续棕榈油据此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负责任
的生产，同时指导行业采用可持续的方法。棕榈油行业
中的主要参与者，如 RSPO 或棕榈油创新集团等企业集
团，一直努力提升可持续性，而且许多参与者已经开始
实施倡议，努力实现该目标。目前，已制定各种不同的
标准和认证，其话题范围相似，但关注的焦点和详细程
度有所不同，比如每项标准提出限制的特异性和严重性
不同（完整的描述，参见第 2.2 部分）。印尼政府制定
了名为“ISPO（印尼可持续棕榈油）”的国家认证方案，
要求生产商遵守棕榈油生产、环境管理和对工人及社会
群体责任的现有规定。该方案涵盖了印尼的所有生产商，
以确保其遵守印尼的法律体系。RSPO 也很重要，提供
最佳实践标准。但是，标准或公司承诺缺乏标准化以及
未获广泛实施，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此外，消费者和环
保团体的期望基于“可持续性”概念，而这个概念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

利益相关方对可持续性显示出不同的态度。在上游，
可持续性通常被描述成一种不具经济性的选择：增加额
外成本，而这些成本未通过溢价获得合理补偿。可持续
性经常被视为市场准入的障碍，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种
植者保护发达国家的部分种植者团体。在下游发达国家，

可持续性被视为一种必要的工具，以回应民间社会对环
境的关切。 

可持续棕榈油的商业案例缺乏吸引力，有关溢价
的争议是一大阻力，导致生产者和消费品制造商之间发
生争论。尽管可持续生产可以产生积极的成果。研究显
示，可持续棕榈油可降低毁林率，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
土壤退化和水污染；提高单产和效率，增加产量，同时
减少土地、水和肥料的使用。例如，在印尼婆罗洲岛，
RSPO 会员的产量在一段时间内不断提高，超过非会员
的产量。2018 年，Morgans 等估计，RSPO 会员生产的
新鲜棕榈果比非 RSPO 会员种植园多出几乎 3 倍。可持
续生产还提升竞争力、改善国际市场准入，支持政府履
行环境承诺。

挑战显而易见。

在公共部门方面，通过印尼可持续棕榈油方案和马
来西亚可持续棕榈油方案等倡议，政策缺乏协调、激励
措施和有效执行。各种努力正在兴起，以实现更加协调
的政策，确定更清晰的监管框架和目标。例如，印尼政
府实施了强制性标准和禁止原生林转化的禁令 20 等一系
列法规，以控制棕榈油生产的扩张。毁林率有所下降，
但实施的障碍依然存在。Pacheco 等（2017）指出，不
同政府层面和部门之间的关系紧张、地方政客与投资者
之间的利益纵横交错、执法不严、政府依赖通过颁发土
地特许经营许可证获得收入，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法规
和政策互相冲突，也减缓实施速度，依然是实现变革的
一大障碍。

在私营部门方面，缺乏需求，尤其是日益增长的发
展中国家市场没有需求。大多数倡议依赖终端市场的压
力，视其为实现可持续性的主要激励因素，毁林因此威
胁公司声誉、限制市场准入。对于面对消费者的公司而
言，情况尤为如此。这些公司大部分是下游制造商和零
售商，更容易受不良宣传的影响，不良宣传会对公司品
牌造成持久的损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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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持续棕榈油标准、认证和其他倡议

生产的棕榈油中，很大比例去往新兴市场，但新兴
市场对可持续性关注较少，更多关注的是价格。与瞄准
标准密集型市场的公司相比，瞄准相对不敏感市场的价
值链利益相关方不太有动力改变和升级生产体系。来自
其他商品的证据显示，与欧洲领先企业驱动的价值链相
比，中方驱动的价值链不太关注产品工艺和环境等标准
（Mohd Noor 等，2017）。

对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集中在欧美国家，这些市场
的人均 GDP 更高，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历史更为悠久，
民间社会也更加活跃。但是，他们仅占全球棕榈油消费
量的 12%。许多（大多数是西方）公司 21 公开承诺，从
承诺实现零毁林供应链，一直到产品中禁用棕榈油。

全球范围内，自愿性标准采纳缓慢：不到 20% 的
产品通过 RSPO 可持续认证——这是棕榈油行业的主要
认证方案。此外，任何推动采用更严格标准或准则（如
棕榈油创新集团推动的标准和准则）的努力都面临严峻
挑战。只要对未认证棕榈油的需求仍普遍存在，对法规
和更高标准的采纳不太可能显著增加。迄今为止，缺乏
需求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导致可持续棕榈油供过于求，
进一步破坏对可持续棕榈油的经济激励。但是，RSPO
报告的数据可能有点误导。这些数据估计，2018 年，仅
出售 44% 的认证棕榈油，剩余出售的棕榈油均为未认
证的普通棕榈油 22。但是，在欧洲，“剩余”56% 的认
证棕榈油中，很大一部分是获得国际可持续性与碳认证
（ISCC）后销售，用于生产生物燃料。这是因为种植园
通常同时获得两种方案的认证。两种方案之间缺乏统一
的可追溯性体系导致数据并不完全可靠。

1) 棕榈油价值链情况复杂。棕榈油来源广
泛而分散，阻碍了处于供应链不同阶段的企业
之间、乃至企业内部开展沟通和形成各种关系，
限制了各方参与和对棕榈油来支援的控制。分
化的供应链也限制了单个利益相关方对其他参
与者施加影响并推动实施可持续标准的能力。

2) 实现可追溯性困难重重，使企业缺少对
供应链下游自身运营负责的动力，削弱对承诺
的履行。

3) 可持续性与经济发展被认为无法兼得，
这导致种植者忧心忡忡，进一步限制上游采纳
标准和认证。例如，制造商和消费者视“不毁林”
政策为可行目标，而上游利益相关方害怕这些
承诺限制增长、发展和业务。价值链上缺乏沟
通让种植者更加认为下游参与者可以做出不切
实际的承诺，而下游参与者通常不了解种植者
是否种植者是否有必要的实施工具。

4) 企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有限，加上对所
涉议题的意识有限，也缺乏合适的培训和理解。

5) 政府缺乏一致有效的法规，也经常被报
告为企业做出不毁林承诺的一大障碍。

1) 强制性国家标准，如印尼可持续棕榈油
体系（ISPO），适用于印尼所有油棕种植者、
加工厂和加工商，旨在国家层面解决行业的可
持续性议题 23。

2) 认证标准，如 RSPO，为价值链中的种
植者和行为体制定共同的承诺和指南。

19
但是，缺乏最终需求不是履行不毁林承诺以及标准

和认证未获得成功的唯一障碍。其他障碍包括：

现有倡议可分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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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O 被同行认为是最成功的，范围覆盖全球，而
ISPO 和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马拉西亚标准的 MSPO，
被视为行业的“合法性标准”。RSPO 也被认为是最完
善的方案，与 ISPO 和 MSPO 相比，能为更多地区提供
更好的保护。ISPO 的认证过程面临多项挑战，对社会
议题提出的要求最低，提供的保护级别不同于多利益相
关方国际认证方案。RSPO 的优势还在于包含了商业实
践和种植园经营的指令，要求对透明性、商业运营和交
易中的道德行为做出承诺。ISPO/ MSPO 提到了这些主

题，但未明确将透明性当作原则。最后，就标准制定和
审核结果而言，RSPO 比 ISPO 和 MSPO 透明度更高 24。
RSPO 尽管是自愿性标准，但要让所有棕榈油都通过
RSPO 认证，仍面临重重困难，因为生产国的主要利益
相关方存在一些抵制，认为溢价不足，不愿完全支持私
营认证方案，也不愿承担认证费用。在这个方面，强制
性国家标准尽管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国家范围内能更
好地实现对棕榈油产量的全覆盖。

表 1：棕榈油行业主要认证方案比较表
注：+、++、+++ 代表各种方案的优势，从低到高。这些是 2018 年的数据，
或现有最新数据，未考虑刚发布的 RSPO 新的原则和标准。
来源：Daemeter.org 和 forestpeoples.org。

印尼可持
续棕榈油
（ISPO）

马来西亚可
持续棕榈油
（MSPO）

可持续棕榈
油圆桌倡议

组织
（RSPO）

国际可持续
性与碳认证

（ISCC）

可持续农业
网络 / 雨林

联盟
（SAN/RA）

关注的领域

印尼棕榈油

马来西亚
棕榈油

棕榈油

生物燃料

可持续农业

治理

政府 / 强制性，利益相
关方参与制定与实施

半政府 / 自愿性，2019
年 12 月变为强制性

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 /
自愿性

私营 / 自愿性

私营 / 自愿性

覆盖范围

<20% 的油棕种植园

21% 的油棕种植园

全球 19% 的棕榈油产量
全球 15% 的种植面积

7% 全球收获的新鲜棕
榈果 

10 万公顷油棕

成员

不适用

不适用

4040
个会员

357 家获得
认证的公司

不适用

主要认证作物

棕榈油

棕榈油

棕榈油

各种农业和林业材料

可可、茶叶、咖啡、
香蕉、油棕、橙子、

菠萝、橡胶

环境
议题

+

+

++

+++

+++

社会
议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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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倡议，如棕榈油创新集团（POIG），由
一些利益相关方成立并支持，他们承诺遵守可
持续生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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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可持续棕榈油认证体系是印尼政府的一项政策
工具，旨在提升印尼棕榈油的可持续性和在世界市场上
的竞争力，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并关注环境
问题。该认证体系于 2009 年创立，用于实施农业部设
计的认证政策制度。它基于并支持印尼许多现有法律法
规的实施。自 2014 年起，ISPO 体系具有强制性 25，因
此经常被成为“合法性标准”。该体系适用于所有油棕
种植者，从大型种植园公司到小农和加工公司，但是对
各自的要求不尽相同。

ISPO 七大原则包括：认证体系和种植园管理；油
棕种植和加工的技术指引；环境管理和监测；对工人的
责任；社会责任与社区责任；加强社区经济活动；以及
可持续业务发展。

ISPO 是更宽泛的可持续棕榈油（SPO）倡议的一
部分，后者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该倡议旨在
通过保护森林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准，提升小农
的能力、改善其生计、更好地保护环境，并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该倡议还旨在推动社会责任、赋权相关社区和
调解制度，建立国家级和省级平台，以确保透明度、促
进可持续棕榈油发展。

ISPO 遭受了批评：与其他认证方案相比，在标准
制定和实施方面不够严格。有证据显示，ISPO 未引起环

2.2.1 印尼可持续棕榈油（ISPO）

境和社会议题发生重大变化和改进。ISPO 在毁林、泥
炭地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问题上的立场不太强
硬，而国际可持续性与碳认证（ISCC）对这些问题采用
了最高标准。ISPO 没有原生天然林和泥炭地的保护原则。
棕榈油可持续性评估和由此做出的决定缺乏透明度，以
及在尊重人权方面缺乏强硬立场，也引起了各界关切。
此外，该方案未考虑独立的监测机构，没有申诉机制，
对于违规情况也没有明确的执法和处罚规定。

执行是一大弱点。过去四年中，ISPO 尽管是强制
执行 26，但采纳过程非常缓慢。土地合法性议题是阻碍
执行的一大障碍。截至 2018 年 9 月，仅颁发了 413 份
土地证，覆盖 1400 万公顷油棕种植园中的 234 万公顷，
不到总面积的 20%。因此，印尼 80% 以上的油棕种植
园未获认证 27。 

由于这些局限性，ISPO 要获得国际认可面临严峻
挑战。由于标准未受用户认可，市场不可能提供通常由
合规者提出的必要（价格）激励。面对这些挑战，自
2016 年年中起，印尼政府成立特别工作组，由不同利益
相关方和相关当事方参与，削弱了政府的作用。目标是
改善认证方案，发布总统令，而非部长令，提高其政治
地位。2018 年 9 月，草案提交，但未得到总统签署。
草案遭到民间社会和其他当事方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
文件会进一步削弱而不是加强 ISPO。

马来西亚可持续棕榈油认证方案是马来西亚的国家
认证方案，于 2015 年生效，用于支持中小型种植者。
这些种植者在历史上无力承担 RSPO 认证的费用，未能
可持续地经营。MSPO 与 ISPO 一样，也是一项国家标
准，严重依赖现有法律法规。截至 2018 年 9 月，MSPO
认证面积占马来西亚总种植面积的 21%，覆盖 120 万公
顷土地以及总共 454 家加工厂中的 111 家（24%）28。

