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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第1部分提供了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与中国之间可持续棕榈油贸易关系的基线分析研究。
作者从多个角度对两国棕榈油部门的关联进行了调查，包括印尼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到关键棕榈油进
出口企业。本报告旨在对印尼与中国之间的棕榈油产品贸易涉及的关系及利益相关方提供综合但简洁的
回顾。本研究还包括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以及印尼大型种植企业所采取的可持续发展举措。在审查中国
棕榈油行业参与方时，作者对一些重要投资者进行了识别。但证据表明，中国对棕榈油行业的投资取得阶
段性进展，但对大规模投资持谨慎态度。本报告应作为未来深入研究印尼与中国之间特定区域贸易联系的
重要起点。

报告第2部分对特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棕榈油行业中的性别问题、中国贸易问题及协议，以及对
2018年Trase数据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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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棕榈油是一种多用途植物油，从油棕树的果肉中提取。棕榈树原产西非，从果肉中提取出来的油为棕榈油，
而从果仁中提取的为棕榈仁油。棕榈油有多种用途，从商用消费品（如肥皂、化妆品和工业润滑剂）到食品
（如起酥油、食用油和人造黄油）生产。棕榈仁油密度较小，因此仅用于食品生产。

本研究重点是印尼与中国之间的棕榈产品贸易，涵盖贸易流、印尼主要出口商、中国主要进口商、生产商和
进口商/最终用户的可持续发展举措，以及中国主要棕榈油进口商和精炼厂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对棕榈油的需求有望上涨，因此本研究至关重要。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CFNA）估计，中国棕榈油需求将在2020年达到800万吨，到2025年可能会超过1000万吨。棕榈油在中
国通常用于食品和化工行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估计，2015年食品生产使用的棕榈油达430万吨
（占中国棕榈油总消费量的75％），其他消费领域如下：89万吨用于家居化学品（占总消耗量的15％），50
万吨用于其他工业应用（占总消耗量的9％）。据估计，2018年中国棕榈油总消费量中有57％用于食品工
业，而43％用于工业应用。其中，传统食品行业（方便面和休闲食品）消耗的棕榈油达130万吨，占总消费
量的27％；此外，现代食品行业（西式快餐、烘焙、糖果、巧克力等）也消耗了同等数量的棕榈油（130万吨，
占比27％）。其次是油脂化工行业和油脂混合部门，分别消耗棕榈油100万吨（占比20％）和120万吨（占比
25％）。.1

传统上，棕榈油已用于非食品行业，主要生产肥皂和清洁剂（使用油脂化工产品），并且越来越多地用于生
物柴油。虽然一些原产国有棕榈油和其他油混合的规定（包括印尼，并且该比率往往在棕榈油过剩时被提
高），但进口国不太可能要求对进口棕榈油进行补贴。棕榈油行业经常表示，在中国生物柴油的使用是自愿
性的，如果棕榈油原料价格低于汽油价格，其使用范围便会扩大。

1.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公室一起的电邮采访，2020年6月8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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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与数据 

方法论

模块1a：印尼棕榈油供应链概述。

本研究首先对印尼棕榈油供应链（从生产商（种植园）到港口）进行可回顾，其中包括压榨商、加工商、精炼
商和出口商等。这部分概述内容可用作印尼棕榈油供应链的基本性说明材料。

模块1b.1：生产基础信息。

本小节对模块1a中的高级别摘要作进一步补充，提供了按地区划分的当前印尼棕榈油种植信息（例如，苏
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西巴布亚，最新可用数据年份为2017年），以及按印尼棕榈油统计部门分类信
息划分的种植区域分布。作者从可公开获得的信息中收集了有关印尼油棕种植园的产量和种植年份信息。.

模块1b.2：识别并提供高风险生产区的汇总信息。

基于生产信息，进一步对高环境及社会风险的关键区域进行了识别。识别这些高风险区域对于利益相关方
了解供应链影响很有价值。为识别这些风险区域，将印尼油棕种植园的指示性地图（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
（World.Resources.Institute）的全球森林观察数据库）与地上活木本生物量密度图（反映了地上碳的空间
分布）和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针对受威胁陆地物种的红色名录地图进行叠加。根据油棕种植园
与以上两个地图的叠加，依据接近程度识别高环境风险区域。该阈值是根据油棕种植园对地上碳储量高和
IUCN关键地区造成进一步环境影响的风险而确定的。

本部分还采用类似方法来识别高社会风险区域。种植园地图与环境司法地图集（EJA）中确定的冲突地区以
及BPS中印尼各省移民集中程度信息进行综合考虑。尽管社会和劳工地图数据集尚处于起步阶段（覆盖范
围和灵活性有限），但作者假设劳工迁移可作为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劳工权利问题的指示性指标。EJA提供了
土地冲突（特别是涉及土著居民土地权利相关的冲突）地区的指示性地图，该信息由研究人员和项目官员与
当地社区合作进行识别（将其确定为参与性社区主导的科学项目）。案例研究是联合当地社区共同编制，信
息来自相关企业自己的、官方报告、环境影响评估报告（EIAs）、访谈和研究文献。EJA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

模块1b.3：种植园所有权和投资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了解印尼油棕供应链，作者对十（10）家印尼大型油棕企业的所有权和投资情况进行了确定和汇
总。选择这些企业的依据是其在印尼油棕行业中的重要性及其规模（包括财务、运营和生产面积）。利用关
键投资的公共信息，作者可提供按面积计算的近似投资成本的一般性指导信息，以及按地产、工厂、压榨厂
和精炼厂划分的一般性投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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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1b.4：中国种植园所有权或投资情况概述。

通过桌面研究和对种植园专家的访谈相结合，了解中国所有权和投资在印尼油棕产业中的地位。相关数据
来自路透社、中国商务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其他公开数据来源。通过与印尼种植园专家和从事中国
农业综合业务的专家进行访谈（12次），进一步了解相关背景。

模块1b.5：识别关键的可持续棕榈油项目。

基于可持续发展报告和其他可持续发展披露信息（例如，企业向RSPO或国家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信息），作
者对模块1b.3中选定的十家印尼油棕企业的可持续棕油项目（过去和当前正开展的）进行了识别和汇总。
所选可持续棕榈油指标包括企业的RSPO认证面积（公顷）、RSPO认证工厂的数量、平均温室气体足迹以及
是否是其他可持续发展组织（例如，棕榈油创新集团（Palm.Oil.Innovation.Group）、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
盟）的成员。

模块1b.6：识别认证成本和溢价。

基于文献综述，以2018年欧盟委员会的棕榈油研究报告为主。包括本文作者整理的一些2017年报告和访
谈数据。并通过几次采访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新。

模块1c.1：识别关键的棕榈油出口港口及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印尼－中国棕榈油产品贸易流可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国际贸易中心（ITC）和印尼统计局（BPS）.
获得的数据进行估算。印尼各省主要出口港口的贸易量和贸易额均来自BPS，而国家一级主要棕榈产品的
出口量和贸易额总览则来自ITC。表A1中提供了分析所用的HS代码。

模块1c.2：对出口中国的主要棕榈油出口商和中国主要进口商/买家的汇总信息 。

继续使用ITC数据，作者识别出向中国出口棕榈油的印尼企业以及主要中国进口商/买家名单。企业名单还
参考了商品供应链映射工具Trase的数据。企业名单按估测的出口量和出口总额进行汇总，并按现状展示。

模块1c.3：种植园和小农户种植面积分布

根据印尼统计局（BPS）的油棕统计数据（2016年最新的最终数据，2017年最新的初步数据）得出了印度尼
西亚房种植园地产和小农户种植面积分布的摘要。该汇总信息是根据印度尼西亚所有省份的油棕种植园
类型（政府、私人和小农）分类而得出的。

模块1d：供应链举措

通过桌面研究与专家访谈相结合（对供应链上的贸易商以及印尼－中国贸易专家开展的4-5次访谈），对与
中国相关的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链举措进行定性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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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3：印尼－中国贸易链的关键参与者和倡议的案例研究

根据企业和可追溯性披露的公开信息，基于印尼－中国贸易链以及针对丰益集团和聚龙集团的可持续发
展举措，识别并开发了一些案例研究。

表A1：印尼出口至中国的部分棕榈产品清单，4-HS和6-HS编码

4-HS编码 6-HS编码 产品描述 

3826. 382600. 生物柴油及其混合物.

