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油消费企业需要超越RSPO（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标准

印尼油棕业扩张正在破坏森林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的成员参
与毁林。

据印尼林业部的官方地图显示，2009年到2011年
间，印尼损失的森林总计124万公顷，等于3年中

2009年，隶属 6于RSPO 7成员的油棕种植园面积 8

每年损失62万公顷1，印尼仅三个地区就涵盖了这

占印尼油棕种植园总量的14%。然而，这些种植

其中一半的损失，中加里曼丹、廖内省和西加里

园造成的毁林面积高达6万3千公顷（包括近两万

曼丹。其森林损失量总计29万6千公顷、23万公

公顷碳储量丰富的泥炭地），相当于油棕种植造

顷和9万5千公顷，在印尼全国损失的森林中分别

成的毁林总面积的21%。在已经确定的毁林区域

占24%、19%和8%2 。

中，Genting, Surya Dumai和丰益国际是RSPO所

印尼是世界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 3 。印尼国内获
批准的用于开发棕榈油的土地面积总计1500万公
顷，这只是概数。由于这个行业缺乏透明度和公
开性，准确数据不得而知。据绿色和平4可以开展

2013年6月，廖内省
大火在PT. Raja Garuda Mas
Sejati的泥炭地肆虐。
这是RSPO会员之一的亚洲种植
集团（Asian Agri）旗下的一家棕
榈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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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员中毁林面积最大的三家民营公司9。
RSPO希望成员在可持续棕榈油发展方面成为业
界的领袖。但是RSPO当前的标准不够严格，对
成员肆意伤害森林的现象听之任之。

调查的区域的数据表明，棕榈油行业是2009年到
2011年间印尼森林遭到毁坏的最主要的诱因。在
此期间，经查，油棕种植园造成的森林损失为30

RSPO 是谁？

万公顷，在该地区森林损失总量中占四分之一5；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成立于2004年，旨在通过制定可

在加里曼丹岛，油棕引发的森林破坏在森林破坏

靠的全球标准和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来推动绿色棕榈油的使用10，

总量中的占比更高，其中，西加里曼丹为75%，

是按自愿原则组织的协会，其成员包括棕榈油生产商、加工商和贸

东加里曼丹为55%，中加里曼丹为38%。

易商，日用消费品制造商和零售商，银行、投资人以及环保和社会
NGO。
RSPO成员所生产的棕榈油在全球总产量中占40%11。截至2012年，

* 除非另作说明，绿色和平在这份报告中指国际绿色和
平。

印尼棕榈油中15%为RSPO 认证的产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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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SPO为什么不够严格？
森林层面:

公顷。火灾区域多数为不久前刚清理出的泥炭地22。
可见放火烧荒是开辟种植园过程中的常用耕作方

RSPO未能制止森林破坏。
自从RSPO近期强化“富含碳汇的区域的环保价值
需要给予考量”这一标准以来13，其成员本该在开
展森林高保护价值评估后才能开始种植活动14。然
而，除去原始森林和高保护价值森林以外，RSPO
2013年6月，廖内省
在油棕种植园里，戴着口罩的
村民们开车穿过因焚烧泥炭地
而产生的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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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证体系并未禁止清除其他森林。而很多可供
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的工业使用的未遭毒手的热
带森林为次生林或退化森林，可能不会被划入高
保护价值森林这一分类，但是，不论从自然保护
还是气候变化的角度，给予这些雨林保护都显得
至关重要。

根据已注册的种植园边界，绿色和平的地图分析
显示隶属于RSPO成员的几片在廖内的油棕种植园
2013年1到6月份期间共有720个着火点，在该地
区种植园内所有着火点中占39% 24。
通过媒体的抨击，公众才得以就这段“火灾季”
向RSPO成员所控制的种植园提出质疑。即便处于
舆论的风口浪尖，RSPO也只调查了新闻报道所打
击的5家公司，其他几家着火点数量最多的公司却
没有被调查。而且当这些涉嫌烧荒的公司提供的
种植园地图与诸如印尼林业部等公共机构所出具
的地图不一致时，调查随即搁浅。然而基于这些
"问题地图"，RSPO认为受舆论攻击的4家公司与