到 2019 年 12 月，MSPO 认 证 方 案 将 从 自 愿 性
方案变成强制性方案。目前，该方案是自愿性方案，

受行业驱动，由独立组织马来西亚棕榈油认证委员会
（MPOCC）所有并运作。通过强制性认证，目标是提高
单产和可追溯性，提升马来西亚棕榈油的声誉和形象，
并满足对可持续棕榈油的新需求、提升其在全球市场中
的竞争力和接受度。

MSPO 标准含七大原则，包括管理承诺和责任、透
明性、符合法律要求、社会责任，健康、安全与就业条件，
环境、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最佳实践，
以及新种植园开发。

2.2.2 马来西亚可持续棕榈油（M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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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印尼和马来西亚启动了棕榈油生产国委
员会，这是一个政府间棕榈油委员会，旨在控制全球的
棕榈油供给、稳定价格、在行业中推广可持续实践，并

RSPO 是由多利益相关方组成的非盈利性伙伴关
系，目标是“通过可信全球标准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推
动可持续油棕产品的增长和使用”。RSPO 成立于 2004
年，涵盖棕榈油价值链的 7 个部门：种植者、加工商和
贸易商、消费品制造商、零售商、银行、投资者，以及
非政府组织。RSPO 采用共识投票制度，为会员制定标
准和准则。

会 员。 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RSPO 拥 有 4040
个会员 29，遍布 92 个国家，涵盖约 40% 的全球棕榈油
产量。其中，1968 个普通会员 30，包括 820 个消费品制
造商（42%）和 567 个加工商和 / 或贸易商（29%）。
普通会员中，种植者仅占 10%，零售商占 4%。会员高
度集中在西方市场。美国排名第一，有 496 个会员，紧
随其后的是德国（458）和英国（439）。在新兴市场，
马来西亚的参与度最高（130 个会员），随后是印尼（104
个，其中 87 个普通会员）、印度（60 个，其中 27 个
普通会员）和中国（94 个，其中 35 个普通会员）。获
得供应链认证的近 5,000 处设施中，大部分位于欧盟，
其中英国、德国和荷兰名列前茅（欧盟，2018）。

110691 个会员获得 RSPO 小农认证，其中 95% 是
计划内小农，涵盖 35.4 万公顷认证面积。最近，印尼和
泰国独立小农的认证面积增长最为显著。

认证棕榈油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19%，面积占
棕榈油生产用地总面积的 15%。2008-2015 年间，认证
棕榈油数量快速增加，最多时接近 1300 万吨。2016-
2017 年，数量小幅下降，去年又有所上升。RSPO 认证
可持续棕榈油（CSPO）分别来自印尼（53%）、马来
西亚（32%）、巴布亚新几内亚（6%）和哥斯达黎加（1%），
大部分在欧洲消费。2017 年，欧洲进口的棕榈油中，

提升小农的福利和单产，协调 ISPO 和 MSPO 两种国家
认证体系。这是一个推动协商、研究和创新并解决行业
面临困难的平台。自 2018 年年底起，马来西亚、印尼
和哥伦比亚是该政府间框架的 3 个成员。

74% 为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而比如在中国，认证可持续
棕榈油仅占进口棕榈油总量的 1%。没有更详细的认证
可持续棕榈油贸易数据。

RSPO 认证基于一套原则和标准（P&C）。这套原
则和标准于 2007 年制定，每 5 年修订一次。新的原则
和标准于 2018 年 11 月发布，旨在加强棕榈油价值链中
的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和环境保护。还引入了“共同责任”
的理念，认为多利益相关方需要开展合作，以建设负责
任、可持续的棕榈油行业。

其中一项主要创新是采用高碳储量（HCS）方式实
现零毁林。自 2018 年 11 月起 31，毁林禁令得到扩展，
不仅限于 2013 年标准中确定的原生林，涵盖了以高碳
储量方式界定的林区，解决了对 2013 年原则和标准的
一条主要批评意见。其他改进还包括当前的认证要求维
护和提升高保护价值森林；通过明确要求和更新对泥炭
的定义，更加严格地保护泥炭地；以及逐步淘汰泥炭地
上的现有植物。还包含有关社区权利的新措辞，以更好
地保护弱势群体，并采用更严格的童工、强迫劳动和贩
卖劳工的标准。最后，在生产地区或区域层面，计划开
展辖区认证，而不对单个企业进行认证，旨在缓解一些
认证障碍——尤其是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而言，并推动
采用更全面的方式。

这些都是重要步骤，受到业界 32 和非政府组织的欢
迎。但是，仍存在改进的空间。批评人士指出，零毁林
的规定依然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可能允许砍伐一些森林。
已提交高保护价值（HCV）评估进行审批的种植园将无
需识别和保护高碳储量森林，甚至 2018 年 11 月后仍在
清理新的土地。不知道这将影响多少公顷森林 33。

2.2.3 棕榈油生产国委员会（CPOPC）

2.2.4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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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小农议题依然悬而未决。去年年底，宣布正
在制定针对小农的新的具体补充标准，应于 2019 年 11
月获得批准。由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又缺乏资本和专
有技术，可持续认证对这些小农而言，在经济上通常并
不可行。对于 RSPO 认证棕榈油，种植者可以预期约 1.2%
的溢价，远低于认证棕榈油开始出货时预期的 10% 的
溢价（Mohd Noor 等，2017）。支付给种植者的溢价低，
不一定能支付认证费用。证据显示，小农也在努力实现
合法性（原则和标准 2）、劳工实践（原则和标准 4）
和高保护价值地区的保护（原则和标准 5 和 734）35。

自 2015 年 11 月起，RSPO 一直根据所谓的“RSPO
小农战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小农。2015 年，
RSPO 设立小农扶持基金，开始实施一系列为小农专门
定制的倡议。自 2018 年年中起，基金为 12 个国家中的
32 个小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金额相当于 300 万美元。

总体而言，影响了 2.6 万个小农，涵盖约 15.6 万公顷土
地（占小农认证面积的 44%）。其他倡议包括通过制定
“新鲜棕榈果生产团组认证指南”，推动小农认证。这
些工作深受欢迎，但却未能推动行业实现重大转型，也
未能大规模地将小农纳入其中。

实施与申诉机制将受到审查，并测试新的原则和
标准的能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告，价值链中的一
些企业违反可持续棕榈油的各种承诺。例如，种植园只
需在认证时合法即可，这意味着，此前种植园可以非法
经营，然后将自己合法化。此外，如果是间接采购油棕
果，认证加工厂依然可以在最多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从非
法来源获得油棕果。实施有时也不完整 36。据透露，审
核 RSPO 认证种植园的公司未查明与后续毁林、人口
贩运和恐吓环保主义者相关的违法行为（《卫报》，
2016）。 

有人认为，可持续性认证和承诺之所以面临挑战，还因为“森林”和“毁林”缺乏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这是在应用和文化理解中森林类别存在差异造成的。出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方法： 

·  高碳储量方式，以及

·  高碳储量研究或高碳储量 +。

上述两种方法合并成高碳储量方式，这是一种经实地测试的方式，通过整合土地使用的方式识别应该得
到保护或退化土地得到恢复的林区。这种方式旨在让企业能够将“不毁林”的承诺在运营和供应链中付诸实施，
要求严格开展高保护价值评估，并图析泥炭地和河岸地带。这种方式还识别需要保护的高保护价值森林类型，
并优先分配拟开发的两类退化土地（低碳灌木区和空旷的土地）。

企业通过高碳储量方式保护特许经营土地中的泥炭地、高保护价值地区和高碳储量森林，并与权利人合
作，共同识别和保护周边景观中的此类地区。这种方式未关注如何处理森林非常茂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等其他议题，因此跟其他方案相比，这个方案不太全面。

合规认可由 RSPO 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负责，每
5 年开展一次，每年进行一次审核，以确保持续合规。
RSPO 通过强制发布的年度进展报告（ACOP）评估会员
取得的进展。这些报告有助于审查会员的承诺、提供有
关原则和标准实施过程的反馈，是提升运营和可持续性
承诺透明度的主要工具。年度进展报告包含有时限的计

划：会员应声明生产或采购 100% RSPO 认证可持续棕
榈油的明确时间表。RSPO 会员有时限的计划应遵守一
系列强制性最后期限 37，企业自加入 RSPO 之日起 10 年
内，应能在价值链中采购 100% 认证可持续棕榈油。此外，
根据 RSPO 认证体系文件（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5 年内，即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现有 RSPO 会员的
所有加工厂和种植园必须全部获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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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由于棕榈油供应链情况复杂，且生产和贸
易的数量变化无常，RSPO 为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设想了
四种供应链模式：

申诉机制。RSPO 建立了投诉制度，解决对 RSPO
会员和 RSPO 体系本身的申诉。任何人均可提交投诉。
这些投诉先由秘书处审核，然后提交给投诉小组，以便
做出决定并进一步采取行动，以推动问题解决。所有信
息均公开发布，经审议后可在 RSPO 网站上获取。

1) 身份保护：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在整个供
应链中与所有其他来源的（认证和非认证）棕
榈油分离。一个批次的认证棕榈油可以从某个
特定的种植园追溯到工厂和零售商。

2) 分离：认证棕榈油与非认证棕榈油分离，
但与其他批次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混合，不能
回溯到具体某个特定的种植园。

3) 质量平衡：认证棕榈油与非认证棕榈油
混合，但在管理上对数量进行监测，使其与声
明的数量保持一致。

4) 证书交易：无需通过供应链对认证棕榈
油进行物理追溯的信贷系统。生产商可以获得
RSPO 信贷（原先的绿色棕榈证书），用于生
产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然后，RSPO 信贷通过
在线平台出售给用户（零售商和制造商），用
户于是可以声明支持与所购非认证可持续棕榈
油等量可持续棕榈油的生产。

RSPO-RED 要求符合《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的要求（也称为 RSPO-RED 要
求或 RSPO-RED 方案），是对 RSPO 标准的自愿性附加要求。RSPO-RED 允许棕
榈油生产商和加工商在一定条件下符合《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2009/28/EC）
的要求，其中规定了欧盟对生物燃料和生物液体的可持续性要求。但是，RSPO-
RED 许可证于 2017 年 12 月过期，迄今尚未重新办理 38。

中国进口的棕榈油大部分用于国内消费，很少一部分加工后重新出口。因此，
外国买家对中国棕榈油价值链的影响不大。棕榈油不同于其他商品，比如木浆和
造纸行业，在这些行业，西方买家要求中国供应商遵守更严格的标准。为此，中
国对 RSPO 和其他可持续倡议构成严峻挑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RSPO、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CFNA）和世界自然
基金会于 2018 年 7 月共同启动中国可持续棕榈油倡议。该倡议是棕榈油供应链
中利益相关方之间开展合作的平台，在中国推动可持续棕榈油。倡议旨在增进主
要利益相关方对 RSPO 认证和一般意义上的可持续棕榈油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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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创新集团是环境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公司
之间的一项倡议，它基于 RSPO 原则和标准及公司的现
有承诺。棕榈油创新集团旨在“通过开发和分享基于可
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的可信和可验证的
基准、创造和推动创新 […]，采纳负责任棕榈油生产实
践”39。

棕榈油创新集团于 2013 年启动，尤其是在毁林、
碳储量、生物多样性、温室气体排放、杀虫剂使用和社
会关系方面，制定了比 RSPO 更为严格的标准。棕榈油
创新集团建立了一个平台，使企业在可持续棕榈油方面
的领导地位和创新得到认可。它聚焦三大主题领域：环

“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政策并
非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由企业自行采纳。在印尼和马
来西亚，执行“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
政策的企业运营 75% 的精炼总产能。据估计，“不毁
林”承诺涵盖了全球 96% 的棕榈油产量（绿色和平，
2017）。

这些倡议似乎实际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因为毁林和
生物多样性丧失未得到显著减弱或解决。这些倡议未获

国际可持续性与碳认证方案是生物质和生物能源产
业的一种认证体系，于 2006 年启动，旨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可持续使用土地、保护自然生物圈和社会可持
续性。该方案聚焦“实施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生产，
并利用全球供应链中的各类生物质”40。方案最初是为
了确保遵守德国政府的生物质可持续性法令（BioNach）。
此后，方案获得欧盟委员会的认可，被当成最早的认证
标准之一，用于证明符合《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的要求。