2306. 230660. 油饼和其他固体残留物（棕榈坚果/仁）.

1513. 151321. 初榨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油.

1513. 151329. 棕榈仁和巴巴苏油及其分离品.

1511. 151190. 毛棕榈油.

3823. 382370. 工业脂肪醇（植物或动物来源）

3823. 382311. 硬脂酸.

3823. 382312. 油酸.

3823. 382319. 其他（棕榈仁、椰子、棕榈）.

数据来源：ITC的HS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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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本报告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可公开获得的官方资源，以及熟悉印尼－中国贸易问题的专家访谈。下表提
供了本报告中使用的数据源汇总信息。

数据 来源 引用 年份 链接

生产和供应链
基础数据

CIFOR.. Pacheco.P，Gnych.S，
Dermawan.A，Komarudin.H和
OkardaB。2017年。棕榈油全球
价值链：对经济增长以及社会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工
作文件220。印度尼西亚茂物：
CIFOR。

2017年. http://www.cifor.org/
publications/pdf_files/
WPapers/WP220Pacheco.pdf.

树木种植园. WRI. Petersen、R.D..Aksenov、
E..Goldman、S..Sargent、
N.Harris、A.Manisha、
E.Esipova、V.Shevade和
T.Loboda。.2016年。“利用多光
谱图像绘制种植园地区：七个热
带国家的初步结果。”.技术说明。.
华盛顿特区：世界资源研究所。

2013-2014 www.wri.org/publication/
mappingtreeplantations.

地上生物量密
度

WRI. 伍兹霍尔研究中心（Woods.
Hole.Research.Center）。地上活
木质生物量密度

2000. https://data.globalforestwatch.
org/datasets/8f93a6f94a 
414f9588ce4657a39c59ff_1

红色名录－两
栖动物、哺乳
动物

IUCN. IUCN红色名录地图，2019年3月 2017-2018 https://www.iucnredlist.
org/resources/spatial-data-
download 

环境正义地图
集

环境正义
组织、责任
与贸易项目
（EJOLT）

Leah.Temper、Daniela.del.
Bene和Joan.Martinez-Alier）。.
2015。绘制全球环境正义的前
沿与前线地图：EJAtlas。政治
生态杂志（Journal.of.Political.
Ecology）22：255-278

1950-2015 https://ejatlas.org

移民劳工集中
度

BPS. BPS,.Migrasi.Seumur.Hidup. 1971-2015 https://www.bps.go.id/
dynamictable/2015/09/07%20
00:00:00/855/migrasi-
seumur-hidup-
menurutprovinsi-1971-2015.
html 

企业信息 路透社. 不适用 不适用 https://www.reuters.com/
markets/stocks.

企业投资信息 Transformasi.
Untuk.
Keadlian.
(TUK)

TUK出版物 不适用 https://www.tuk.or.id/
category/pu blication/?lang=en.

企业声明 不适用 2018年财
政年度末

不适用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http://www.wri.org/publication/mappingtreeplantations
http://www.wri.org/publication/mappingtreeplantations
https://data.globalforestwatch.org/datasets/8f93a6f94a414f9588ce4657a39c59ff_1
https://data.globalforestwatch.org/datasets/8f93a6f94a414f9588ce4657a39c59ff_1
https://data.globalforestwatch.org/datasets/8f93a6f94a414f9588ce4657a39c59ff_1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spatial-data-download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spatial-data-download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spatial-data-download
https://ejatlas.org
https://www.bps.go.id/dynamictable/2015/09/07%2000:00:00/855/migrasi-seumur-hidup-menurutprovinsi-1971-2015.html
https://www.bps.go.id/dynamictable/2015/09/07%2000:00:00/855/migrasi-seumur-hidup-menurutprovinsi-1971-2015.html
https://www.bps.go.id/dynamictable/2015/09/07%2000:00:00/855/migrasi-seumur-hidup-menurutprovinsi-1971-2015.html
https://www.bps.go.id/dynamictable/2015/09/07%2000:00:00/855/migrasi-seumur-hidup-menurutprovinsi-1971-2015.html
https://www.bps.go.id/dynamictable/2015/09/07%2000:00:00/855/migrasi-seumur-hidup-menurutprovinsi-1971-2015.html
https://www.bps.go.id/dynamictable/2015/09/07%2000:00:00/855/migrasi-seumur-hidup-menurutprovinsi-1971-2015.html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stocks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stocks
https://www.tuk.or.id/category/pu blication/?lang=en
https://www.tuk.or.id/category/pu blication/?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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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来源 引用 年份 链接

中国种植园所
有权和投资信
息

采访.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工作

RSPO. 年度进展宣传文件 不适用 https://rspo.org/members/
acop

认证成本和溢
价

欧盟委员会 Mark.Barthel、Steve.Jennings、
Will.Schreiber、Richard.
Sheane、Sam.Royston、James.
Fry、Yu.Leng.Khor、Julian.
McGill。2017年。关于棕榈油消
费对环境的影响和现有可持续
发展标准的研究：欧洲委员会环
境司。

2017. http://ec.europa.eu/
environment/forests/
pdf/palm_oil_study_
kh0218208enn_new.pdf.

SEnSOR-
RSPO.

Petra.Rietberg。2016年。RSPO
认证对独立小农户的成本和效
益。SEnSOR-RSPO。

2016. http://www.sensorproject.
net/sens orwp/wp-content/
uploads/2015/04/Costs-
and-benefits-ofRSPO-
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
smallholders-FINAL.pdf 

印尼出口港口 BPS. BPS，出口统计数据 2014-2018. https://www.bps.go.id/

Trase. Trase，印尼－棕榈油2. 2013-2014. www.trase.earth.

印尼出口数据 ITC. ITC。贸易统计数据 2014-2018. http://www.intracen.org/.

BPS. BPS，出口统计数据 2014-2018. https://www.bps.go.id/

关键的印尼出
口商和中国进
口商

ITC. ITC。贸易统计数据 2014-2018. http://www.intracen.org/.

Trase. Trase。印尼－棕榈油 2013-2014. www.trase.earth.

分地区的棕榈
油面积分布

BPS. BPS。棕榈油统计数据 2014-2017. https://bps.go.id.

供应链举措 RSPO. RSPO。新闻及事件 不适用 https://rspo.org.

访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发展举
措

企业声明 不适用 2018年财
政年度末.

不适用

2. 截至2019年7月31日最终报告第1部分完稿时，Trase平台最新数据更新到.2013年和2014年。第2部分提供了更新的Trase数据。

https://rspo.org/members/acop
https://rspo.org/members/acop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 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 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 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 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 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 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https://www.bps.go.id/
http://www.trase.earth
http://www.intracen.org/
https://www.bps.go.id/
http://www.intracen.org/
http://www.trase.earth
https://bps.go.id
https://rs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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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 ITC和BPS出口数据值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 进出口数值不一致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印尼和中国之间的产品分类差异所致，或者是经香港进入中国的
内部贸易之间的差异。

• 由于数据源和文件差异，Trase和ITC./.BPS数据存在不一致的地方。Trase数据基于提货单，而ITC./.BPS
数据可能基于海关和官方的披露数据。

• 地上活木质生物量密度数据是2000年以来的数据，但由于其分辨率较高（30m），因此它比NASA的
1950-2010年全球森林面积、碳储量和生物量1度地图更可取，其分辨率为.100公里。

• 社会影响数据总体有限，仍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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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清单 
表A1：印尼出口中国的部分棕榈产品清单，4-HS和6-HS编码

图1a：从种植园到精炼的简化棕榈油价值链

表1b.1-1：2017年（可提供经验证的官方数据的最新年份）按地区和种植园种类划分的油棕种植面积（公
顷）分布汇总

表1b.1-2：2019年（可提供经验证的官方数据的最新年份）按地区和种植园种类划分的油棕种植面积（公
顷）分布汇总

图1b-1：根据IndexMundi数据，2015年主要生产国的生产面积和产量

图1b-2：印尼从工厂到精炼厂的棕榈油供应网络

图1b-3：根据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的信息（2015年），油棕种植面积占2013年总区面积的百分比（％）