RSPO并未限制与油棕种植园开发相
关（如泥炭地雨林的转化）的温室气
体排放。
印尼的泥炭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碳汇存储地之
一，印尼政府指出其价值堪与亚马逊雨林相媲
美 15 。印尼85%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土地开发活
动，其中一半与泥炭地开发有关联 16 。RSPO没
有给涉及油棕种植园开发的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上
限。虽然多年来RSPO就是否设定这一上限展开
了多次内部讨论，但是2013年颁布的《原则和标
准》的修订案中仅包括几条要求成员以自愿为原
则，报告由森林转化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数量
的指导性方针17

式23。

。其实质为收紧泥炭地开发的条

件，但是不能构成一个全面、绝对的禁令。

RSPO的规定未能阻止泥炭地和森林
火灾。

此次大火基本无关。随后，RSPO做出了一个异乎
寻常的举动，即对涉案的第5家公司25——Ganda
集团公司旗下的子公司PT Jatim Jaya Perkasa26提
出了投诉。这似乎是RSPO针对此事迈出的唯一正
确的一步。可是记录在案的RSPO种植园中的多数
着火点还是没有被调查。
RSPO的知名成员，世界最大的棕榈油贸易商丰
益国际2013年7月声明：“为了回应最近发生的烟
霾，我们将会与任何藐视法律烧荒的供应商断绝
商业往来，这一举措清楚地表明我们为了给该行
业施加影响所付出的努力”27。但是我们目前还不
清楚丰益国际为调查其供应商与火灾的瓜葛采取
了哪些行动，也不清楚丰益国际是否终止过供应
商合同 ，包括与Jatim Jaya Perkasa的合同。

RSPO似乎不愿意对公然违反其准则
的做法采取惩罚措施。
棕榈油生产商Duta Palma长期破坏森林、引发社区

RSPO禁止烧荒辟地 ，但是并未对2013年6月苏门

冲突、触犯法律以及违反RSPO的准则，劣迹斑

答腊发生的引发周边国家连续数周烟霾的森林大

斑。2007年，绿色和平首次对其破坏性经营进行

火的肇事者进行惩戒19。RSPO允许成员清除雨林

了报道，包括其破坏深层泥炭地和无证经

以及清除和排干泥炭地。被排干水的泥炭地就像

营 28。2009年，一个由受影响社区的村长和NGO

一件易燃物，一旦干燥起来，这片密集的、富含

组成的联盟正式向RSPO递交了一份投诉书，谴

碳的土壤很容易着火，而且火势会迅速蔓延并难

责Duta Palma的两个子公司非法清除高保护价值

以控制和扑灭。

森林和烧荒辟地等 行 径 2 9 。 2 0 1 1 年 ， 鉴 于 D u t a

18

据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近期的卫星分析

Palma的行政违规，RSPO临时取消了Duta

估计 ，廖内省的一片区域 覆盖了6月发生的大火

P a l m a 的 会 员 身份，但是并没有解决投诉书所指

三分之二的着火点，仅在此地着火面积就达14万

出的问题30。从最初对其抨击，到2013年4月发表

20

2

21

报道予以声讨，绿色和平用了将近6年时间31才迎

的标准，就可以说它默许其成员参与非法破坏性

来RSPO最终开除Duta Palma 的这一天 。

种植的行为。

32

Herakles F a r m s 是 一 家 总 部 位 于 美 国 的 公 司 ，
计划在喀麦隆清除7万3千公顷茂密的天然林，为
一片油棕种植园让出空间。2009年Herakles的子