ISCC 适用于不同行业和终端市场，现已在棕榈油
价值链中确立稳固的地位。该方案包含生物能源市场
中一系列严格的要求，以及遵守标准，以证明食品、

境责任、包括工人权利在内的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及公司诚信和产品完整性。

其主要建议是将高碳储量方式引入土地开发；维护
和恢复泥炭地，并严禁泥炭地上森林砍伐；报告一切来
源的温室气体排放；最大限度减少化肥和有毒杀虫剂的
使用；禁止种植转基因生物；管理水资源，负责任、透
明地使用水资源；以及通过高保护价值评估保护野生动
植物。

目前，棕榈油创新集团拥有 17 个成员，包括非政
府组织、开明的油棕种植者、零售商、制造商，以及垂
直整合生产、加工和贸易业务的公司。

公认的独立认证程序的支持，为此所做承诺可能违背。
缺乏标准化使实施很难跟踪，其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未
得到检验。初步研究显示，监测和执行不足，仅有少量
获得独立核实。这些政策中，不到一半包含时限内实现
目标的承诺。绿色和平（2018）发现，16 家领先的跨
国公司，其中包括联合利华、百事可乐、费列罗、雀巢、
高露洁 - 棕榄、强生、玛氏和利洁时，未能证明自身在
承诺上取得的真正进展。

饲 料 和 化 工 行 业 原 料 的 可 持 续 性 和 可 追 溯 性（ISCC 
PLUS）。方案的可持续性原则包括生态可持续性（保护
具有高生物多样性价值或高碳储量的土地、不毁林、对
环境负责任的生产）、社会可持续性（安全的工作条件，
尊重人权、劳工权利和土地权利）、遵守法律和国际条
约（监测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和良好管理实践。

该体系目前认证了全世界 2500 余家企业。357 家
棕榈加工企业已通过 ISCC 认证。2016 年，生产了约
2200 万吨符合 ISCC 的新鲜油棕果串（占全球产量的
7%）。大多由印尼生产商申请 ISCC 认证，因为他们想
要进入欧洲生物燃料市场。

2.2.5 棕榈油创新集团（POIG）

2.2.6 “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政策

2.2.7 国际可持续性与碳认证 （ISCC）

25



中国 - 印尼棕榈油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是一项全球认证方案，鼓
励生物燃料和其他生物材料的可持续生产。因此，它对
于棕榈油行业非常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对行业的渗透
率却很低。RSB 成立于 2007 年，当时名为“可持续生
物燃料圆桌会议”，用于应对《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
其全球认证方案于 2011 年启动，含可持续生物燃料生
产的全球标准；2013 年，认证方案范围得到拓展，涵盖
其他生物材料，并更名为“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

雨林联盟旨在改善土地利用和农业综合经营的实
践，以降低对生物多样性和地方经济的影响。雨林联盟
成立于 1987 年，根据可持续农业网络标准，制定了自
身的棕榈油生产认证标准。它聚焦可持续农业，目标是
减轻与农业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其中包括野生动植
物保护、节约用水、生态系统保护和社区关系等。雨林
联盟积极参与制定 RSPO 标准，以丰富 RSPO 原则和标
准的内容，并支持可持续油棕种植的发展。雨林联盟政
策与 ISCC 保持一致，以尽可能确保和谐互补的增长。

RSB 有两套认证原则和标准。其中一套适用于全球
范围内的任何一种原料，另一套则得到强化，专门用于
遵守《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其标准包括社会、环境
和经济可持续性的内容，如温室气体排放、农村发展和
经济可行性。

RSB 对棕榈油行业的渗透率很低。

可持续农业网络聚焦大量不同商品的小农。它拥有
3.5 万个成员，涵盖所有商品。就棕榈油而言，可持续
农业网络覆盖 5.2 万公顷种植面积，而 RSPO 小农认证
方案覆盖的面积则超过 35 万公顷。

该认证方案的劣势包括标准遵守不太严格（仅要求
遵守每项原则 50% 的标准，遵守所有标准的 80%）；
有关工作条件标准等议题的内容薄弱；认证过程不太透
明：由经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开展验证过程，无需发
布报告。

2.2.8 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RSB）

2.2.9 雨林联盟（RA）与可持续农业网络（SAN）

2.3 金融机构

实现企业扩大油棕种植的关键因素是金融机构提
供的资金。油棕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建立种植园需
要大量前期融资。土地需要清理、棕榈树需要很长时间
才开始结果子，从种植开始计算通常需要 3 至 5 年，到
达产量高峰则需长达 7 年的时间。此外，必须建设加工
厂和精炼厂，用于加工棕榈果及其衍生品。据估计，将
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森林）转化成油棕
种植园需要至少 5000 万美元。银行的贷款支持非常重要，
根据企业情况，银行贷款占所需资金的 15% 以上 41。

银行作为棕榈油融资方发挥核心作用，使行业有机
会扭转破坏环境的做法并在整个供应链中提高可持续标
准。2010-2016 年间，国际银行向印尼的棕榈油公司发
放了超过 150 亿美元的公司贷款。来自日本、马来西亚、
中国、印尼、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银行是主要参与者。
具体而言，亚洲的区域性银行作为行业的主要投资方，

通过亚洲可持续金融倡议（ASFI）等更强大的环境、社
会与治理（ESG）标准和平台，有可能驱动变革。 

有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将可持续棕榈油承诺纳入其
企业和社会责任战略。例如，RSPO 有 14 个普通会员来
自金融部门，荷兰有 3 个，印尼、瑞士和英国各有 2 个，
澳大利亚、法国、德国 、毛里求斯和美国各有 1 个。
星展银行、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等新加坡银行正在要求
农业综合企业客户制定保护高保护价值地区的政策，对
于棕榈油行业中新的贷款企业，星展银行要求其遵守甚
至更严格的“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政
策。瑞银集团要求市场中生产棕榈油、大豆或木材且面
临热带毁林高风险的企业公开承诺到 2020 年完全获得

（RSPO、RTRS 或 FSC）认证。汇丰银行最近修订了政策，
要超越 RSPO 认证，此外还需要做出“不毁林、不开垦
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承诺。汇丰银行提出需要更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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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支持可持续棕榈油发展的其他国际努力

的不毁林和不开发泥炭地的标准，并要求精炼商、贸易
商及种植者和加工厂均符合这些要求 42。

证据表明，在中国，国有企业等正在努力实现所需
的额外承诺。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缺乏高溢价经济激励，获
得认证又需要冗长的程序，通常让中国企业望而却步 43。
因此，汇丰银行正积极参与支持可持续棕榈油，以扩大
客户群。在中国，汇丰银行是中国可持续棕榈油倡议的
成员，携手世界自然基金会、RSPO、中国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共同提升各方意识。

但是，即使在金融部门，利益相关方也因对承诺实
施和执行不力而遭到批评。最近的一份报告重点描述，
一些 RSPO 会员如何通过投资于马来亚银行 44 等第三方
公司继续间接受益并投资于涉及环境、社会与治理议题
的争议公司。马来亚银行是棕榈油行业中世界上最大的
融资银行，没有公开的融资风险政策，但公布的气候和

土地利用等环境、社会与治理政策，尽管需要进一步完
善，却是重要的第一步。2010-2016 年间，马来亚银行
将贷款和承销总金额的 11% 提供给 85 家棕榈油公司。
证据显示，有些客户牵涉与毁林相关的冲突、泥炭地开
发、火灾、与当地社区的冲突、强迫劳动（童工）等恶
劣的工作条件。这些指责显示，问责和尽责管理极具挑
战性，让不同参与者面临重大财务和声誉风险 45。

将可持续性承诺融入尽责管理过程有助于识别和避
免风险，还能保护银行的声誉。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实施不毁林项目的公司与不实施这些项目且参与毁林相
关活动的公司相比，财务表现更为出色，面临的风险更
小。具体而言，根据富时大马马来西亚亚洲棕榈油种植
园指数（美元）46，RSPO 会员通常比非会员公司表现更
为出色，过去 5 年中业绩约胜出 6%。报告还显示，公
司在战略和运营领域采用限制毁林的最佳实践，在初步
环境、社会与治理排名中，得分高出竞争对手，且几乎
没有遭遇公众争议事件。

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双边及多边行为体和倡
议正在支持可持续商品供应链的发展，尤其是可持续棕
榈油供应链的发展。相关倡议包括：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用多利益相关方的
方式推动体系做出变革，实现可持续商品供应
链，其绿色商品计划（GCP）47 得到了全球环
境基金（GEF）、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瑞士联邦经济事务总局（SECO）和企业合作伙
伴的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印尼、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利比亚开展可持续棕榈油的工作。
在印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绿色商品计划携手
保护国际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金融
公司和联合国环境署，通过全球环境基金资助
的良好成长伙伴关系（GGP），实现可持续棕
榈油供应链。

 2014 年，印尼农业部、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驻印尼代表处及其合作伙伴共同启动了印尼
棕榈油平台（FoKSBI），以协调整个行业和聚
焦棕榈油可持续性的现有倡议。在此基础上，
印尼制定并最终确定了可持续棕榈油国家行动
计划（NAP），目前该计划正在等待立法确认。
印尼国家行动计划将通过改善有关棕榈油生产
和土地使用规划的法律法规以及建立农民支持
体系和专项经费的法律保护，在国家和辖区层
面实施。由于印尼的工作针对的是整个供应链，
各合作伙伴还对消费者和零售商的需求开展工
作、让媒体参与其中，以及为促进可持续生产
和负责任产品需求的金融交易营造有利环境，
致力于培养对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可持续棕
榈油倡议良好成长伙伴关系（SPOI-GGP）项目
也在致力于图析目标景观中的棕榈油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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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用可持续经济透明供应链（TRASE）提
升印尼供应链的透明性。良好成长伙伴关系下
的亚洲学习交流倡议推动中国等需求国和印尼
等生产国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作为该倡议的一
部分，对中粮集团的供应链开展了研究。

 
2) “阿姆斯特丹宣言伙伴关系”旨在到

2020 年欧洲完全实现可持续零毁林农产品供应
链。该倡议于 2015 年启动，基于有关可持续棕
榈油和毁林的两项宣言。丹麦、法国、德国、
意大利、荷兰、挪威和英国等欧洲七国签署了
该倡议。倡议与私营部门及生产国合作，尽可
能利用现有各项进程、伙伴关系、倡议和网络，
以激励私营部门对毁林相关的农产品做出承诺、
取得进展。倡议致力于提高意识、加强主要消
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对话，并提升透明度和对
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的使用。

3) “问责框架倡议”寻求为不毁林、不开
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创建共同基础，确立全
球性定义、规范和良好实践，履行企业承诺。
该倡议于去年启动，旨在实现四大目标：停止
毁林、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尊重人权及支持生
产者和社区的生计。倡议由领先的环境和社会

非政府组织携手私营企业、政府及其他主要利
益相关方组成的联盟共同制定。目的是加快实
施进度和改善供应链承诺问责。目标是从 2020
年起，广泛应用可信且全球一致的方式可以减
少与商品相关的毁林、生态系统转化和侵害人
权。

4) 可持续经济透明供应链（TRASE）是一
项供应链透明性倡议，利用在线平台图析棕榈
油等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从生产国到消费国的流
动，并识别其中涉及的主要参与者。TRASE 满
足对商品供应链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性绩效相关
可信信息的需求，涵盖所有国家和生产体系。
平台信息支持对负责任生产、采购和投资，以
及监测和执行做出更好的决策。

5) 东南亚倡议由多利益相关方工作小组热
带森林联盟 2020（TFA 2020）发起，支持对
农业和森林商品生产转型的承诺，以消除自身
供应链中的毁林现象。该倡议聚焦促进东南亚
生产国的国际可持续投资，支持小农和独立第
三方供应商，以及印尼的泥炭地恢复工作。倡
议还旨在传播不毁林增长的新故事。

28

20  2011 年 5 月，印尼总统发布了为期两年的原生林和泥炭地毁林禁令。后续研究显示，结果喜忧参半，可能是因为政策对森林
保护不彻底、向当地执行机构传达禁令信息不够有效、执法不力和存在地方既得利益。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COP21）期间，新
任印尼总统宣布新的泥炭地开发禁令，成立泥炭地恢复机构，并承诺加速实施 2010 年启动的“一张地图”计划。2018 年 9 月，
印尼总统签署为期 3 年的新禁令，暂停颁发新的油棕种植园许可，并审核现有的油棕许可证。

21  http://supply-change.org/commodity/p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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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https://rspo.org/impacts

23 Schleifer 和 Sun（2018）还指出，国家标准对批评做出如下回应：RSPO 等私营认证标准过于倾向于西方 / 北半球发达国家，
关注发展中国家生产商的劣势。

24 对 不 同 认 证 标 准 的 深 入 比 较， 参 见：https://www.forestpeoples.org/en/responsible-finance-palm-oil-rspo/report/2017/
comparison-leading-palm-oil-certification-standards