图表1b-4：根据参与者类型的印尼油棕种植情况，该数据来自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2015），2013年实际数
据以及2015年估测数据

图表1b-5：根据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的信息（2015年），2013年按地区划分的小农户占油棕种植总面积百
分比（％）

图1b.2-1a：IUCN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受威胁哺乳动物、鸟类（不包括海鸟）以及两栖动物和油棕榈种植区
域图

图1b.2-1b：地上活木质生物量密度和油棕榈种植区域图

图1b.2-2a：东南亚土地冲突事件图

图1b.2-2b：按省份划分的移民人口集中图

图1b.2-3a至1b.2-3c：RSPO投诉事件数据

表1b.3-1：印尼油棕行业的顶级企业

表1b.3-2：按投资和融资划分的顶级油棕企业

表1b.3-1：分集团的融资情况（百万美元）

表1b.5-1：按CPO（毛棕榈油）产量和可持续性指标划分的顶级油棕企业

表1b.6-1：RSPO溢价和成本指标（美元／吨，2019年5月的数据）

表1c.1-1：印尼出口中国的棕榈产品总值，4-HS编码，2014-2018年

表1c.1-2：印度尼西亚出口至中国的棕榈产品重量汇总，4-HS编码，2014-2018年

图1c.1-1a：2018年中国从印尼进口棕榈油的价值（按产品分类）

图1c.1-1b：中国棕榈油贸易流

图1c.1-1c:中国食用棕榈油的消费量，1990./.91-2015./.16

表1c.2-1：印尼关键地区和港口所对应的中国主要接收港

表1c.2-2a：中国棕榈产品贸易涉及的印尼主要港口和出口商

表1c.2-2b：参与中国棕榈产品贸易的中国主要港口和进口商

表1c.3-1：2017年按类型、地区和面积划分的种植园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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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印尼棕榈油供应链概述 
印尼棕榈油供应链始于生产者（由种植企业管理的种植园，包括捆绑式或参与plasma计划的小农户和独
立小农户管理的种植园），止于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输送棕榈油产品的港口（工厂生产的毛油棕榈油、棕榈
仁压榨厂生产的棕榈仁油，以及他们的精制产品，例如精炼加工商生产的精油和硬脂精）。榨油厂和棕榈仁
压榨厂也可从第三方供应商采购大量的FFB:.油棕果（FFB）和棕榈仁；对于拥有很少或几乎不拥有种植园
的独立工厂来说尤其如此。以下示意图对棕榈产品价值链进行了描述，并指出精炼厂是产品出口（以及国
内产品销售）的关键点。值得注意的是，印尼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超过2.6亿人口），并且大量国产棕榈油
消耗在发展势头积极向上的国内生物柴油项目。随着生产面积不断扩大，美国农业部预计2019/20年度印
尼棕榈油产量将增至约4300万吨，同时国内消费量也将随之上升。GAPKI在2019年披露，尽管出口仍占印
尼棕榈油行业的主导地位（总产量的80％用以出口），但国内生物柴油部门的棕榈油消费量在2019年增长
44％，至620万千升3。

图1a： 从种植园到精炼设施的简化棕榈油价值链 
数据来源：Pacheco等人（2017）。4.

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onesia-palmoil/indonesias-2018-palm-oil-exports-rise-8-percent-
gapkiidUSKCN1PV0PA .

4.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

捆绑式或参与
plasma计划的
小农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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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式或参与
plasma计划的
小农户 	4.

独立小农户

中间商

种植公司

企业管理的种植园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onesia-palmoil/indonesias-2018-palm-oil-exports-rise-8-percent-gapkiidUSKCN1PV0PA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onesia-palmoil/indonesias-2018-palm-oil-exports-rise-8-percent-gapkiidUSKCN1PV0PA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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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 印尼棕榈油供应链始于生产者（由种植企业管理的种植园，包括附属小农户和独立小农户管理的种植
园），止于港口。

• 随着种植面积的激增，棕榈油产量继续增长，美国农业部预计2019/20年度印尼棕榈油产量将增至约
4,300万吨，其中用于国内生物柴油的棕榈油比例保持在30％左右。

印尼生物柴油

对欧盟贸易限制的担忧不断升级，印尼国内生物柴油部门正积极推动B30相关工作（混掺30％生物
燃料），工作进展已超出其既定的2020年初目标。获悉，去年底，B20（混合比为20％）的应用覆盖面
也有所扩大。印尼棕榈产业协会表示，B30试验将于10月完成（尽管一些燃料使用者协会对此表示怀
疑）。主要发现包括：

• 就印尼生物柴油部门而言，USDA5.6 估计其在2018年的毛棕榈油使用量为460万吨（燃料原料，
500万吨生物柴油；随着B20应用范围的扩大），2019年为570万吨毛棕榈油；高于2009年的30.4万
吨，2012年的210万吨和2015年的150万吨。

•  如果试验成功，政府预计B30会在2020年消耗约700万KL（610万吨）生物柴油。印尼生物燃料生
产者协会的预测则更为乐观，其预计将会B30将会消耗900万KL（780万吨）的生物柴油。

• 展望未来，印尼油棕地产基金或BPDP最近7 预计B30国内市场有望消费 900万吨毛棕榈油。
BPDP认为，到2025年，绿色燃料计划的实施甚至可消耗2500万吨毛棕榈油；鉴于供应过剩，这是
扩大国内市场消耗毛棕榈油的机会。

• 美国农业部预测2018/2019年印尼棕榈油总产量为4300万吨，国内棕榈油使用量为1310万吨
（30％）。生物柴油的使用者多为年轻一代，政府的推动也是另一驱动因素，但由于产量激增，国

内总消耗率一直停滞不前。一些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需求可能为印尼生物柴油
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5.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Indonesia%20Expands%20Biodiesel%20Mandate_Jakarta_
Indonesia_9-18-2018.pdf

6.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Oilseeds%20and%20Products%20Annual_Jakarta_
Indonesia_3-15-2019.pdf.

7.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9/03/28/ri-to-accelerate-b30-program-in-anticipation-of-eurestrictions.html..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Indonesia%20Expands%20Biodiesel%20Mandate_Jakarta_Indonesia_9-18-2018.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Indonesia%20Expands%20Biodiesel%20Mandate_Jakarta_Indonesia_9-18-2018.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Oilseeds%20and%20Products%20Annual_Jakarta_Indonesia_3-15-2019.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Oilseeds%20and%20Products%20Annual_Jakarta_Indonesia_3-15-2019.pdf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9/03/28/ri-to-accelerate-b30-program-in-anticipation-of-eurestri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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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柴油8

棕榈油出口商寄希望于中国生物燃料部门进口棕榈油。马来西亚和印尼已经就其B5生物柴油计划
与中国进行了磋商，但区域性生物柴油贸易商对此却持怀疑态度，认为“但长期来看，除非中国愿意
补贴，否则就需要中国为B5支付溢价。” 2017年9月，中国宣布了国内的重点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
实现生物燃料乙醇E10（10％燃料乙醇和90％普通汽油调和而成）的应用目标，以消耗国家粮仓中老
化的玉米。要点包括：

• 中国生物燃料政策关注重点是到2020年E10消耗国内（玉米）原料。

• 根据中国每年1.8亿KL的柴油消耗量，棕榈油行业认为B5生物柴油政策的潜力为每年900万KL
（约700万吨原料）。这可能使棕榈进口量翻番（当前约600万吨）9。但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指

出，中国不允许将生物柴油用作“公共石油”。

• 然而，生物燃料贸易商和北京化工专家仍对大规模进口棕榈原料持怀疑态度。

8. 根据作者2017年对中国生物燃料政策的初步审查的更新信息。.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hina-pushes-full-scale-bio-
fuel-ethanol-e10-2020-yu-leng-khor-%E8%A8%B1%E5%B9%BC%E7%8E%B2/

9.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20）提供了以下数据：2017年进口棕榈产品407.9万吨，2018年为431.6万吨，2019年为654.2万吨，
2020年1月至4月为121.7万吨。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hina-pushes-full-scale-bio-fuel-ethanol-e10-2020-yu-leng-khor-%E8%A8%B1%E5%B9%BC%E7%8E%B2/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hina-pushes-full-scale-bio-fuel-ethanol-e10-2020-yu-leng-khor-%E8%A8%B1%E5%B9%BC%E7%8E%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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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生产基础