RSPO的主要供应链系统中没有“干
净”的棕榈油。

公司SG可持续油料喀麦隆分公司（SGSOC）加
入RSPO。2012年，几家NGO正式向RSPO提出

2012年，经RSPO认证的棕榈油中72%是通过

了投诉，批评SGSOC未能遵守负责任地开发种植

“绿色棕榈油”认购和声明（book and claim）

园所需的程序33。2012年4月高保护价值资源网络

平台交易的 45 。经RSPO认证的生产商每生产一吨

（HCV Resource Network ) 公布了一份针对

经认证的棕榈油就可得到一份证书，然后他们通

Herakles项目的高保护价值评估的同行评审报

过绿色棕榈网络市场将这些证书卖给棕榈油的终

告，指出该评估“对于这样一个大型的、高强度

端用户，包括食品生产商。这些买主就可宣称自

的项目评估标准不够严格，而且也没有切实地遵

己的公司“支持绿色棕榈油”46。在本报告的作者

循RSPO的原则” 。2012年6月，RSPO的投诉委

撰文时，棕榈毛油售价为每公吨710美元左右47，

员会要求Herakles暂停林木清除活动35。Herakles

而“绿色棕榈油”证书（一份证书对应一公吨棕

无视了这个要求。2012年8月，Herakles退出

榈油）售价为3美元48，所以证书的价格是棕榈油

RSPO36。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其林木清除活动仍

价格的0.4%。证书是匿名交易的，而终端客户的

在进行中，而且Herakles竟然还在其网站上声称自

产品中所用的棕榈油实际上是从市场上买的。这

己遵循RSPO的原则和标准 。

种系统是不可追溯的，终端用户通常不知道自己

34

37

购买的“绿色棕榈油”证书和棕榈油来自哪个种

贸易层面:

植园，这样一来，他们产品中所使用的棕榈油来
自涉及毁林的种植园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RSPO的成员使“肮脏”的棕榈油流
入全球供应链。