25 撰写本报告时，ISPO 对小农尚不具有强制性，但从 2025 年起将具有强制性。

26 ISPO 对所有种植者都是强制执行，但对小农暂时是自愿性方案。2025 年被设为目标年份，届时所有种植者，不管是小农还是
大型公司，均应获得完全认证。

27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indonesias-president-halts-signing-weak-palm-oil-regulation-halts-new-plantations/

 28 http://mpoc.org.my/upload/Paper-7-POTS-China-2018-Dr-Sanath-Datuk-Naga.pdf

29 会员分为三种类型：普通会员（直接包含在棕榈油供应链中的组织或附属的非政府组织）、关联会员（不直接包含在棕榈油供
应链中，不属于任何一类普通会员）和供应链会员（在棕榈油供应链上开展业务活动但仅限于每年采购、使用或交易棕榈油和棕
榈油产品不超过 500 吨的组织）。

30 普通会员是直接包含在棕榈油供应链中的组织或附属的非政府组织。RSPO 会员还包括关联会员（即不直接包含在棕榈油供应
链中的组织和个人）和供应链会员（即在棕榈油价值链上开展业务活动但仅限于每年采购、使用或交易少量棕榈油的组织）。

31 RSPO 会员有一年的宽限期，此后须完全遵守新的原则和标准。

32 值得一提的是，种植者对新的原则和标准的支持相对较弱，而贸易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支持则要强很多。

33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new-rspo-principles-criteria-released-no-deforestation-set-adopted/

34 例如，RSPO 原则和标准 7 要求对社会和环境影响开展综合性的、有成员参与的独立评估。这些评估可能费用很高，而且在有
些情况下，导致独立农民不得不显著减少种植面积。对于贫穷的农民，其主要收入来源依赖种植面积，放弃土地可能不是其能负
担得起的选择。

35 https://goldenagri.com.sg/rspo-pc-review-certification-accessible-smallholders/

36 2018 年绿色和平的报告《真相时刻》报告了一些例子。

37 会员应在加入 RSPO 之日起 3 年内使其首个种植园获得认证，并在 5 年内实现 100% 的目标。此外，企业首个关联小农和承包
种植者应在企业首个种植园获得认证后 3 年内获得认证，并在 5 年内实现 100% 的目标；企业首个独立的新鲜棕榈果供应商应在
企业首个种植园通过认证后 6 年内获得认证，并在 9 年内实现 100% 的目标。

38  https://ec.europa.eu/energy/en/topics/renewable-energy/biofuels/voluntary-schemes

39  www.poig.org

40  https://www.iscc-system.org/about/objectives/ 

41  https://news.mongabay.com/2018/11/in-funding-palm-oil-giants-banks-may-share-in-sins-of-the-companies/

42  https://www.hsbc.com/media/media-releases/2017/hsbc-statement-on-revised-agricultural-commodities-policy

43 2019 年 1 月 18 日进行的访谈。

44 马来西亚银行有限公司，又名马来亚银行，是一家马来西亚银行，业务覆盖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的“国内市场”和东盟的
庞大网络。根据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的报告，马来亚银行是马来西亚最具价值的银行品牌，在
东盟位列第五。

45 https://brotfueralle.ch/content/uploads/2017/07/profundo-studie-FInancial-links-Swiss-FIs-palm-oil-Brot-f%C3%BCr-alle_
DEF.pdf

46 https://www.climateadvisers.com/press-release-deforestation-related-externalities-create-financial-risks-and-poor-returns-for-
investors-new-research-shows/

47 http://www.greencommodities.org/content/gcp/en/home/our-focus/multi-stakeholder-dialogu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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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印 尼 棕 榈 油 价 值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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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印尼棕榈油生产和加工价值链

3.2 印尼棕榈油价值链中的主要参与者

印尼政府已宣布，棕榈油是印尼主要的农产品之一。
通过实施印尼可持续棕榈油（ISPO），印尼政府加大力
度生产可持续棕榈油，旨在确保棕榈油来自可持续来源。

棕榈油是印尼的第二大非油气出口商品，仅次于煤。
2018 年 1-10 月，出口额达 150 亿美元，约占出口总收
入的 9%，出口量与 2017 年同期持平，达到 2400 万吨。
中国是印尼棕榈油的第三大市场，仅次于欧盟（600 万吨）
和印度（500 万吨），显示出强劲的增长。2017-2018 年间，
棕榈油出口量增加 22%（印尼中央统计局， 2018）48。
对华出口量从 2017 年同期的 240 万吨增加到近 280 万
吨。

印尼有 5 大油棕种植省份：廖内、北苏门答腊、
中加里曼丹、南苏门答腊和西加里曼丹。2016 年，这 5
大省份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61%、全国产量的 66%（农
业部，2018）49。2010-2018 年间，油棕总种植面积和
棕榈油产量稳步增长。2016 年，总种植面积为 1120 万
公顷，生产棕榈油 3170 万吨。2017 年，产量进一步增
加到 3780 万吨；2018 年，产量估计达到 4160 万吨（农
业部，2017）。

对所有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而言，棕榈油市场前景看
好，这是因为需求日益增长，而且棕榈油市场为地方经
济和政府创造大量收入。但是，尽管前景光明，对印尼
棕榈油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关税壁垒的影响 50，消
除关税壁垒将受到欢迎，充分预测市场波动颇具挑战性。

小农。印尼小农种植的油棕面积约为 470 万公顷，
由 210 万小农经营，产量达 1150 万公顷，占全国总产
量的 36 %，平均单产为每年每公顷 2 吨。

小农与其他大型棕榈油生产商一样，为印尼棕榈油
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农村地区发展、乡村政府

棕榈油由三大农业团体生产 ：其中 58% 为私营企
业、37% 为小农及 6% 为国有企业。小农经营的种植面
积在 1-25 公顷之间，农民合作社或团体大多经营 1000
公顷以上的种植园，而企业经营的种植园面积则从 25
公顷到超过 30 万公顷不等（Glenday 等，2015）。 

印尼有 2 类小农：独立小农和附属小农。独立小农
未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独立小农尽管在经营种植园时
拥有更多自由，但在接受技术和经济支持、缺乏了解最
佳实践和新技术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他们通常无法获
得优质种苗和肥料，生产效率较低、生产的油棕果质量
较差（Kusumaningtyas 与 van Gelder，2017）。附属
小农的主要合作模式是：农民经营的合作社、个人合作
伙伴方案（企业 plasma 模式）和企业经营、小农所有
的 plasma 种植园（Glenday 等，2015）。另一大挑战
是小农拥有的种植园年代久远。基于对印尼油棕小农协
会（SPKS）6700 名独立农民的调查，2005 年以后，仅
27% 的所涉面积种植了棕榈树 51。

小农通常与加工厂没有直接联系。独立小农通过本
地代理、经纪人、本地贸易商（收购点）和第三方供应商，
情况尤为如此。对于附属小农，新鲜油棕果通过合作种
植园、加工企业种植园或企业经营的小农种植园到达加
工厂，具体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于大型私营
企业和种植园，通常经过垂直整合，并拥有自己的精炼
厂和加工商，为国内和出口消费者生产棕榈油。

增收和社区层面的福利改善。小农也是实现可持续棕榈
油的重要驱动力。2013 年年中，首个独立小农协会获得
RSPO 认证，该协会是位于廖内省的一个社区。协会拥
有 349 个小农，认证总面积达 763 公顷。认证过程得到
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尼办公室等各方的指导和支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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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产低构成一大挑战，小农陷入收入低和面临升级
障碍的恶性循环。近年来，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下，并与大型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合作，许多倡议都聚
焦单产议题。这些倡议得以继续实施，开展的工作包括
提升农民能力、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等伙伴关系模式。
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由社区成员组成并设定财务目标的
商业组织村级合作社与油棕农民协会建立的伙伴关系。
2018 年 1-9 月，参加的农民平均年产量可达到 22 吨 /
公顷，预计到年底年产量可达到 30 吨 / 公顷，油棕农
民协会为此荣获佐科 • 维多多总统颁发的奖励 53。油棕
农民可以通过能力建设、利用技术、获得资金和改善市
场准入，提高单产。

一项提升单产的重要倡议是更新树龄老的油棕树，
特别是对小农和国有种植园而言。印尼政府通过人民油
棕更新计划（PSR）支持小农。2018 年，人民油棕更新
计划的目标是涵盖 18.5 万公顷面积 54。根据农业部的
记录，截至去年 12 月份，为小农油棕更新计划发布的
技术建议受益面积达 44976 公顷，还不到 2018 年目标
的 20%。截至 12 月份，油棕种植基金管理局为人民油
棕更新计划筹措的资金达到了 2500 万美元，但仅支出
600 万美元。缺乏小农棕榈油种植园的信息、种植园土
地产权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实施人民油棕更新计划面临的
其中一些挑战，但油棕公司的支持和伙伴关系最为重要。
今年，政府将继续优先发展小农，而且简化了有关参与
小农油棕树再生项目的规则。小农棕榈油种植园的总面
积已达 560 万公顷，油棕必须更新的土地达 240 公顷。
2018 年立刻实现的再植面积可达约 65 万公顷，包括树
龄老的棕榈树 502332 公顷和低产的 128508 公顷。

 
国有种植园。国有企业与大型私有种植园相比，作

用相对较小。国有企业的种植园面积约为 70 万公顷，
产量达 180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6%。但是，对政府
而言，他们起重要作用，不仅棕榈油行业为国家增收，
而且在技术、社会和经济方面为行业其他参与者树立榜
样。

 
民营种植园。民营企业经营 570 万公顷种植园，

产量达 1820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58%（农业 部，

2018），单产达到每年每公顷 4-8 吨。民营企业通过土
地特许经营许可证租赁公有土地。私营部门起战略性作
用：私营部门除了拥有大片农用地外，还因良好的作物
管理，单产高。因与当地联系紧密且深深扎根当地，私
营部门还与小农合作，帮助管理小农的油棕作物，将油
棕农民生产的原材料用于民营企业发展产业。

可持续性议题等市场壁垒是民营企业的一大关切，
但民营企业能比小农更好地获取专有技术、技术、最佳
管理实践和资金。我们发现，可持续性议题通常被视为
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印尼种植者冲击的贸易壁垒。改善与
下游参与者的联系以及与有关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将可能
有助于解决这些议题，并有机会与市场中的其他利益相
关方开展合作，以实现可持续棕榈油生产和贸易。

另一大关切是可持续棕榈油的公平市场价格，因为
建设、维护和经营可持续油棕种植园都需要高额投资。
即使大型企业也经常报告，可持续生产和认证成本非常
高。我们通过对私营部门的访谈发现，有一种观点认为，
市场可能未找到可持续棕榈油“公平”、可接受的价格。
私营部门预计，未来随着可持续棕榈油的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非认证棕榈油被淘汰，价格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由于市场通常只有“单一”价格，对于所有工商企业（也
应包括大型农户和小农），该价格应不仅包括商品价格，
还应包含可持续性认证的费用。

 
加工厂。随着油棕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加工厂数量

正在增加，但相比之下，速度更慢一些。理想情况下，
每 7500 公顷种植面积需要一家棕榈油加工厂：由此需
要约 1500 家加工厂。2012 年，仅有约 700 家棕榈油加
工厂。例如，在北苏门答腊省，油棕种植面积约为 120
万公顷（2012），至少需要 160 家棕榈油加工厂 55。省
政府正在积极鼓励本省建设更多加工厂 56。

 
印尼棕榈油协会。协会成立于 1981 年，一直致力

于发展棕榈油行业。印尼棕榈油协会与棕榈油种植园共
同发展。目前，协会已扩展到 13 个省份，代表区域中
的油棕农民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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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佳管理实践的机遇与挑战

土地管理边界尽管有所改善，但尚未得到彻底解决。
土地特许经营和土地地图通常由不同部委编制。政府推
出了“一张地图”政策，以整合不同地图，并帮助土地
所有者拥有清晰的界限。该政策旨在帮助油棕企业和小
农等土地使用者解决至今依然存在的边界重叠问题。印
尼政府也在解决明确种植地边界的问题，包括社区土地、
国有土地和（私营部门）许可土地之间的边界安排。