1b.1 印尼棕榈油种植园概况
在此报告部分，我们根据分地区的数据识别并汇总了当前印尼棕榈油种植园区域（例如苏门答腊、加里曼
丹、苏拉威西岛、西巴布亚）、生产面积分布（和产量信息）和生产前景。

就区域而言，大部分油棕种植区位于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分别占总种植面积的59％和35％。.在苏门答
腊，私人种植园和小农户占主导地位，而在加里曼丹，私人种植园占主导地位，小农户占种植面积比例较
小。正如预期，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平均单产最高，是其他地区（如巴布亚/西巴布亚）平均单产的两倍。
以下是印尼各地区2017年和2019年种植园和小农户种植区域分布信息：

表1b.1-1： 2017年（可提供经验证的官方数据的最新年份）按地区和种植园种类划分的油棕种植面积 
（公顷）分布汇总

地区 政府种植园 私人种植园 小农户种植面积 平均产量
（T.CPO/ha）

爪哇（Java）. 21,448 7,375 8,856 2.02

加里曼丹（Kalimantan）. 72,509 3,681,456 1,129,551 2.78

小巽他群岛（Lesser.
Sunda.Islands）.

0 0 0 0

苏拉威西岛（Sulawesi）. 25,692 253,743 250,653 2.34

苏门答腊（Sumatra）. 492,768 3,662,527 4,225,908 2.72

巴布亚/西巴布亚
（Papua/West.Papua）

25,726 107,586 82,926 0.15

合计. 638,143 7,712,687 5,697,892 2.70

资料来源：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根据省级数据汇总的面积和平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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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b.1-2： 2019年（可提供经验证的官方数据的最新年份）按地区和种植园种类划分的油棕种植面积 
（公顷）分布汇总

地区 政府种植园 私人种植园 小农户 平均产量
（T.CPO/ha）

爪哇（Java） 21,364 7,843 9,689 2.18

加里曼丹（Kalimantan）. 71,105 3,808,664 1,194,910 3.02

小巽他群岛（Lesser.
Sunda.Islands）.

0 0 0 0.00

苏拉威西岛（Sulawesi）. 25,379 27,293 258,235 2.32

苏门答腊（Sumatra）. 490,788 3,873,132 4,398,217 2.94

巴布亚/西巴布亚
（Papua/West.Papua）.

25,288 122,566 97,452 1.90

合计 633,924 8,085,134 5,958,502 2.92

资料来源：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根据省级数据汇总的面积和平均产量。

重要事实。下图来自Pacheco等人（2017）10，对印尼棕榈油作出了以下几点说明：.

•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其产量略高于第二大生产国马来西亚。

• 精炼厂分布在多个区域，包括苏门答腊（包括西海岸）和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岛北端以及爪哇的两个区
域。就供应网络而言，大型贸易－加工商包括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春金集团、丰益集团和亚洲种
植集团在内的供应网络复杂，尤其是丰益集团。

• 油棕榈在整个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都较为普遍。油棕榈在苏门答腊主要地区（占特定摄政面积的25-
75％；包括北苏门答腊省、廖内省和占碑省）特别重要的地位。油棕种植在西加里曼丹省、中加里曼丹省
和南加里曼丹省的一些地区也较为显著（占其摄政面积的10-25％）。此外，苏拉威西岛、西巴布亚、巴布
亚和爪哇的部分地区（大部分占其摄政面积的10％以下）也存在油棕种植。

• 油棕种植面积在1980年代开始扩大，并在1990年代末实现飞跃式扩张，从2005年左右开始蓬勃发展。
国有和私有企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私有企业的份额现在已超过50％，而小农户也发展成为主力，占总
种植面积的40％。

• 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的部分地区，小农户所占市场比例非常显著（在许多地区超过50％，
甚至高达75％以上）。

10.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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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1： 2015年主要生产国的生产面积和产量（IndexMundi数据）
注：中国在海南、云南和广东有生产运营和计划。11

图1b-2： 印尼从工厂到精炼厂的棕榈油供应网络。
注：此信息是初步信息，基于企业的相关数据，仅供参考。

图1b-3： 2013年油棕种植园占总区面积的百分比（％）数据来自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2015年）

11.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1/18/c_136762665.htm,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4/10/c_137965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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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1/18/c_136762665.htm,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4/10/c_137965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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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4： 根据参与者类型的印尼油棕种植扩张情况，数据来自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2015），2013年
实际数据以及2015年估测数据

图1b-5： 2013年按地区划分的小农户占油棕种植总面积百分比（％）数据来自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
（2015年）

资料来源：Pacheco等人（2017）12..
注：有关上面引用的图片，请参阅此处的源文档。

关键发现

• 印尼绝大部分油棕种植区位于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分别占总种植面积的59％和35％。在苏门答腊，私
人土地和小农户占主导地位，而在加里曼丹，主要为私人土地种植，小农户占种植面积比例较小。

• 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平均产量最高，是其他地区如巴布亚/西巴布亚的平均产量的两倍。

• .精炼厂分布在多个区域，包括苏门答腊（包括西海岸）和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岛北端以及爪哇的两个区
域。就供应网络而言，大型贸易－加工商包括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绿色）、春金集团（蓝色）、丰益
集团（橙色）和亚洲种植集团（黄色）在内的供应网络复杂，尤其是丰益集团。

12.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企业所有 	4.(公顷) 国有 	4.(公顷) 小农户所有 	4.(ha) 企业所有（％） 国有（％） 小农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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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 http://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WPapers/WP220Pachec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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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种植园和小农户：

2019年成熟油棕林面积和棕榈油产量报告显示，政府所有的种植园面积为570,735公顷，CPO产量略超过
200万吨；该部分占印尼油棕种植总面积和产量的5％。该数据基于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报告和印尼统计局
（BPS）数据。该信息集未提供针对小农户（附属和独立）种植面积的细分数据。.

1b.2 高风险产区汇总

环境风险领域

使用Woods.Hole研究中心的地上活木质生物量密度数据集（由Global.Forest.Watch组织）和IUCN的红色
清单地图，识别受威胁陆地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的环境高风险区域。选择以上数据是出于历史上以及当前
公众对种植园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的理解，尤其是动植物多样性。将两个地图的数据与现有种植园地图进行
比较；.高生物量密度或IUCN受威胁物种数量（四分之一）区域或附近的种植园被标记为高风险区域。

图1b.2-1a： IUCN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受威胁哺乳动物、鸟类（不包括海鸟）以及两栖动物和油棕榈种植
区域点击此处查看大图像
注：濒危两栖动物物种密度（浅至深灰色），濒危鸟类物种密度（不包括海鸟，浅至深紫色），濒危哺乳动物物种密度
（浅至深红色），油棕面积（方网格）

资料来源：IUCN红色名录和作者估测

种植园
印尼行政边界

物种丰富度 物种丰富度 物种丰富度
濒危两栖动物 濒危鸟类（不包括海鸟） 濒危哺乳动物

图例

IUCN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濒危哺乳动物、鸟类（不包括海鸟）和两栖动物图解地图
资料来源：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dt0JnnAKV94iFIzk7IvPkC_Q6fXkbrX/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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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2-1b： 地上活木质生物量密度和油棕榈种植区域图点击此处查看大图
注：地上碳储量（浅至深绿色），油棕区域（网格线）
资料来源：Woods.Hole研究中心和作者估测。

总体而言，由于受威胁哺乳动物和鸟类（海鸟除外）的物种密度较高，人们发现苏门答腊西南沿海和东北沿
海地区属于高环境风险（深紫红色）区域。这一观察结果也与地面活木质生物量密度数据一致，表明苏门答
腊西南沿海地区的生物量密度较高。尽管有些分散的种植区域包含油棕榈树，但西海岸的油棕种植密度较
低，尤其是在班古鲁（Bengkulu）和西苏门答腊省（West.Sumatra）。