剩下的经RSPO认证的棕榈油则是通过“认证与
非认证混合”这个供应链系统交易的。这种情况
下，经过特定的供应链路径的经认证的棕榈油的

RSPO棕榈油的贸易机制设计使得供应链不可追

数量被追踪，但是棕榈油本身却没被追踪。即一

溯。除少数情况以外，来自毁林和破坏性经营的

个交易者如果买了100吨经认证的棕榈油，那么他

棕榈油被掺入来自认证经营的棕榈油。为数不多

可以将这些油跟其他未经认证的油混在一起，然

的几个贸易商，包括RSPO鼎鼎有名的成员丰益国

后再从中取出100吨油当做经认证的油卖，即便这

际, 控制了印尼棕榈油贸易的大片江山。这些贸易

些油跟原先的已经不一样了。同样，终端用户是

商的另一个身份是加工商，他们通过炼油厂将来

不知道他们产品中所用的棕榈油来自哪里。

自毁灭森林、重要栖息地和泥炭地的棕榈油混入

终端用户要购买纯正的、经认证的棕榈油时，需

供应渠道。

要通过“认证与非认证分离”系统进行交易。即

生产商无需拥有任何经认证的油棕种植园就可成

来源不同的经认证的棕榈油与未认证的棕榈油

为RSPO的成员 。这些成员可以自由交易由未许

完全分离，储存和运输的管道完全不同。或者

下任何绿色承诺的非会员所提供的棕榈鲜果和油

通过“种植园身份保护”路径，这样交易的棕榈

料。RSPO一些最著名的加工商成员，包括IOI 39,

油，可以追溯到生产厂家和种植园。通过这两条

丰益国际 和MusimMas 严重依赖采购或交易第

渠道的棕榈油销售量目前很少。广泛用于日化行

三方供应商所提供的棕榈鲜果和油料。来自通过

业的油脂化学品通过这两条渠道的销售量可以说

烧荒开辟出的未经许可的种植园和地区的原料可

微乎其微 49。

能会进入隶属于RSPO会员的工厂中。世界自然基

因此，即便在RSPO的成员中，“肮脏的”棕榈油

金会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到2012年，还有

是他们的共通特征。RSPO的标准过于单薄，执行

一些经过RSPO认证的 、隶属于RSPO的会员丰

力度不够，不能确保棕榈油的消费企业买到的是

益国际 和亚洲种植集团的工厂曾接收过Tesso Nilo

负责任生产的产物。

38

40

41

42

2013年5月，廖内省
满载着棕榈果的卡车驶向RSPO
会员亚洲种植集团（Asian
Agri）旗下的一家棕榈毛油
加工厂。WWF的一份报告显
示，2012年，Tesso Nilo 森林
中的非法种植园出产的棕榈果
也混入了这家工厂。
©Jufri/ 绿色和平

国家公园内的非法种植园所产出的棕榈鲜果43。即
便现在这两家公司都宣称正在引入机制杜绝这种
现象44，但只要RSPO不对第三方供应商设定严格

3

RSPO供应链：毁林棕榈油如何进入国际品牌

能否确保这些产品
不含有毁林成分？
终端消费者
“认证与非认证分离体系”

RSPO认证的
种植园

精炼
10吨认证的
棕榈油

✘

贸易商

10吨认证的
棕榈油

10吨认证棕榈油作为
认证棕榈油售卖
产品声明：
含RSPO认证可持续
棕榈油

榨油厂
森林和泥炭地
“认证与非认证混合体系”
RSPO认证的
种植园

CO2

榨油厂

毁林和森林火灾，
破坏了老虎
和红猩猩的栖息地，
建立油棕种植园

贸易商

150 吨认证的棕榈油

认证和非认正
的棕榈油混合
起来

来自未受认证的
第三方种植园的
棕榈果也被卖给
了榨油厂

50吨混合棕榈油

✘

50吨混合棕榈油作
为“认证与非认证
混合体系”棕榈油
产品声明：
售卖
支持RSPO认证可持续
棕榈油生产（相当于棕
榈油使用量的15%）
850吨混合棕榈油
作为未认证棕榈油
售卖

精炼

✘

贸易商
950吨混合棕榈油

850吨未受认证的
棕榈油

无产品声明

100吨混合棕榈油作为
未认证棕榈油售卖

未受认证的种植园

种植园卖出100份
“绿色棕榈油”证
书—在“绿色棕榈
油”体系下每1吨
认证棕榈油有一份
证书

证书交易体系

绿色棕榈油
匿名的证书
交易线上平
台

榨油厂

✘

终端消费者购买
100份”绿色棕
榈油“证书

产品声明：
支持RSPO认证可持续
棕榈油生产

负责任的棕榈油供应链
有可信认证的负责任
生产者

可追溯的供应链

+
榨油厂
不毁林

4

棕榈种植
不涉及毁林

只来自受认证
的种植园的100吨
棕榈油
通过更好的管理
方式提高产量

精炼

只来自受认证的
种植园的100吨
棕榈油
干净的，经过审核的，
可追溯的供应链

贸易商

100吨棕榈油，
可追溯其仅来
自于受认证的
种植园

产品声明 :
含有不毁林的棕榈油

2. 解决方案是什么？

你的公司交易和使用
的棕榈油中经RSPO
认证的棕榈油的比例
是多少？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RSPO加强其标准禁止泥炭地开

丰益国际Wilmar International
（世界 最 大 的 棕 榈 油 贸 易
商）：我们所交易的棕榈
油中有一小部分是经RSPO
认证的，其中，多数经
RSPO认证的棕榈油是通
过“绿色棕榈油”这个平
台销售的。57