在油棕种植园管理中，边界重叠是一大挑战。在场
地层面，边界重叠导致企业、社区和国家森林之间的义

鉴于棕榈油行业的重要性，政府积极推动和支持投
资，尤其是对下游产业的投资，以提高印尼棕榈油产品
的附加值和租金保留。例如，政府实施出口关税，遏制
粗制棕榈油（CPO）产品出口，目前粗制棕榈油产品的
关税也正在逐步降低 58。

缺乏知识、无法获取最佳管理实践对小农而言尤其
是个问题。小农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种植园，通常依赖源
自传统和父母的知识。考虑到大多数小农依赖的种植园
相当陈旧且需要更新，上述情况对种植园发展尤其具有
挑战性。缺乏知识、无法获取融资对种植园升级构成一
大挑战。

另一方面，大型种植园拥有知识和专有技术，还有
研究机构支持在油棕种植体系中实施最佳实践。数个棕
榈研究中心定期开展研究活动、召开各种科学会议，包
括与棕榈油管理相关的研讨会。油棕种植园现场管理的
问题和挑战继续涌现，包括提高油棕单产、改善可持续
种植园管理或建立私人 - 社区合作伙伴关系。需要不断
获取更好的知识，以克服这些挑战。

务和责任不明确，旱季的火灾风险责任也不明晰。场地
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且获得各方承认。在森林周边地
区，政府推动明确边界的过程，纠正测量、界定边界，
该过程持续至今，包括解决靠近定居点和油棕种植园的
地区可能发生的土地争议。

土地安置争议是实现可持续性的一大障碍。ISPO
与其他认证方案一样，要求在认证之前解决测量（和油
棕种植园边界冲突）问题。这对于获得良好油棕种植园
管理获得认可并被认证为可持续非常关键。

3.3.1 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3.3.2 投资激励措施

3.3.3 能力建设与专有技术

政府继续通过财政激励和遏制政策，推动清除粗制
棕榈油产业部门的障碍。政府一直通过去官僚化和放松
监管，努力改善和简化冗长的手续，从而增加投资。例如，
2018 年，政府发布了有关使用外籍劳工的第 20 号总统
条例。该总统条例有望满足商界简化程序的要求，旨在
鼓励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59。

已经开始传播知识和开展能力建设，尤其针对与私
营部门合作的农民。这些农民根据私营部门的指导，已
开始应用创新方法。总体而言，源自研究和数项新发现
的实用最佳管理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实施，由私营棕榈油
企业以及小农携手私营部门共同实施。油棕种植园中企
业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可持续棕榈
油学校计划（SSL）。这是企业社会责任（CSR）计划
在教育领域的组成部分，通过与正规教育机构和地方政
府合作开展。该计划围绕企业，提供知识，提升学生和
家长对可持续油棕管理的意识和专业知识，向学生和家
长推广基于本地的可持续油棕管理专业知识。合作伙伴
关系计划包括培养和指导油棕农民采用可持续实践经营
种植园。农民获得培训、陪伴和和设施，最大限度地提
高种植园单产，同时关注环境可持续性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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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印尼促进可持续性的商业环境以及面临的挑战 

政 府 有 关 棕 榈 油 质 量 标 准 政 策 的 主 要 手 段 是
ISPO。制定 ISPO 是政府认真做出的承诺，要为国内和
国际市场生产优质和有竞争力的油棕产品，并制定可持
续油棕管理标准。这包括实施负责任油棕种植管理、新
种植园许可证禁令，以及专注于提高单产。ISPO 旨在
停止破坏环境的土地烧荒的做法。

可持续棕榈油被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媒介。因此，
印尼所有油棕种植园都必须实施 ISPO。可持续棕榈油
生产为国家成功发展奠定基础，并改善社区福利 62。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证明政府干预棕榈油行业，以
支持行业发展和可持续性，此外还有 ISPO、印尼油棕
种植基金管理局或第 3.2 部分中描述的印尼人民油棕更
新计划。例如，总统禁令禁止为新建油棕种植园而进行
土地清理，应有助于阻止破坏环境的土地烧荒的做法。
政府也正在考虑不再颁发新的土地特许经营许可证，努

不同种植者获取资金的情况不尽相同。大型企业的
资金通常来自商业银行等商业金融机构以及与第三方的
合作。获得资金对小农而言更具挑战性，已经通过油棕
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获得雇主资助的农民除外。有一些缓
解此类议题的倡议，其中包括 RSPO 小农扶持基金和半
政府性质的印尼油棕种植基金管理局。

为 更 好 地 获 取 资 金， 在 政 府 之 外 成 立 了 一 个 机
构——油棕种植基金管理局，为棕榈油行业管理和提供
资金，从而使全国棕榈油行业按照 ISPO 政策得到可持
续的管理。油棕种植基金管理局根据印尼政府、商业行
为体和油棕科研人员的意见成立，遵守以下原则：（1）
为行业管理行业缴纳的费用；（2）管理人员可以来自私
营部门，财务总监除外，是政府雇员；（3）管理资金，
以获得最佳回报；（4）出口税是对国内生物柴油行业的
激励；（5）鼓励基于棕榈油的可再生能源；（6）根据需要，

力鼓励改善种植园管理，包括小农种植园在内，通过提
高种子质量和适当更新，而不是破坏和转化具有丰富生
物多样性的森林。此外，目标是进一步开展技术创新能
提高油棕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中央政府、区域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可以立刻实现这些技术创新，从而增加产量，
同时避免毁林或进一步颠覆性地改变土地用途。

政府预计国际市场粗制棕榈油（CPO）价格下滑，
发布一项新规，取消印尼油棕种植基金管理局征收的出
口关税 63。如果国际粗制棕榈油价格低于每吨 570 美
元，政府免征出口税。如果国际粗制棕榈油价格位于每
吨 570-619 美元之间，出口关税税率为 25%。如果国
际粗制棕榈油价格超过每吨 619 美元，出口关税税率为
50%64。

印尼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包括可
持续环境的各个方面，实施生物柴油政策（B20）等政
府政策，履行碳减排承诺 65。

3.4.1 政府的作用

3.3.4 获取资金和生产资料

动态使用资金；（7）支持生物柴油补贴和国内生物柴油
市场；（8）油棕种植园更新计划；（9）人力资源研发
和促进；以及（10）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61。

油棕种植基金管理局使加强棕榈油管理成为可能，
包括支持油棕行业的研究活动。油棕种植基金管理局管
理的资金来自粗制棕榈油和棕榈油相关产品出口税，用
于提高棕榈油生产质量、可持续棕榈油管理和环境友好
型棕榈管理。

 
用于可持续棕榈油管理的农用物资也很重要。例如，

提供优质种子非常重要，足够的资金支持、训练有素的
农民或工人及最佳管理实践也同样重要。与牺牲应该被
用作世界心肺的土地（保护地）相比，改善种子质量和
合适的更新将有助于更加可持续地提升单产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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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是印尼的战略性商品，是政府的一大收入来
源。国家从棕榈油及其衍生品出口销售中获得的外汇收
入持续增加。此外，种植园为周围社区创造大量就业和
增长机会，支持农村发展。 

但是，棕榈油业务面临众多挑战，不仅有商业实践
相关挑战，而且还有油棕种植区周围居民相关的挑战。
例如，烧荒开垦土地的习惯通常被视为科学，因为周围
的人也经常这么做。因此，与私营部门合作实施的可持
续棕榈油学校计划改变了这种习惯。学生学习知识以及
如何耕种土地、种植油棕和不用烧荒就开垦新土地。

政府相信，需要消除对印尼可持续棕榈油（ISPO）
的各种批评意见，因为 ISPO 是政府履行支持棕榈油行
业责任的一部分，促进了印尼不同地区的发展。无论土
地面积大小，一方面社区自力更生建设油棕种植园，但
另一方面农民没有良好的种植知识，需要获得政府的额
外帮助。

政府的其中一项任务是让棕榈油进口国相信印尼棕
榈油产品的可持续性，在欧盟做出最新公告之后，这项
任务显得更加重要。如上所述，欧盟已修订《可再生能
源指令》，并将棕榈油列为间接土地利用变化高风险燃
料。这可能会对棕榈油需求和印尼油棕相关收入产生重
大影响。欧盟市场约占印尼棕榈油出口总量的 15%。关
键在于政府解释为改进和实现可持续棕榈油产业已采取

的一系列措施 66。印尼政府应更好地沟通其环境政策，
其中包括禁止开垦新的油棕地的禁令、改善小农油棕种
植的质量，以及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增
加小农收入。

总之，印尼棕榈油行业向下游发展面临多个机遇和
挑战，即：

3.4.2 可持续性的驱动因素和挑战

1) 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粗制棕榈油生产
国，除了食品和油脂化工行业，生物柴油和可
再生能源也很有前途。

2) 粗制棕榈油用作生物柴油的原料与其在
食品行业的使用相互冲突。目前，在印尼国内
和国际上，棕榈油在食品行业的用途比在生物
柴油行业更加广泛。但是，随着生物柴油行业
对棕榈油的需求日益增加，可能会出现潜在粮
食安全和转向生物柴油生产造成的间接土地利
用变化方面的挑战和风险。

3) 利用粗制棕榈油生产生物柴油，将提升
能源安全。

4) 粗制棕榈油用于生产生物柴油，将减少
燃料油的消耗。

5) 粗制棕榈油用于生产食品、油脂化工和
家用产品，能在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开启新的
市场机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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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PS RI. 2018. Buletin  Statistik Perdagangan Luar Negeri Ekspor Menurut Kelompok Komoditi dan Negara，2018 年 10 月，印
尼中央统计局，雅加达。

49 仍存在一些茂密林区，包括巴布亚省和西巴布亚省，那里尚未建设棕榈油种植园。但是，这些地区仅占印尼总种植面积的 0.5%，
远低于其他盛产油棕的省份。

50 欧洲将从 2020 年起逐步停止把棕榈油用于生产生物柴油，这可能阻碍国际棕榈油贸易，影响印尼棕榈油价值链。

51 http://www.spks-nas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Problematika-Petani-Kelapa-Sawit-Indonesia.pdf

52 https://rspo.org/news-and-events/news/worlds-second-group-of-independent-smallholders-to-be-rspo-certified

53 https://www.asianagri.com/id/mediaid/media/siaran-pers/capai-produktivitas-kebun-tertinggi-petani-sawit-swadaya-raih-
penghargaan-di-ipoc-2018

54 https://www.ekon.go.id/berita/view/pemerintah-remajakan-25-423.3995.html

55 https://www.jpnn.com/news/butuh-160-pabrik-kelapa-sawit

56 https://kalimantan.bisnis.com/read/20180429/408/789849/kaltim-baru-miliki-75-pabrik-kelapa-sawit

57 https://sawitindonesia.com/rubrikasi-majalah/berita-terbaru/kepengurusan-gapki-periode-2018-2023-resmi-dikukuhkan/

58 https://www.suara.com/bisnis/2017/01/27/164003/investor-sawit-asal-jepang-investasi-90-juta-dolar-as-di-riau

59 http://setkab.go.id/peraturan-presiden-nomor-20-tahun-2018-ikhtiar-untuk-meningkatan-investasi-dan-perluasan-
kesempatan-kerja-2/

60 https://www.agrofarm.co.id/2017/12/4237-2/

61 https://www.bpdp.or.id/id/pengelolaan-dana/

62 https://www.infosawit.com/news/7952/pemerintah-mendukung-minyak-sawit-lestari

63 财政部第 152 号规定 / PMK.05 / 2018。

64 https://www.imcnews.id/ini-dia-aturan-baru-dari-pemerintah-terkait-kelapa-sawit

65 https://www.bpdp.or.id/id/kegiatan/bpdpks-paparkan-sawit-berkelanjutan-di-konferensi-perubahan-iklim-cop24/

66《授权法案》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发布，界定了间接土地利用变化风险高的燃料。欧洲议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有两个月时间表
达反对意见。如果在接下来两个月时间里未收到反对意见，文本将在欧盟官方期刊上发布，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文本。如果欧洲议
会或欧盟部长理事会提出申请，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再延长两个月。

67 http://www.lpp.ac.id/wp-content/uploads/2018/01/Eko-Listiyanto_ekonomi_kelapa_saw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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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棕榈油的主要进口国和潜在海外生产国，中国
在棕榈油价值链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然而，
可持续棕榈油概念相对较新，利益相关方的意识和能力
较低，最终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的需求有限。