因此，由于油棕种植园高度集中，苏门答腊（Sumatra）东北海岸地区的环境风险很高，尤其是在廖内省
（Riau）、占碑省（Jambi）和南苏门答腊省（South.Sumatra）。明古鲁省（Bengkulu）和西苏门答腊省（West.
Sumatra）属于高危地区——这些省的油棕种植园扩张将侵占受威胁物种密度高和地上活木质生物量高
的地区。

我们在加里曼丹（Kalimantan）也发现高风险区，大多数受威胁物种和地上活木质生物量密度集中在“婆罗
洲之心”（Heart.of.Borneo）地区，该地区目前还未开发种植园，但已观察到一些侵蚀现象（主要归因于伐木
活动）.。

社会风险领域

油棕榈种植园问题相关的社会风险引起高度关注。总体而言，《.2018年RSPO影响报告》显示，2009年至
2018年期间，RSPO投诉系统收到申诉问题中，人权问题列第三位，其次劳工问题。

地上活木质生物量密度图解地图
资料来源：伍兹霍尔研究中心（通过全球森林观察）

种植园
印尼行政边界

地上活生物量密度

图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IGH660UgDBsom7-XPE7aE6ju5v16uhB/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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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数据制图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数据集尚未编译。这里对一些新兴资源进行了回顾。社会问题的
主要参考资料包括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关于劳工问题的报告13.，对RSPO关于自由、事先和
知情同意原则（FPIC）14关键社会政策的审查以及RSPO投诉案例15.16。

使用《环境正义地图集》（EJA，可追踪土地冲突、非法采伐以及其他与土地使用有关的环境和社会冲突）来
识别一些社会风险较高的地区。

图1b.2-2a： 东南亚土地冲突事件图
数据来源：环境正义地图集

此外，我们还查阅了有关移民劳工集中度的BPS数据和RSPO影响报告。选择这些指标的原因是历史上以
及当前种植部门经常出现土地权属和劳工问题。

一般性观察结果表明，苏门答腊（Sumatra）的廖内省（Riau）和占碑省（Jambi）的社会风险最高，这归因于
移民百分比较高和EJA投诉集中。EJA的大多数投诉都涉及苏门答腊的土地冲突问题（政府、企业和当地社
区之间在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方面的冲突）。加里曼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西加里曼丹省的EJA投诉数量较
高，也以土地冲突问题为主。但东加里曼丹省的移民比例最高，其次是北加里曼丹省和中加里曼丹省。

13.https://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ASA2151842016ENGLISH.PDF..
14.http://www.sensorproject.net/wp-content/uploads/2017/04/September-2016-Implementation-of-FPIC-doesthis-reduce-

conlict-.pdf..
15.https://rspo.org/toc/RSPO-Impact-Update-Report-2017_221117.pdf..
16.https://rspo.org/impacts..

https://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ASA2151842016ENGLISH.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wp-content/uploads/2017/04/September-2016-Implementation-of-FPIC-doesthis-reduce-conlict-.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wp-content/uploads/2017/04/September-2016-Implementation-of-FPIC-doesthis-reduce-conlict-.pdf
https://rspo.org/toc/RSPO-Impact-Update-Report-2017_221117.pdf
https://rspo.org/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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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2-2b： 按省份划分的移民人口集中图
数据来源：BPS移民数据

在这两个地区，大型种植园企业被当地社区认定为土地冲突投诉的当事方：尽管小型种植园企业也在其中
扮演了一定角色，但丰益集团和金光集团-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作为投诉对象最为频繁。

RSPO投诉报告显示，社会问题（劳工、人权、FPIC（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占RSPO投诉的61％，环境
问题（高保护价值）占投诉的20％。投诉事件在2013年和2017年达到顶峰，大部分投诉来自印度尼西亚
（57％）。

关于RSPO的社会政策和有效性17：RSPO的原则、标准和程序在种植园扩建和开发新种植园以及解决冲
突和补偿方面参考了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原则。有关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特定规定适用于
RSPO成员未经认证的运营项目…缺乏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有效性的证据是有问题的，因为解决根深蒂
固的社会冲突是油棕行业的关键挑战之一，也是RSPO合法性的核心。需要开展独立的实证研究，以调查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流程，RSPO.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指南的经验，成功实施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
案例以及与未实施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案例进行比较，还需加大力度应对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相
关的复杂性。

17.http://www.sensorproject.net/wp-content/uploads/2017/04/September-2016-Implementation-of-FPIC-doesthis-reduce-
conlict-.pdf

Khor报告：印尼国内移民
Khor报告（yuleng@segi-enam.com.）中印尼
分省的内部移民百分比

数据：BPS.&.Khor报告估测数据
2018Segi.Enam咨询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KHOR报告
数据及地图

mailto:yuleng@segi-en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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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2-3a至1b.2-3c：RSPO投诉事件数据
资料来源： 2017年和2018年RSPO影响报告

投诉事件的性质

新种植程序

合法性

劳工

人权

自由、事先
和知情同意

Plasma计划

高保护价值

污染

认证

行为准则

数据说明：由于一些投诉案件属于多个类别，因此提供的数据不能反映官方接收的投诉案件总数。数据区
间为.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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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2009-2017年的数字代表整个日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2018年数据包括截至2018年6月
30日的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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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 苏门答腊的环境高风险地区是明古鲁省（Bengkulu）和西苏门答腊省（West.Sumatra）——这些省份
的油棕种植园扩张将侵占受威胁物种密度高和地上木质活生物量高的地区。廖内省（Riau）和占碑省
（Jambi）社会风险最高，归因于移民比例较高和EJA投诉集中所致。

• 在加里曼丹也发现了高风险区，大多数受威胁物种和地上活木本生物量密度集中在“婆罗洲之心”地
区，该地区目前未发现种植园，但已发现一些侵蚀现象。

• RSPO投诉报告显示，社会问题（劳工、人权、FPIC（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占RSPO投诉的61％，环境
问题（高保护价值）占投诉的20％。投诉事件在2013年和2017年达到顶峰，大部分投诉来自印度尼西亚
（57％）。

1b.3 种植园所有权和投资概述
通过行业文献、知识和财务指标排名，选择了10家大型种植企业（全部或主要位于印度尼西亚）进行审核，
包括拥有大量工厂和/或土地的国外大型种植集团丰益集团、吉隆坡甲洞集团和云顶种植。下表对所有权、
关键财务指标和其他公共可用数据进行了汇总；并按毛棕榈油产量进行了排名。

请特别注意，“企业”（上市集团或私营实体）的收入可能反映其多元化的业务收入，而不仅仅是来自毛棕榈
油生产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丰益集团是一家全球农业综合企业，占全球植物油精炼部门的25%，并且在
食用油、糖、面粉和饲料粉方面开展业务。与毛棕榈油生产吨位相比收入较低的企业可能是专注于棕榈油
上游业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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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b.3-1： 印尼油棕行业的顶级企业
 商业集

团
旗下的其他单位 企业 证券

交易
所

市值，
2019
年5月

（百万
美元）

FYE 2018
年收入

（百万
美元，所
有业务）

毛棕榈
油产量

（'000
吨）

1. 金光集
团.

Golden.Agri-Resources.Ltd.
(PT.Ramajaya.Pramukti,.GAR.
Iberia,.Gemini.Edibles.&.Fats.
India.Private.Limited,.Golden.
Agri.International.Pte.Ltd...PT.
Binasawit.Abadipratama.....PT.
Ivo.Mas.Tunggal.....PT.Sawit.Mas.
Sejahtera....PT.SMART.TBK,.PT.
SOCI.Mas....);.Sinarmas.Cepsa.
Pte.Ltd.(PT.Energi.Sejahtera.Mas,.
Sinarmas.Cepsa.Deutschland.
GmbH)

金光农业资
源
.

新加
坡

3,514 2018
年12月
31日

7,167 2,436,000

2. 怡和. （注意：不是RSPO成员；通过Astra-
KLK.Pte.有限公司与吉隆坡甲洞集
团（Kuala.Lumpur.Kepong）相关

PT.Astra.
Agro.Lestari.
Tbk..

雅加
达

1,403 2018
年12月
31日

1,325 1,936,500

3. 丰益集
团.