发和雨林清除和转化，同时确保这些标准和程序
得以切实地落实。
有一些棕榈油生产者起到了模范标杆的作用。
金光农业资源（GAR） 50 ，新不列颠棕榈油 51 和
Agriopalma 52 等公司已超越RSPO标准并执行保
护森林的政策。这些公司许下的零毁林承诺，恰
恰证明棕榈油产业是可以变得负责任的。与此同
时，有一些消费棕榈油的公司正在制定真正负责
任的采购政策标准。比如，雀巢公司提出了一个
清晰的承诺，旨在切断其供应链中的棕榈油和毁
林的关系。但是紧密跟踪这些承诺和政策的落实
情况非常重要。
2013年3月：苏门答腊虎
棕榈油业造成的毁林正在
破坏珍稀动物的栖息地
©Gratzer

棕榈油创新小组
棕榈油创新小组（POIG）53是几家NGO和政策超前的棕榈油公司发起的不否
定RSPO但是通过制定额外的行业要求超越它的倡议活动。POIG旨在通过保
护诸如次生林等高碳储量森林54阻止毁林。POIG的章程尚未敲定，但是会涵
盖保留社区粮食作物的耕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禁止泥炭地开发这些方面
的规定。POIG呼吁购买棕榈油的公司为自己提供支持，同时建立能够透明追
踪棕榈油来源的机制。

棕榈油消费企业以及投资机构需要负
责任的棕榈油—但是RSPO无法给予
满足。

坛（CGF）得依赖RSPO的棕榈油供给来实现这一目
标。
在投资层面，负责人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缔约公司的可持续棕

绿色和平曾向逾250家购买棕榈油的公司询问他们
是如何确保供应链不牵涉毁林的。在收到的回复
中，似乎多数公司依靠RSPO的认证体系（多数通
过“绿色棕榈油”证书）兑现绿色承诺，只有极少
数公司做出有时间期限的承诺追溯来源、从供应
链中剔除涉及毁林的棕榈油。
2010年，消费者商品论坛（CGF），一个覆盖逾
400家零售商、制造商等公司的全球行业网络，
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诺针对包括棕榈油在内的商
品“到2020前通过动员我们各大公司的资源达到
"零净毁林"的目标，帮助森林国家保护自然资
源达致“零净毁林”的目标”55。可是消费者商品论

榈油投资工作小组（Sustainable Palm Oil Investor
Working Group）正在着手应对非绿色棕榈油给买

亿滋Mondelez：根据2011
年的统计，我们所使用的
棕榈油总计247464公吨，
其 中 1 2 7 1 7 2 公 吨是“绿
色棕榈油”，20000公吨
是“认证与非认证混合”
棕榈油，还有3912公吨是
通过独立的、不受干扰的
供应链运输的经认证的棕
榈油。58
宝洁公司 P &G：到2015
年，我们购买的所有棕榈
油将全部来自负责的、可
持续渠道......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RSPO“认证与非认证
混合”供应链模式采购经认
证的可持续棕榈油和棕榈
仁油,但是以后我们也会通
过“book and claim”这个
模式进行采购。59
玛氏宠物护理公司Mars：
到2013年，我们所采购的
棕榈油将全部来自可持续
棕榈油圆桌的“认证与非
认证混合”项目。60

卖双方带来的名誉和商业风险。该小组正在推动
公司在供应链和RSPO达标方面担负起责
任 。
56

RSPO近期已经对自己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
审核，当前社会问题方面的标准趋于完善，但是
RSPO并未解决毁林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两个关键问
题，受到了购买棕榈油的公司和NGO的抨击。那
些想购买不涉及毁林的棕榈油的公司当前应避开
RSPO，自己斩断其供应链和产品中棕榈油和毁林
的关联。

联合利华Unilever：到2020
年，我们所采购的棕榈油
将全部来自经认证、可追
溯的渠道。到2012底，我
们的棕榈油将全部来自可
持续渠道，其中，97%通
过”绿色棕榈油“证书这个
平台购买，3%通过经认
证、可追溯的渠道（通过
独立的、不受干扰的供应
链）购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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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棕榈油消费企业是否应当完全抛弃
RSPO？