数个市场和非市场条件对中国发展可持续棕榈油较
为有利，但是在消费者、国内零售商和制造商参与方面
面临重大挑战。跨国公司的活动，包括宣传其可持续性
目标、成就及绿色采购工作，都在推广 RSPO 及其认证
方案。主要贸易公司的可持续采购承诺及中国食品土畜
进出口商会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支持为中国采用认证
可持续棕榈油创造了有利环境。此外，人口增长和城镇
化率上升、人们收入提高、市场集中于价值链中的贸易
环节、少数企业在零售中占相对主导地位，新政府优先

关注可持续消费和构建绿色供应链，以及行业协会在商
务部支持下实施的各项倡议，都支持可持续棕榈油市场
的发展。

中国可以通过棕榈油积极支持在国内外实现数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 2（零饥饿）主要与生产国相关。但是，可持
续棕榈油将支持印尼等生产国和中国等消费国的经济增
长（可持续发展目标 8）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可持续
发展目标 12）。最后，可持续消费会对可持续目标 13（气
候行动）产生积极影响。对认证棕榈油的需求增加会对
上游形成强大的经济激励，对毁林、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菜籽油和烹调油消费国，2018
年消费 1.58 亿吨，其中 60% 依赖进口。大豆油（42%）、
菜籽油（25%）、棕榈油（14%）68 和花生油是最常见
的食用油，但是橄榄油和黄油等“西方”油脂正在日益
受人欢迎 69。在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菜籽
油最受欢迎。2002 年之后，大豆油代替菜籽油，成为
人们首选的食用油，可能是因为中国市场更容易获得进
口大豆，且其价格比国产大豆和菜籽低。结果，食用大
豆油和大豆的进口量逐步增加。同时，棕榈油由于价
格低廉且具有煎炸稳定性，市场份额开始增加（Fan 和
Eskin，2012）。2006 年，中国政府放开对棕榈油的管制，
取消进口关税配额，提升了棕榈油对其他植物油的竞争
力，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棕榈油消费。

中国是第四大棕榈油消费国，位列印尼、印度和欧
盟之后，以及继印度和欧盟之后的第三大棕榈油进口国。
美国农业部估计 70，2019 年中国市场将进口并消费约
580 万吨棕榈油，占全球棕榈油进口总量的 12%71 和全
球总产量的 8%。20 世纪 90 年代，棕榈油进口量在 200
万吨左右徘徊。2000 年之后，进口量显著增长，2012
年最高峰时达到 640 万吨。在过去 10 年间，棕榈油年
均进口量约为 550 万吨（穆迪指数，2018）。

2017 年，中国的棕榈油进口额达 35 亿美元，约占
全球棕榈油进口总额的 10%。中国的主要供应国为印
尼（2017 年 22 亿美元）和马来西亚（13 亿美元）72。
中国从印尼进口的棕榈油价值接近两国所有进口总值的
10%73。中国经济总量超过 12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棕
榈油行业产生的影响很小。欧洲经济 （2016）估计，
2014 年，棕榈油对中国 GDP 的间接贡献超过 7 亿美元，
高于同年进口棕榈油的总价值，并创造了 90 万个工作
岗位。

近年来，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进口棕榈油的消费
量大幅增加。乍一看，棕榈油价格低于大豆油和菜籽油，
应用领域广泛，从加工食品到油脂化工行业，都支持了
棕油消费增长。从根本上讲，人口增长、城镇化率上升
和人们收入提高支撑了棕榈油消费日益增长的趋势。此
外，全球转向“绿色”农资并随之寻找石化替代品，这
意味着，工业领域也已日益将棕榈油用作油脂化工产品
和其他衍生品的原料。从中期来看，棕榈油对其他油类
产品的竞争力、中国食用油的库存以及中美贸易战 74 都
可能影响消费增长率。

棕榈油进口和消费的增长正在对生产国、全球环境

4.1 棕榈油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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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集中在少数垂直整合的大型农产品公司手中。
据估计，2015 年，中国仅有 147 家公司进口棕榈油和
棕榈油产品（商道纵横，2016）。在前十大贸易公司中，
排名前两位的是益海嘉里和嘉吉，遥遥领先其他公司。
益海嘉里由规模更大的丰益国际投资。这些公司通常垂
直整合，不仅经营进口和贸易设施，而且经营棕榈油精
炼厂、食品工厂、个人护理用品、化妆品和洗涤产品生
产工厂。就地理位置而言，排名前列的进口公司以及顶
尖的精炼和加工工厂集中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少量位
于中国北部。根据中国海关提供的 2015 年全国棕榈油
进口分布数据，南京、黄埔和天津港口的进口量约占全
国总进口量的 72%。就进口量而言，广东的公司排名第
一，进口 186 万吨棕榈油。

外资企业占棕榈油进口总量的 52%（全球环境研究
所，2013）。中国民营企业的进口量约占 30%，国有企
业约占 10%。行业整合一直是主要趋势：最近一段时间，
前十大进口公司年度进口比例从 44% 提高到 53%。

排名第一的中国企业是中粮集团（中国粮油食品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是中国农业产品和食品
行业中规模最大的国有供应商，提供多元化产品和服务，
紧随其后是另一家国有企业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中粮
集团每年进口约 21 万吨棕榈油（2017 年 RSPO 年度进
展报告），约占中国棕榈油进口量的 4%。

4.2 中国棕榈油价值链

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强劲的需求正在引起多方对可持
续性的关切。促进中国的可持续棕榈油进口符合中国和
全球的利益。中国的利益相关方正在日益讨论如何让中

国棕榈油贸易和消费变得更可持续，并为此付出努力。
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引领市场转型、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在中国境内外实现可持续发展。

图 4：主要消费国的棕榈油消费量（百万吨） 
来源：穆迪指数

4.2.1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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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中，全球棕榈油价值链呈沙漏状，中国
的棕榈油价值链亦是如此。尽管贸易部门高度集中，
但棕榈油最终掌握在众多制造商和零售商手中。已知
有超过 5000 家企业是棕榈油最终用户（世界自然基金
会， 2013）。 

制造商性质各异。有的是包装植物油生产商，主要
有益海嘉里和中粮集团；有的是棕榈油馏分加工公司，
如天津聚龙集团——一家参与棕榈油馏分加工的主要企

业，生产小包装棕榈油；还有的是油脂化工企业，经营
脂肪酸及其衍生产品。

进口棕榈油主要用于食品，用作烹调油或加工食品
的原料，少量用于生产化妆品、洗涤产品和生物燃料。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16）指出，2015 年，食
品行业消费约 430 万吨棕榈油，占中国棕榈油消费总量
的 75%。约 89 万吨用于生产日化用品，约占棕榈油消
费总量的 15%。

4.2.2 制造和零售

图 5：棕榈油用于不同行业的情况（2015）
注：“其他”是其他油脂化工副产品、生物柴油和牲畜饲料。

来源：商道纵横，2016
在食品行业，方便面 75 产品主导市场，占食品行

业棕榈油消费量的 27%。2015 年，中国生产了 360 亿
包方便面，是全球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国。方便面市场高
度集中，由两家企业主导：康师傅和统一。据估计，两
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50% 和 20%。但是，除了方
便面，棕榈油还用于加工其他种类繁多的食品，其市场
集中度低很多。用于其他食品加工和餐馆烹饪的棕榈油
占 44%，用于家庭烹饪的棕榈油占 29%76（商道纵横，
2016）。在食品工业层面，棕榈油是应用最广泛的煎炸
油和烘焙油。棕榈油作为煎炸油，是生产方便面、炸鸡
产品、土豆休闲食品和中国传统小吃的原料。棕榈油作
为烘焙油，是人造黄油、精炼油和面包、蛋糕、饼干、
曲奇、馅饼、油炸甜甜圈等加工食品的原料。

在油脂化工行业，跨国公司往往主导市场，尤其是
在洗涤剂、个人护理品和化妆品生产环节。洗涤产品或
洗涤剂消耗大量棕榈油（油脂化工行业消耗 69% 的棕
榈油）。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宝洁和联合利华。中国
企业中，纳爱斯集团排名第一。在个人护理行业，主要
公司包括欧莱雅、雅诗兰黛、资生堂、保洁、联合利华
和高露洁 - 棕榄。上海家化、伽蓝、珀莱雅、韩束、丸
美和纳爱斯集团等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但近
年来呈现积极的趋势，迎合中端和大众市场的需求。相
反，跨国公司在肥皂生产部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仅占
该部门消耗棕榈油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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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及其衍生品作为生物柴油原料，在中国市场规模很小。由于国内食用油供给
严重不足，生物柴油等棕榈油的替代用途动力不足。生物柴油的销售价格一般都低于进
口棕榈酸油的生产成本，只有棕榈油副产品才可用作生物柴油的原料。此外，市场规模小、
发展不完善，正在阻止公司进入该领域。

棕榈仁粕是棕榈仁脱壳榨油后的副产品，可用于代替牲畜饲料中的玉米，且不影响
饲喂效果。其价格比玉米低，可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竞争力。其实，据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估计，目前棕榈仁粕的价格比玉米每吨便宜约 400 元（60 美元）。

据估计，2018 年全球棕榈仁粕消费量达 1000 万吨，中国约占其中的 4%。自 2011
年起，中国年均进口 48 万吨棕榈仁粕（穆迪指数）。由于其营养价值高以及对肉类和牛
奶生产的积极影响，预计棕榈仁粕的用量将继续增加。此外，贸易战对大豆价格的负面
影响也可能支持对棕榈仁粕等替代品的需求。目前，棕榈仁粕主要用于传统畜牧业。但是，
水产养殖公司也可能成为棕榈仁粕的大型用户。

迄今为止，尚不存在支持可持续棕榈油的明确且有
力的政策信号。作为棕榈油的主要进口国，中国在棕榈
油价值链可持续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可持续棕榈
油这个概念相对较新，不管是政府还是商业部门，利益
相关方的意识和能力较弱，最终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的
需求和推动力显得微不足道。

声誉风险依然是在企业层面消除棕榈油风险的唯一
压力来源。声誉风险是中国企业寻求进入外国市场以及
在国内外与国际品牌竞争时面临的风险 77。随着品牌公
司的棕榈油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声誉风险是他们需要考
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食品和油脂化工行业，大部分含
棕榈油的食品均由品牌制造商生产 78。品牌跨国公司由
于担心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声誉和竞争，已经成为新兴
市场可持续采购的领导者。

多数大型贸易公司已经制定了可持续性政策。负责
任采购和“不毁林”的棕榈油越来越多出现在西方市场，
得到细分市场领导者联合利华和欧莱雅等全球品牌的支
持。在中国，可持续棕榈油尽管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却
正在成为公司业务战略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跨国组织
正在将其可持续棕榈油承诺引入中国市场，而且中国企
业也开始积极响应 79。例如，截至 2016 年，在中国颁
发的 70 张 RSPO 证书中，13 张颁发给了丰益国际拥有
的设施。在零售行业，例如沃尔玛，承诺自 2015 年起
为其全世界门店采购可持续棕榈油。 

此类承诺和行为有助于促进可持续棕榈油、宣传
RSPO 的作用，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最近对 RSPO 的
采纳。跨国公司通过采购决策激励当地供应商采购可持
续棕榈油。此举被视为能让中国企业，特别是在国外市

4.3 中国棕榈油价值链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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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参与公平竞争。中国企业最近对 RSPO 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这表明，声誉正在日益引起关切，成为中国
企业不断赢得更多、更苛刻消费者战略中的一个重要要
素。

中粮集团将自身定位为中国可持续棕榈油领导者
之一。2012 年，中粮集团正式成为 RSPO 会员。截至
2017 年，仅 3% 的棕榈油获得认证，但公司设定的目标
是，到 2025 年，使用的棕榈油 100% 获得认证，而且
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一些设施，用于接收 RSPO 认证的棕
榈油（RSPO 年度进展报告，2017）。

在中国，RSPO 有 94 个会员，其中 35 个为普通会
员。自 2016 年起，认证标准的采纳已显著增加，在过
去 3 年中，分别由 8 家、10 家和 5 家新公司加入（截至
2018 年 11 月 26 日）。RSPO 会员遍布中国棕榈油价值
链的各个阶段，但上游利益相关方似乎在数量占优势，
贸易商和加工商数量超过制造商。

可持续棕榈油尽管取得显著增长，但依然是小众市
场。方便面行业就是一个例子，尚未有公司承诺使用可
持续棕榈油。据估计，行业领头羊康师傅每年消耗约 40
万吨棕榈油，成为中国消费棕榈油最多的公司。