PPB.Oil.Palms.(马来西亚沙捞
越)、益海嘉里Yihai.Kerry.(中国)；
Benso.Oil.Palm.Plantation.Ltd.
-.BOPP.POM、Bintulu.Edible.
Oils.Sdn.Bhd、Cai.Lan.Oils.&.
Fats.Industries.Co..Ltd..(Ha.
Long.City)、Kerry.OIl.&.Grains.
ITianjian).Ltd、.Kerry.Oils.&.
Grains.(Qingdao).Ltd、.Kerry.
Specialty.Fats.(Shanghai).Co..
Ltd、Lahad.Datu.Edible.Oils.Sdn.
Bhd、Lianyungang.Huanhai.
Chemical.Industries.Co.,.Ltd、
PGEO.Marketing.Sdn.Bhd、
PPB.Oil.Palms.Berhad、PT.AMP.
Plantation.–.AMP棕榈油厂、PT.
Bumi.Pratama.Khatulistiwa棕榈
油厂

丰益国际 新加
坡

16,406 2018
年12月
31日

44,498 1,742,618

4. 新加坡
金鹰集
团
.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AAA.Oils.&.
Fats.Pte..Ltd.、PT..Asianagro.
Agungjaya.Marunda、PT..
Asianagro.Agungjaya.Tanjung.
Balai、PT..Kutai.Refinery.
Nusantara、PT..Sari.Dumai.
Sejati)；Asian.Agri.(PT..Inti.
Indosawit.Subur、PT.Hari.Sawit.
Jaya)

亚洲种植集
团.

私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052,473

5. 哈利达
集团.

（注：IOI.Corp的合伙人） 布米达马农
业公司

新加
坡

943. 2018
年12月
31日

582. 1,04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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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集
团

旗下的其他单位 企业 证券
交易
所

市值，
2019
年5月

（百万
美元）

FYE 2018
年收入

（百万
美元，所
有业务）

毛棕榈
油产量

（'000
吨）

6. 吉隆坡
甲洞集
团

Astra-KLK.Pte.Ltd、Bornion.Estate.
Sdn.Bhd、Davos.Life.Science.
Sdn.Bhd、Equatorial.Palm.Oil.
Plc、Golden.Yield.Sdn.Bhd、
Gunong.Pertanian.Sdn.Bhd、KL-
Kepong.(Sabah).Sdn.Bhd....KLK.
Premier.Oils.Sdn.Bhd、PT.Adei.
Plantation.&.Industry、PT.Alam.
Karya.Sejahtera.AKS.........PT.
Steelindo.Wahan.Perkasa、Taiko.
Plantations.Pte.Ltd、Uni-Agro.
Multi.Plantations.Sdn.Bhd。

吉隆坡甲洞
公司.

吉隆
坡

6,364 2018
年9月
30日

4,423 999,981

7 三林集
团

（注：不是RSPO成员）PT.Salim.
Ivomas.Pratama.Tbk、PT.
Perusahaan.Perkebunan.London.
Sumatra.Indonesia。

印多福农业
资源

新加
坡

470 2018
年12月
31日

976 921,000

8 春金集
团

PT.Musim.Mas;.Dutch.Glycerin.
Refinery.B.V.\Intercontinental.
Oils.and.Fats.Pte.Ltd.(ICOF)、
North.Continental.Oils.&.Fats.
Vietnam.Company.Limited、
PT.Agro.Makmur.Raya、PT.
Agrowiratama、PT.Berkat.
Sawit.Sejati......PT.Intibenua.
Perkasatama、PT.Lestari.Abadi.
Perkasa、PT.Maju.Aneka.Sawit

春金集团 私营 不适用 2017 不适用 864,000

9 Surya.
Dumai
集团

First.Resources.Trading.Pte.
Ltd.、PT.Adhitya.Serayakorita、PT.
Arindo.Trisejahtera、PT.Borneo.
Ketapang.Permai、PT.Borneo.
Persada.Energy.Jaya、PT.Borneo.
Surya.Mining.Jaya、PT.Bumi.Sawit.
Perkasa、PT.Ciliandra.Perkasa.

第一资源公
司

新加
坡

1,977 2018
年12月
31日

462 823,679

10 云顶种
植

Genting.Biodiesel.Sdn.Bhd、
Genting.Biorefinery.Sdn.Bhd、
Genting.Musimmas.Refinery.
Sdn.Bhd、Genting.Oil.Mill.Sdn.
Bhd.、Genting.SDC.Sdn.Bhd、SPC.
Biodiesel.Sdn.Bhd

云顶种植公
司

吉隆
坡

2,002 2018
年12月
31日

457 504,762

A 森那美
集团

PT.Minamas.Plantation.(印尼)、
New.Britain.Palm.Oil.(PNG).

森那美种植
公司

马来
西亚

8,126 2018
年12月
31日

1,573 2,652,935

B IOI集
团（IOI.
Corp）

（注：与布米达马农业公司相关联） IOI.
Corporation

吉隆
坡

6,858 2018
年6月
30日

1,783 757,949

注：FYE表示财政年度末。
数据来源：企业报告、路透社网站、RSPO网站（其他单位名称）（请查看RSPO网站查看有关单位名称的完整列表）、作者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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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比较，将两家马来西亚大型种植园集团也包含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IOI.Corp集团与哈利
达集团-布米达马农业关系密切，拥有布米达马农业有限公司32％的股份（2007年以6,300万美元的价格收
购了PT.Bumitama.Gunajaya.Agro公司33％的股份，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IPO公开发行）18。

下表总结了这10家所选企业的融资和投资指标（按指示性毛棕榈油产量排名）。金融数据使用了森林与金
融（Forests.&.Finance）的数据，近期资本支出（capex）来自各企业发布的报告，以下投资指标（不包括土
地成本）可考虑企业仓库、工厂棕榈仁压榨和精炼厂信息：i）种植成本（约3年期计算）为每公顷约3,900－
4,300美元（对于典型的种植集团，每年的补植成本以总种植面积的5％计算）。ii）一个典型的棕榈油厂可能
需要900－1,200万美元。iii）一个棕榈仁压榨（PKC）厂可能需要1,300－1,500万美元；.iv）一座精炼厂可能
耗资5,000万美元19。值得注意的是，ZTE农业综合企业计划到2020年实现上游棕榈油业务达到100,000公顷
（棕地和绿地），该公司在2014年.的投资计划为10亿美元。20

18.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ioi%E2%80%99s-bumitama-list-sgx 
19.作者对高级财务分析师、高级交易员、工厂工程师专家和棕榈仁压榨精炼设备专家的采访。
20.https://sawitindonesia.com/2020-zte-agribusiness-targetkan-kelola-lahan-sawit-100-ribu-ha/..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ioi%E2%80%99s-bumitama-list-sgx
https://sawitindonesia.com/2020-zte-agribusiness-targetkan-kelola-lahan-sawit-100-ribu-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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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b.3-2： 按投资和融资划分的顶级油棕企业 
 企业名称 毛棕榈油

产量（'000
吨）

财务指标
（a）2010-

2018（100
万美元）

近期资本支出
（capex）

占地面
积

工厂数
量 

棕榈仁
压榨厂

（PKC）
数量

精炼厂数
量，总数

（位于印
尼的数量）

1 金光农业
资源

2,436,000 3,180 2019年计划之本支出1.5
亿美元，较2018年的1.1
亿美元有所增长

606,168 45 9 6(6)

2 PT.Astra.
Agro.
Lestari.
Tbk

1,936,500 1,934 2019年较2018年（1.7万
亿印尼盾/1.175亿美元）
增长9%

290,892 31 14 3(3)

3 丰益国际 1,742,618 5,369 2019年计划资本支出为
15.5亿美元，2017年为13
亿美元，2018年为9.4亿
美元

251,158 37 8 59(13)

4 亚洲种植 1,052,473 350 不适用 161,890 19 8 5(4)

5 布米达马
农业

1,043,045 2,048 2019年计划资本支出为
1万亿印尼盾/.7,000万美
元

232,837 14 不适用 不适用

6 吉隆坡甲
洞公司

999,981 871 2018年计划资本支出为
6.5亿令吉/1.55亿美元

280,472 24 3 4(2)