消费企业应当把RSPO的标准当成诸如保障棕榈
油来源合法性等最起码的条件，但是应当超越这
一标准粉碎棕榈油和毁林的渊源来净化供应链。
2013年5月，廖内省
Duta Palma 集团的 PT.
Bertuah Aneka Yasa 油棕
种植园里，新开辟的泥炭地
上，一台挖掘机正在热带雨
林边缘作业
©Jufri/ 绿色和平

棕榈油生产商
立即暂停所有种植园开发活动来阻止森林和
泥炭地的转化和确保地方社区的权利不受损
害。
通过高保护价值和高碳储量评估来框定适宜
为种植园扩张所用的土地。
确保所有开发活动100%合法性，提前知会当
地民众并获取其同意。
评估、报告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向公
众汇报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

•

事实证明RSPO的决策机构反应迟缓，其决策速度
以最保守的成员的速度为准。但是，RSPO仍然是
行业内规模最大的组织，聚集大量生产商、贸易
商和消费企业成员。虽然RSPO关于森林转化、
土地权益等方面的标准明显存在欠缺之处，但是
跟无任何标准相比，这些标准应该说是进步的体

•
•
•

现。因此，绿色和平并不要求各大公司完全抛弃
RSPO，而是呼吁他们超越RSPO的标准。
我们认为诸如雀巢（Nestlé）和金光农业资源
（GAR）等棕榈油的生产和消费公司所开展的倡

审核并修改RSPO的《原则和标准》增加下列内

议活动应该成为常态，而不是特殊情况。是否能

容：

够达成零毁林的目标取决于市场是否能够承担起

•

禁止清除高碳储量森林。

清理商品供应链的全部责任。

•

禁止消除泥炭地或泥炭地上的植物群。

•

公布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

成员认证种植园及相关利益者时，需为成员

要求:
棕榈油的消费企业
•

•

•

对供应商进行审计并与之携手共同落实有时
间期限的零毁林政策，如果供应商不采取行
动则取消合同，以此来实现将肮脏的棕榈油
剔除出供应链的目标。
确保供应链100%可追溯性，倡导使用行业措
施停止毁林—如上文述及的收紧RSPO的标
准，成为制止毁林的领军者。
向公众汇报所有指标的完成情况。

棕榈油贸易商和加工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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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O

调查所有的供应商以实现供应链100%可追
溯，并根据合法性对供应商进行筛选。
用可持续标准来评估供应商，并与之合作共
同落实有时间期限的“零毁林”政策，如果
供应商不采取行动则取消合同。
发展和落实可追溯的供应链，使进入如炼油
厂、工厂和港口设备等供应链环节的卸货点
的棕榈油是100%负责任的。

设定时间限制。
•

为成员加工或贸易由非成员生产的鲜果或棕
榈油设定标准，以此来排除非法供给，同时
为供应商可持续的政策制定设置时间限制。

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当前的标准:
•
敦促开展调查来解决针对成员的投诉。
•
提出透明化、公开化要求，尤其是在成员提
供完整的特许林地（而不仅仅是种植区）地
图以及年报这两方面。
•
采取其他积极主动的措施监控成员的经营活
动，确保各项标准未被违反（例如在今年6月
在廖内发生多起林火后对所有成员的经营活
动开展审查。）
•
联合成员共同发展和落实100%可追溯的供应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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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致力于以实际
行动推动积极的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世界和平。

绿色和平国际出版

绿色和平致力于减缓气候变化。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enquiries@greenpeace.org
www.greenpeace.org/forests
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
greenpeace.cn@greenpeace.org
www.greenpea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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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森林保护项目致力于保护地球上仅存的原
始森林和生息于斯的民众和动植物。
我们调查并揭露造成森林破坏和气候变化的产品贸
易。
我们呼吁政府和企业停止参与森林破坏和加剧气候
变化。
我们支持森林居民的权益，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