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证据
显示，中国企业很少主动采购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尤
其是在国内市场开展业务时。涉及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
数量微不足道，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让中国利益相关
方参与其中，在市场上取得初步进展。尽管如此，近年来，
中国企业对可持续棕榈油和相关标准及认证的理解逐步
得到加强。由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的持续推动以及环保政策的指导，可持续棕榈油的使用
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

4.3.1 可持续棕榈油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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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中国的 RSPO 普通会员数量
来源：RSPO

利益相关方反对采购可持续棕榈油时经常提到三大
主要障碍：

1. 缺乏最终需求，
2. 溢价高，以及
3. 缺乏可追溯性。

对棕榈油的认识程度依然相对较低，对棕榈油生产
和消费的意义，尤其是对可持续棕榈油，知之甚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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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状况和教育背景决定生态文明意识的
水平； 

2) 受访者对当前的环境状况表示担忧，最关
注的问题包括雾霾、饮用水安全、重金属污染等。
但是，提到的都是国内议题，而不是与国外生产可
持续性相关的议题；以及 

3) 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具有较强的“政府依
赖型”特征。调查描述了公众的普遍观点，认为政
府和环保部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国家，由民间社会推动可持续
性和可持续棕榈油。

管可持续产品正在出现积极的趋势，但上述情况依然没
有任何改观。棕榈油通常被标记为“植物油”，使最终
消费者未能了解棕榈油何时用作不同产品的原料。由于
缺乏详细标识的具体规定，中国消费者普遍认为棕榈油
不健康，再加上棕榈油饱和脂肪含量高，制造商不愿明
确指出棕榈油为其产品的原料。从我们开展的访谈来看，
在食品和非食品类产品中，棕榈油通常被认为是“隐性”、
“相对抽象”的原料。作为隐性商品，棕榈油依然鲜为
普通中国消费者知晓，更不用说棕榈油在世界其他地方
生产造成的负面环境和社会影响。

在中国，环境意识总体水平偏低。2014 年，首份《全
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公众生态文明意
识呈现“认同度高、知晓度低、践行度不够”的状态。
该报告还着重强调中国受访者与“生态文明”相关的三
大特征：

价格和中国最终消费者对价格高度敏感也阻碍了可
持续棕榈油的渗透。对可持续棕榈油溢价的各种估计存
在巨大差异。根据行业的反馈，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溢
价因最终市场而异。西方市场认证棕榈油数量较多，贸

易商收取约 10% 的溢价。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认证棕
榈油数量相对较少，溢价在 25% 至 30% 之间（RSPO
访谈，2018 年 11 月 26 日）。

当地公司关注原材料的性价比。他们不太在意原材
料的来源。例如，方便面是一种微利产品， 很大一部分
价值源自棕榈油，专门用于国内市场销售。但是，在油
脂化工行业，消费品制造商往往与棕榈油采购过程没有
直接联系，只涉及衍生产品中的棕榈油。因此，人们不
太担心棕榈油来源是否可持续，而价格却是采购过程中
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上游加工企业未接到下游用户
使用可持续棕榈油的要求，进一步造成反对使用可持续
棕榈油的恶性循环。 

最后，履行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的
承诺和采购可持续棕榈油受到在华购买的棕榈油缺乏可
追溯性的挑战。跨国公司因自身规模小、未能影响供应
商而扼腕叹息，供应商发现可持续棕榈油和可追溯性要
求在经济上并不可行。本地企业指责跨国公司采用双重
标准，这些跨国公司尽管做出全球可持续性承诺，但在
西方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采购流程却不尽相同。

对于可持续棕榈油的采购，经济上存在一些很强的
抑制因素：一方面，利益相关方和最终消费者缺乏意识；
另一方面，最终消费者对价格高度敏感。

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消费者开始对产品质量提
出更高要求，为可持续棕榈油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发达
国家，研究显示，超市购物者愿意支付 15% 至 56% 的
保护级溢价。对于更优质的产品，溢价的绝对水平非常
高（Bateman 等，2015）。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中
产阶级规模逐步扩大、收入增加，出现了类似的购买行
为。甚至可以认为，这些已经是中国一线或二线城市中
等细分市场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4.4 在中国推广可持续棕榈油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计划。该
计划聚焦人类进步、社会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至于可持

续发展，中国已经开始履行减缓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承诺，对全球事务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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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政府级别 / 外交部。2018 年 8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棕榈油
和橡胶等货物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此前，2018 年 5 月，
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尼。访问期间，双方建议，扩大印尼
棕榈油等农产品的出口、鼓励中国企业赴印尼投资，并
呼吁两国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可持续性理念在上述两份声明中均未得到重点强调。

商 务 部 是 棕 榈 油 的 监 管 机 构（Schleifer & Sun，
2018）。我们认为，商务部履行可持续棕榈油使命可在
八大领域采取行动，但主要依赖以下两个领域：消费升
级和全球绿色价值链建设。随着中产阶级规模扩大、收
入增长，在更广泛的“生态文明”框架内，开始聚焦“绿
色”标签。但是，在部级层面，尚未提出支持可持续棕
榈油的明确政策信号。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是与可持续棕榈油相关的
商务部两大机构之一。2008 年，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
商会开始与 RSPO 合作，提升其会员对可持续棕榈油的
意识。商会已数次组织利益相关方对话，并成立“在中
国推广可持续棕榈油网络”，以支持推广和采购可持续
棕榈油以及可持续棕榈油在生产国的生产（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2010）。2013 年，商会与 RSPO 签署
进一步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5 年，商会通过《中
国企业境外棕榈油可持续投资与经营指南》。2016 年，
商会联合主办“首届 RSPO 中国论坛”。2018 年 3 月，
商会和 RSPO 签署了另一份谅解备忘录，确立了双方为

期五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可持续棕榈油的
各个项目。

中 国 食 品 土 畜 进 出 口 商 会 与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及
RSPO 等共同推动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的参与有助于让中国主要利益相关方更好
地了解 RSPO 和在棕榈油行业中推动可持续性的价值。
总体而言，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目标是鼓励参与
改造全球市场，使可持续棕榈油成为规范。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也隶属于商务部，是
另一个重要机构，支持大量倡议，并在零售业、政府和
最终消费者之间搭建桥梁。2013 年启动的“可持续消费
圆桌”是协会提升市场对可持续产品的意识和知识的主
要平台。圆桌在三大领域开展运营，其中两个领域均与
可持续棕榈油相关。“可持续供应链”旨在引入国家标
准和国际标准，支持中国零售业的可持续采购。“绿色
可持续消费宣传周”（SCW）是协会的另一项倡议。“绿
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于 2013 年启动，2017 年已扩大
到 120 个城市，涉及 1500 家商店。

生态环境部，通过对外合作交流中心以及与 2020
年 COP15 开展合作，起到重要作用，传播信息并提升
人们意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此次在昆明召开的大会的
主要支柱之一。提升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识符合生态环
境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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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公共倡议

2020 年，中国将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COP15）。此次大会有望针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修订目前的计划，并制定新的目标和
行动。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能让其引领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是支持旨在降低棕榈油、木材、
大豆和鱼等商品进口造成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影响
的行动。

中国推动可持续棕榈油最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和倡议
如下。鉴于参与者种类繁多，下列名单并不详尽。

我们的理解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活跃的参与者
主要是一些商业协会，如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和中
国连锁经营协会，这两个协会均隶属于商务部。在私营
机构层面，我们发现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是最活跃
的非政府组织。这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些主要参与者
已经加入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还有其他国际组织参
与其中，或正在进入棕榈油行业。例如，最近荷兰非政
府组织禾众基金会积极开展意识提升活动，并为不同利
益相关方对话建立平台，比如于 2015 年底启动的可持
续棕榈油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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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承诺，到 2017 年底，烹饪用的
棕榈油将 100% 采购自可靠、可持续来源，将
优先向 RSPO 认证供应商采购棕榈油产品。

·麦当劳承诺，2015 年，用于土豆和炸鸡
制品的棕榈油 100% 获得 RSPO 认证。到 2020
年，用作原料的棕榈油 100% 获得 RSPO 认证。

·2013 年， 玛 氏 箭 牌 糖 果 实 现 100% 
RSPO 认证棕榈油的目标。最近，玛氏正在绘
制棕榈油供应链地图，以了解棕榈油来源及其
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使用的棕榈油中约 90%
可回溯到棕榈油加工厂。

·宝洁集团承诺，到 2015 年底，确定棕
榈油和棕榈仁油供应系统可追溯的来源；确保
到 2020 年，棕榈油种植园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消费品论坛 80（CGF）中国日是一项新设立的年度
活动，讨论供应链中消费者透明的重要性、通过更健康
的生活方式赋权消费者的需要，以及中国的食品安全和
环境可持续性。活动也让消费品论坛的中外会员有机会
交流知识和观点。首次活动于 2018 年 6 月在上海举行。

不破坏森林；加强与供应商、行业相关人员、
非政府组织、专家和学者的关系，以推广可
持续棕榈油资源的相关行业标准和实践项目。

·联合利华已宣布，到 2014 年底，其
全球采购的棕榈油将可追溯到来源；去年，
联合利华成为首家发布详细供应链供应商名
单的消费品公司；承诺到今年采购 100% 可
持续棕榈油，同时从供应链中消除毁林。

·欧莱雅承诺，到 2020 年，实现零毁林，
目前采购的棕榈油衍生品 100% 来自 RSPO
认证来源。

·杜邦营养与健康事业部实现 100% 认
证可持续棕榈油。

·雀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制造商，承
诺 到 2020 年 实 现 零 毁 林， 到 2023 年 实 现
100% 认证可持续棕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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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私营倡议

民营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已发现，政府和私营认证方
案目前在棕榈油价值链上开展的工作尚不足够。中国情
况如此，世界其他地方情况也是如此。毁林、生物多样
性丧失、温室气体排放或社会冲突等与棕榈油生产相关
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或成功处理。

已经独立或通过不同私营平台采取进一步行动。以
下是一些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的例子，
也应该对中国市场产生影响：

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原方圆产品认证
公司）与 RSPO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共同识别实
施 RSPO 标准的方式（2015）。与国际标准合作、使国

家标准、标签和国际标准、标签保持一致，被视为提升
中国进口商品的可持续性，并加强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
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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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http://mpoc.org.my/upload/Paper-2-POTS-China-2018-Faudzy.pdf

69 https://www.dccchina.org/2018/04/cooking-oil-china-market-imported-cooking-oil-in-china-chinese-importers/

70 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circulars/oilseeds.pdf

71 印度棕榈油进口量占全球棕榈油进口总量的 24%，欧盟占 13%（2018）。

72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palm-oil-imports-by-country/

73 https://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import/chn/idn/show/2016/

74 中国是最大的大豆市场，而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农产品。随着关税提高，中国对美国大豆等产品的进口需求可能下降，
也可能导致对食用油的需求转向棕榈油。

75 棕榈油占方便面成分的 20%-25%（欧洲经济，2016）。

76 Fan 和 Eskin（2012）发现，棕榈油是食品行业使用的主要油类产品，而大豆油、菜籽油和花生油是最常用的家庭烹调油。

77 中国商界没有意识到与进口集中度高和毁林、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丧失及与地方社区冲突相关的供给侧风险。这些风险
可以扰乱供给。但是，由于棕榈油可用其他植物油代替，供给侧风险并不十分重要，因此不会转化成实现可持续棕榈油消费的经
济激励因素。

78 此外，许多地方已禁止在街头市场销售无品牌和无包装的植物油。

79 撰写本报告时，我们发现，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一般等同于 RSPO 认证棕榈油。

80 消费品论坛是一个由会员推动、基于平价的全球性行业网络，会员包括：来自 70 个国家的零售商、制造商、服务提供商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的 400 余名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论坛的愿景是：“以商业进步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消费品论坛是一个全
球性平台，围绕四大战略支柱交流知识和实施倡议，四大支柱包括：可持续性、产品安全、健康与保健，以及端到端价值链与标准。
消费品论坛成立于 2009 年。2018 年初，为加强在华地位，消费品论坛设立代表处，以宣传其信息，并作为一个平台，帮助中国
企业与国际同行就可持续性议题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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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结 论 与 后 续 行 动

49Mapping the Palm Oil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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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是当今最具争议的植物油之一，充分体现了
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平衡。行业的蓬勃发展引发
了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也加速了气候变化。棕榈油是
利润最高的商业植物油，在所有植物油中，棕榈油生产
成本最低。而且，棕榈油用途最为广泛，全世界超市中
超过一半的产品均将棕榈油用作原料。