7 印多福农
业资源

921,000 1,255 分析人士预计未来三年
每年计划资本支出为1.95
万亿印尼卢比/1.35亿美
元

261,823 26 1 5(5)

8 春金集团. 864,000 50 不适用 194,204 16 2 17(9)

9 第一资源
有限公司

823,679 742 2019年计划资本支出为1
亿美元（过去约为9,000万
美元）

214,544 15 1 2(2)

10 云顶种植 504,762 835 2018年资本支出为3.34
亿令吉/8,000万美元

247,655 11 不适用 1(0)

数据：企业报告、森林与金融（Forests.&.Finance）以及作者分析结果。
注：（a）债券发行、企业贷款、循环信贷融通以及股票发行情况来自2019年5月13日的森林与金融(Forests.&.Finance)数据。

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棕榈油集团融资数据按年份列出（2010年至2018年），数据来自“森林与金融”数
据集。过去8年间，总融资金额达432亿美元。私营集团的融资数据有限，包括金鹰集团-亚洲种植集团和春
金集团。数据集中涵盖的60个集团的总融资信息体现在债券发行、企业贷款、循环信贷额度和股票发行方
面，2012年达到峰值，近95亿美元，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减少至约35亿美元和15亿美元。这也许反映出
这些集团的内部现金生成能力以及可能的集团间融资。丰益国际的融资水平最高，其有效年份（2015-2017
年无效）的年融资额在5-13亿美元之间（2015-2017年无效），而在2018年则有所下降。丰益中国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有望创下2019年第四季度最大的上市蔬菜石油和食品配料生产商，首次公开发行（IPO）21市值为
12－13亿美元。

21.https://sbr.com.sg/agribusiness/news/wilmars-china-unit-set-12-13b-market-cap-upon-shanghai-ipo-analyst.

https://sbr.com.sg/agribusiness/news/wilmars-china-unit-set-12-13b-market-cap-upon-shanghai-ipo-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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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b.3-1： 分集团的财务情况（百万美元） 
注：针对印度尼西亚（IDN）、新加坡（Singapore）和马来西亚（MY）所选集团以及在印尼运营种植园的集团的债券发
行、企业贷款、循环信用额度和股票发行。总计是指60个种植园集团的总融资金额（根据上述类别）；.合计达432亿
美元（2010-2018年）。
资料来源：作者，数据来源：森林与金融网站，于2019年5月13日访问。

关键发现

• 金光集团、怡和集团和丰益集团主导毛棕榈油生产行业。

• 就融资和投资而言，丰益国际占据主导地位，预计2019年其资本支出为15亿美元，其次是金光农业资
源，计划在2019年支出资本1.5亿美元，而PT.Astra.Agro.Lestari计划的资本支出为1.18亿美元，较2018
年增长9％。

• 数据集涵盖的60个集团的总融资体现其债券发行、企业贷款、循环信贷额度和股票发行情况，2012年达
到峰值，近95亿美元，而在2017年和2018年减少至约35亿美元和15亿美元；这也许反映出这些集团的
内部现金生成能力以及可能的集团间融资。.

三林集团（印多福农业资源有限公司）
云顶集团 总和－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右轴）

春金集团 Surya 	4.Dumai集团（第一资源）

金光集团
金鹰集团（亚洲农业） 哈利达集团（布米达马农业公司） 峇株加湾集团（吉隆甲洞）

怡和集团（Astra 	4.Agro 	4.Lestari） 丰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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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4 中国种植园所有权和投资概述
本节概述了印尼境内中国企业种植园的所有权或投资情况。天津聚龙集团在印尼的种植活动最为人所
知。该集团在近期召开的棕榈油大会上也设有大型展位，凸显其重要地位，而中兴农业综合公司则相对较
为低调。

尽管过去常见有关中国有意投资百万公顷级大型项目（棕榈油和其他农作物）的头条新闻.（例如，2006年
加里曼丹边境油棕榈大型项目，印尼Artha.Graha和金光集团与中国中信集团和中国开发银行等.签署谅解
备忘录；以及2009年新闻：中兴农业综合企业有限公司计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100万公顷的油棕种植
园，但由于物流问题而报废），但消息源和公开信息均指出中国企业谨慎投资的事实，以及中国在（资本相
对密集）油棕种植园所有权和投资活动兴趣有限。22（请查阅下文有关榴莲果树种植的“热门话题”）

有关中国棕榈油行业投资的关键事实如下（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a部分）：

• 聚龙集团。聚龙印尼官网.称，23该集团于2006年在加里曼丹建立了自己的油棕种植园，并于2011年建立
压榨厂（棕榈油厂）。到目前为止，已开发的油棕种植园面积达50,000公顷，并拥有140,000公顷的储备
土地。其位于南加里曼丹的第一家棕榈油厂于2011年1月投产，成为有史以来中国企业在印尼拥有的第
一家棕榈油厂。拥有6万公顷的油棕种植园，聚龙及合作公司每年可生产20万吨棕榈油（预计每公顷产
3.5吨CPO）。

• 中兴农业综合企业。中兴通讯官网Zonergy于2018年12月发布了公司在中加里曼丹省的中兴通讯能
源棕榈园项目：该项目拥有8000公顷的种植土地和一座棕榈油厂，另外，在巴布亚还拥有15万公顷的
储备土地。该公司目标是在2015年达到50,000公顷，到2020年达到100,000公顷；投资计划投资10亿美
元，已花费1亿美元。假设公司油棕种植林面积共计50,000公顷，中兴通讯每年可生产约17.5万吨棕榈油
（估计每公顷3.5吨毛棕榈油）。

对资深种植园专家的采访，包括印尼棕榈油供应链中的专家（在大型种植园集团和主要贸易协会）以及与
中国农业综合企业有关人员，证实中国对棕榈油价值链中直接投资有限的发现。从消息人士24得到的反
馈指出聚龙和中兴农业综合企业两家公司在总部层面与主要区域性行业参与者的互动有限；两者都不在
RSPO现有成员之列。

据中国消息人士称，其他中国投资者可能以失败告终，雅加达观察人士指出，韩国投资者最为成功，这也许
归因于他们在印尼的经营时间较长（在木材行业）。种植园专家指出，中国经营者往往雇用中国公民担任种
植园经理。企业可能面临现金流紧张的局面，这也是年轻一代开设新工厂的常见特征。与中国直接参与印
尼棕榈油投资明显受限相比，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大型贸易是值得注意的，并在本报告的其他部分中进行了
介绍。

22.https://friendsoftheearth.uk/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palm_oil_mega_project.pdf  
23.https://julongindonesia.com/about.html
24.2019年5月至6月，作者采访了12个消息来源，包括雅加达、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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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尽管一些机构早期有投资的想法，但农业通常不属于中国绿地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十大行业25，中
国农业综合企业并购交易观察人士更多地将重点放在国有企业z中粮集团贸易和加工业务在全球和国内
的扩张（而不是大量资产，通常是受国内法规限制的农田投资）。中兴通讯在农业综合企业方面的经验表
明，物流、许可申请、安全性和赔偿要求产生的成本存在问题26。

关键发现 

• 天津聚龙集团在印尼的种植活动最为人所知。该集团在近期召开的棕榈油大会上也设有大型展位，凸
显其重要地位，而中兴农业综合公司则相对较为低调

• 尽管过去常见有关中国有意投资百万公顷级大型项目（棕榈油和其他农作物）的头条新闻.，但消息源和
公开信息均指出中国企业谨慎投资的事实，以及中国在（资本相对密集）油棕种植园所有权和投资活动
兴趣有限。

• 尽管一些机构在早期也投资的想法，但农业通常不在中国绿地外国直接投资的十大行业之列。

新闻快讯－中国对榴莲水果的兴趣及与棕榈油行业的关联 	4.