印尼和马来西亚生产全球约 85% 的棕榈油。在这
两个国家，棕榈油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直接为实现减
贫、零饥饿及就业等数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从
小农到政府，棕榈油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最大的棕榈油消费国包括印尼、印度、欧盟和中国。
生产的棕榈油中，四分之三用作烹调油或用于食品行业，
剩余的用作油脂化工行业的原料，也是从化妆品、洗涤
产品到生物燃料各种不同产品的原料。食用油市场的扩
大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和收入增长直接相关。同时，对非
食用油的需求受发达国家市场和政府支持生物燃料的政
策驱动。

产量增加主要是因为种植面积扩大，而非单产提高。
采用该发展路径，在环境影响方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毁林、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温室气体排放急剧增加都是生
产国棕榈油行业蓬勃发展造成的最严重负面影响。

为顺应全球趋势，棕榈油行业目前正在转型，提升
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行业的这些变化主要受跨国公
司、非政府组织和发达国家市场最终消费者的压力驱动。

挑战显而易见。棕榈油价值链情况复杂，可追溯性
面临重重困难，使负外部性的责任分配显得尤为困难。
在各生产国，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议题阻碍了可持续标准
的实施，这些议题包括“不毁林”承诺与经济发展被认
为不可兼得、人力和财务资源有限、对可持续性意识水
平低、单产低、法规不一致以及缺乏有效治理。

对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大多集中在欧美，而在发展
中国家却鲜有存在。截至目前，缺乏对可持续棕榈油的
需求问题严重，发展中国家供过于求，导致可持续棕榈
油生产缺乏经济激励。

在中国，多个因素抑制了需求。可持续棕榈油依然
是一个新理念，包括最终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
意识水平低。缺乏意识，再加上棕榈油，尤其是认证可
持续棕榈油缺乏标签。棕榈油通常被认为是“植物油”。
此外，棕榈油生产、其负面环境足迹和中国普通消费者
地理上相距遥远，使可持续性难以深入人心。中国市场
对棕榈油生产导致的环境破坏缺乏了解。

价值链上的公司都非常注重价格竞争力，但对可持
续性的关切有限。可持续棕榈油消费率低，但产品溢价
却相对较高，两者形成反常关系，造成了恶性循环。为
了降低可持续棕榈油的价格，必须增加需求。但是，倘
若不采取果断的监管行动，很难打破当前的定价循环。

供应链分化还导致单个利益相关方施加影响力的
能力有限。零售业市场高度多元化，情况尤为如此。但
是，跨国公司相对占据主导地位，且承诺执行可持续棕
榈油和“不毁林”政策，正在慢慢改变行业。有传闻指
出，这些承诺和行为在推动可持续棕榈油过程中起重要
作用。例如， RSPO 有望提高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

声誉风险和公共关系是中国企业消除棕榈油行业负
外部性的驱动因素，尤其是推动行业消除环境造成的负
面影响。企业寻求进入外国市场以及在中国与国际品牌
竞争时，声誉风险尤为重要。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开始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包
括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中国作为国际棕榈油市场的
最大参与者之一，面临塑造全球价值链的难得机遇。中
国可以引领通往可持续供给商品之路，保护生产棕榈油
商品的生态系统和资源。目前，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棕榈
油并未按可持续原则和标准生产。中国如果能够采取行
动，增加可持续棕榈油的进口比例，则能强化自身在支
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国际协议方面的作
用。

时 机 已 经 成 熟， 可 以 依 托“ 生 态 文 明” 的 理 念
和中国政府最近宣布的新的优先事项。应利用中国在
COP15、北京冬奥会等活动中的全球曝光机会，尽可能
扩大影响，从而为棕榈油行业实现有意义的转型等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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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清晰的路径。

基于以上收集和讨论的信息，我们汇编了在中国扩
大可持续棕榈油市场的行动和建议清单。这些行动和建
议应与本报告中讨论的现有倡议搭配使用，并强化现有
倡议。 

对中国政府而言，倡议需要考虑的领域包括：

1) 鼓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建设“绿色”
全球价值链的明确政策信号。在我们看来，这
能改变游戏规则，也是实现可持续性关键的一
步。政策信号如果明确鼓励企业参与绿色全球
价值链建设的倡议，并在此过程中坚定承诺自
愿参与国际性工作，则会显得非常强大。倡议
若包括生态环境部和商务部等开展跨部委合作
的机制，则能更加有效地协调各方工作，以实
现明确的共同目标。

应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可持续性在棕榈
油生产和消费中都是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支
持中国政府对环境的承诺，及其在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态多样性丧失方面的引领作用。中国政
府公开支持印尼可持续棕榈油国家行动计划或
ISPO 等现有的各项倡议，这些倡议可能代表朝
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第一步，特别是如果后续能
达成双边协议并制定合作行动计划。

政策信号如果能涵盖包括棕榈油在内的所
有天然商品，则会特别有效。总体而言，毁林
的一大诱因是农业和土地用途的改变。将棕榈
油当作单一商品处理只能解决农业综合经营造
成的一部分环境危机，如果这样的倡议导致大
量需求转向低产作物，则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2) 中国与印尼之间的试点项目基于最佳实
践以及建设棕榈油绿色价值链的创新。试点项
目基于双边采购协议框架下的一系列平行倡议，
这些协议以所涉产品的可持续性和长期供应为
基础。试点项目将作为平台，用于建设合作伙
伴关系，并分享有关低碳、循环经济、高效经

济转型等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的最佳实践。试
点项目的开发可依托南南合作框架和“一带一
路”倡议等现有平台。

3) 试点项目可以在 2020 年 COP15 等全球
性活动期间进行展示，从而加强中国作为环境
领导者的“品牌”，并提升中国企业的品牌竞
争力。棕榈油价值链各个阶段的最佳管理实践
及可持续生产与消费能降低毁林率，更好地保
护生物多样性，直接解决大会本身聚焦的生物
多样性主题。这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将支持生
产国加强可持续实践的努力。

4) 在南南合作框架内投资于发展援助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化，支持教育和研发
项目以及向生产国的技术转让。有必要开展资
本投资，以支持行业朝着可持续性目标升级，
尤其是对生产国小农的资本投资。发展援助能
提升生产国处理棕榈油生产相关问题的能力。
对油棕更新的经济支持等项目将是提升单产和
创新以及改善可追溯性的关键。有必要与本地
利益相关方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方可
取得成功。还可以设想在生产和土地保护过程
中通过实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5) 通过强制性指引，支持中国的绿色公共
采购。财政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政府绿
色采购的建议清单，推广节能与环保产品和服
务。商务部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及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可以将绿色采购指引拓展到棕榈
油行业。例如，中国可以在公共采购中采用供
应链标准，将明确的“不毁林”政策融入各个
项目，以避免毁林。这可以强有力地激励中国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可持续性做出坚定的承
诺，如果再加上积极的经济政策和激励措施，
则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6) 经济政策与激励措施。关税和税收被广
泛用于鼓励环境负责任行为。中国已通过减税
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并鼓励有些进口商品的
消费。棕榈油行业可实施优惠税收或关税，为
可持续棕榈油进口提供强大的经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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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可以更大胆地呼吁变革，并支持
政策信号，使其成为全球目标。联合国及其相
关机构和网络可依托自身在中国的强大关系和
良好声誉，扮演全球推动者的重要角色。国际
组织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能协调各利益相关方，
并在专业知识和能力建设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支

对国际组织 / 非政府组织和公司而言：

1. 切实提升能力并加强实施，让 ISPO 成
为市场标准。持续关注和支持标准统一工作至
关重要。印尼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合作和共同点。
标准统一工作的实例包括棕榈油生产国委员会，
含马来西亚和哥伦比亚，以及印尼棕榈油平台，
都欢迎采取措施，在所有主要生产国中间创立
更强大的方案。

2. 支持在消费国开展宣传活动，让公众更
好地了解印尼开展的鼓励可持续棕榈油生产的
工作，并提供培训和教育项目。下一步将要求
进口国公开承认，能进一步加强合法性及上游
标准和认证的执行。

3. 推动并继续支持采取多利益相关方的方
式，促进小农发展并制定配套制度。小农在国
家棕榈油生产和为国际市场供应产品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
实施倡议，提升小农能力、专业知识和经济支
持，能够提高单产、更好地采用最佳管理实践。
这些合作倡议是行业中实现可持续性的关键，
可避免“泄露市场”，降低毁林率。这种配套
制度也将有利于提升印尼棕榈油行业的总体竞
争力。

4. 通过去官僚化和放松监管，加大力度解
决土地权属问题和边界管理，改善和简化管理
过程，以增加投资。例如，在更广泛的可持续
棕榈油国际合作框架内从中国获取技术、知识
和其他资源也会有益。例如，印尼“一张地图”
倡议当前的图析阶段和数据库管理，充分图析
森林和农业综合企业特许经营的土地。中国的
技术和资金，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是
上述过程有价值的投入，展示两国之间有益的
可持续合作。

1. 提升所有利益相关方对 ISPO 和 RSPO
等可持续标准的了解和采纳，通过在生产国和
消费国开展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方实地考察等
教育活动，实现上述目标。设计明确且有时限
的计划，依托和利用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等
现有平台的潜力。

2. 提升供应链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修订
后的 RSPO 原则和标准中宣布的辖区方式超越
了供应链，显示了在这个正确方向上取得的进
展，应加以彻底实施。

3. 加强执法和改进申诉机制将提升认证体
系的透明度，以及各方对认证体系的信任和支
持。

4. 合作实现棕榈油行业中标准认证的简化
和统一，促进横向学习，努力实现现有认证方
案之间的协同，并加强整个认证体系。宣传统
一的信息会对最终消费者产生更强大的影响，
同时限制企业重复认证，降低认证费用。“路
线图”明确识别实现 100% 可持续棕榈油目标
发展过程涉及的不同阶段及各种利益相关方和
认证，能增加成功的机会。

对印尼政府而言： 对认证标准方案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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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在中国长期开展可持
续棕榈油相关工作的国内外非政府组织携手，
联合国应成为整个价值链上支持私营和公共倡
议的骨干力量。

2. 在公司内部培养兴趣和提升意识。可持
续棕榈油的工作不能仅限于公司事务或采购层
面，需要让公司内的品牌所有者和营销团队参
与，让他们提出想法和开展实质性市场研究。
让公司内更多不同参与者参加的倡议也能激发
创意，展示可持续性在实现总体品牌目标方面
发挥的互补作用。

3. 确立可持续性领军产品 / 品牌，识别相
关行业中的领导者。这项调查研究应基于最佳
实践，并显示更强的盈利能力，同时开发可靠
的商业案例。为此，有必要提高研究能力，以
评估认证种植园的益处及其对遏制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潜在影响。

4. 与媒体合作，确定一位“形象大使”加
强公众教育工作。媒体在关注环境与社会议题
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正在迅速进入市场
的新千年 / 年轻消费者而言，媒体的作用显得
更加重要。媒体是公众获取环境信息、表达意愿、
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管理和执法，以及表
达“绿色”选择的重要途径。非政府组织应携
手民营企业及商业协会，积极让主要媒体参与，
帮助提升最终消费者的意识。

5. 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研究，以了解中国市
场结构的特殊性，并识别最佳杠杆点。这在中
国更为重要，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具有大陆特性，
但又存在区域和人口差异。细分市场需要不同
产品和 / 或品牌。缺乏消费者行为的详细数据

库阻碍了更好地理解，而这恰恰是成功商业战
略的基础。

6. 公司必须作出更多可持续性承诺，以获
得有意义的结果，包括实现供应链充分透明和
确保对供应商开展独立审核。应考虑整合可持
续棕榈油的采购，以利用更大规模的订单，对
上游参与者施加影响，要求其供应可持续和可
追溯棕榈油，同时让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推动
与可持续方法相关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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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上述所有建议要求相关各方共同努力，解决目前公
司缺乏经济激励、最终消费者缺乏意识以及在复杂的棕
榈油价值链上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市场和非市场障
碍等问题。长期获得商品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有赖于
国内外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本文提出的措施可以成为中国市场形成可持续棕榈
油需求的起点。同时，这些措施会降低可持续产品的溢
价、减少采购的经济障碍。下游更强劲的需求将为生产
者升级到可持续标准提供必要的经济激励。

中国对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不断增长，会对整个价
值链产生积极影响，支持可持续发展并推动降低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动。这也将为新的生产领军企
业树立正确的榜样和激励，鼓励其实施最佳实践，从而
避免农业综合经营部门在印尼和马来西亚产生重大负面
影响。这将强化中国作为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
变化国际协议支持者的角色，在国际市场上推动中国企
业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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