最新消息是有关中国投资者对该地区榴莲综合农业企业的兴趣。泰国目前是香港和中国榴莲的主要
供应国，其贸易额每年增长15亿美元，目前主要是马来西亚榴莲整体水果的正式出口27。值得注意的
交易包括PLS Plantation Bhd（由地产大亨Lim Kang Hoo控制）与上海绿地集团的合资企业，该集团
于2019年3月与四家中国水果分销商（上海元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昊源食品有限公司和上海IVC太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协议。PLS Plantations Johor28种植了
约12,000公顷的油棕。马来西亚政府相关的棕榈油巨头FGV Holdings Bhd也参与了这项合作。FGV
已确定拿出1,398公顷适合大规模商业种植榴莲的土地（在其商业棕榈油产业范围内）29。

这意味着：预计许多棕榈油利益集团正在并且将尝试参与榴莲水果业务。另外，中国企业有望在原产
地进行加工投资，从而扩大中国在其一线城市以外的供应链和营销。马来西亚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将
榴莲的出口量翻倍（目前基数较低）。尽管从油棕和其他农作物的转化尚无争议，但已出现与榴莲种
植相关的毁林问题。

注：印度尼西亚也表达了发展榴莲种植和出口业务的兴趣，2019年3月总统佐科维（Jokowi）告诉油棕
树种植者转向榴莲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比棕榈油更好的前景30。

25.UNCTAD的全球投资报告（2018），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Chapters/wir2018ch2_en.pdf..
26.https://sawitindonesia.com/2020-zte-agribusiness-targetkan-kelola-lahan-sawit-100-ribu-ha/
27.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008935/malaysia-ramps-its-durian-exports-china-quirkyproduct-

offerings
28.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oney/2019/03/31/more-durians-heading-for-china-with-four-new-dealssays-pls-

plantations/1738332
29.https://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9/04/30/fgv-locates-durian-land/
30.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9/03/20/jokowi-tells-oil-palm-tree-growers-to-turn-to-durian.html.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Chapters/wir2018ch2_en.pdf
https://sawitindonesia.com/2020-zte-agribusiness-targetkan-kelola-lahan-sawit-100-ribu-ha/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008935/malaysia-ramps-its-durian-exports-china-quirkyproduct-offerings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008935/malaysia-ramps-its-durian-exports-china-quirkyproduct-offerings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oney/2019/03/31/more-durians-heading-for-china-with-four-new-dealssays-pls-plantations/1738332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oney/2019/03/31/more-durians-heading-for-china-with-four-new-dealssays-pls-plantations/1738332
https://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9/04/30/fgv-locates-durian-land/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9/03/20/jokowi-tells-oil-palm-tree-growers-to-turn-to-duri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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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5 可持续棕榈油关键举措或项目
为确定选定的10家大型种植园企业的关键可持续棕榈油项目，本次审查总结了企业向可持续棕榈油圆桌
会议（RSPO）、棕榈油创新集团（POIG）和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披露的信息。印度尼西亚可持续棕榈油或
ISPO属于强制性认证，在此未对其进行审核。

关于关键的可持续棕榈油倡议：

•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SPO）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机构，负责为最佳实践设定行业基准并执行可
持续标准。

• 棕榈油创新集团（POIG）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倡议，致力于通过在RSPO基础上制定并分享可信且可验
证的基准，以及创造和推动创新，从而推动供应链关键参与者采用负责任的棕榈油生产实践。该倡议于
2013年由领先非政府机构和先进的棕榈油生产商联合成立。

• 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简称联盟）由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和世界自然基
金会共同发起。该联盟旨在为棕榈油供应链利益相关方创造一个共赢的合作平台，并在中国推进可持
续棕榈油。该联盟于7月11日在中国南京举行的2018年中国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链论坛暨第二届RSPO中
国论坛期间启动。

其他可持续性倡议还包括：（i）旨在改善农业部门人权和劳工权利的体面农村生活倡议（Decent.Rural.
Living.Initiative）；.（ii）无火联盟（FFA），这是一个自愿性的多利益相关方团体，于2016年3月正式成立，
主要由林业和农业企业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有关伙伴联合成立，其致力于解决持续发生的因土地焚
烧造成的火灾和烟霾问题；.FFA的其他创始成员包括APRIL集团、亚洲种植集团、IDH、PM.Haze、Rumah.
Pohon和丰益集团；.（iii）棕榈油与非政府组织联盟（PONGO），成立于2015年，于2017年6月正式启动；
PONGO致力于管理和保护猩猩的栖息地以及油棕地貌内的其他野生动植物；.（iv）热带森林联盟（TFA），这
是一种全球性的公私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可以通过自愿或联合采取自愿行动，以减少与采购诸如棕榈油、
大豆、牛肉和纸和纸浆等商品有关的热带森林砍伐。

在工厂获得RSPO认证方面，引领企业包括亚洲种植集团、春金集团、吉隆甲洞和金光农业资源。平均温室
气体排放量数据基于.成员向RSPO提交的报告数据，范围为0.90至3.39.tCO2E./.tCPO。扩大RSPO承诺
的POIG成员是春金集团，并且与丰益集团（通过益海嘉里）一起也是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的成员。Astra.
Agro.Lestari不是RSPO的成员，印多福于2019年1月31决定退出RSPO认证。

31.https://www.foodnavigator-asia.com/Article/2019/01/30/PepsiCo-responds-with-disappointment-at-Indofoods-withdrawal-
from-RSPO-over-disputed-audit-decision 

https://www.foodnavigator-asia.com/Article/2019/01/30/PepsiCo-responds-with-disappointment-at-Indofoods-withdrawal-from-RSPO-over-disputed-audit-decision
https://www.foodnavigator-asia.com/Article/2019/01/30/PepsiCo-responds-with-disappointment-at-Indofoods-withdrawal-from-RSPO-over-disputed-audit-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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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b.5-1： 按CPO（毛棕榈油）产量和可持续性指标划分的顶级油棕企业

企业 毛棕榈油
产量（千
吨）

工厂数
量

RSPO（经
认证的工
厂数）

RSPO
认证工
厂所占
百分比

平均温室
气体足迹

（tCO2e/ 
tCPO) 

棕榈油
创新集团

（POIG）

是否为
中国可
持续棕
榈油联
盟成员

1. 金光农业资源. 2,436,000 45 29 64% 1.64 . .

2. PT.Astra.Agro.Lestari.Tbk. 1,936,500 31 0 0% 不适用 . .

3. 丰益国际. 1,742,618 37 20 54% 2.23 . 是（益海
嘉里）

4. 亚洲种植集团. 1,052,473 19 18 95% 2.81 . .

5. 布米达马农业. 1,043,045 14 5 36% 1.48 . .

6. 吉隆坡甲洞集团. 999,981 24 19 79% 2.31 . .

7. 印多福农业资源 921,000 26 11 42% 1.62 . .

8. 春金集团. 864,000 16 12 75% 3.39 是. 是.

9. 第一资源有限公司. 823,679 15 0 0% 0.90 . .

10. 云顶种植. 504,762 11 4 36% 2.46 . .

数据来源：企业报告（主要是向RSPO提交的2017年年度进展报告（ACOP））、POIG网站和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32.

关键发现

• 在工厂获得RSPO认证方面，引领企业包括亚洲种植集团、春金集团、吉隆甲洞和金光农业资源。.

• 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基于向RSPO提交的报告，其排放量范围为0.90到3.39.tCO2E./.tCPO。

• 扩大RSPO承诺的POIG成员是春金集团，并且与丰益集团（通过益海嘉里）一起也是中国可持续棕榈油
联盟的成员。Astra.Agro.Lestari不是RSPO的成员，印多福于2019年1月决定退出RSPO认证。.

32.https://rspo.org/news-and-events/news/rspo-launches-china-sustainable-palm-oil-alliance-with-cfna-and-wwf 

https://rspo.org/news-and-events/news/rspo-launches-china-sustainable-palm-oil-alliance-with-cfna-and-wwf


印尼－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贸易及关键参与者

35

1b.6 认证和溢价
此次审查的重点是符合RSPO原则和标准的主要产品和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CSPO）.的成本和溢价，以
及种植园和小农供应商的附加成本和问题。回归成本结构（小农户单位成本较高）的主要发现在各种研究
中都是一致的。另一笔成本费用是由加工商和贸易商进行的供应链认证，以及硬脂精和棕榈仁油相关的认
证溢价成本。2019年5月对消息来源的采访发现，对于认证与非认证混合体系（MB）和种植园身份保护体
系/认证与非认证分离体系（IP/SG），CSPO溢价保持上涨，但硬脂酸的溢价却显著下降，CSPKO则急剧下降
（除分离或SG材料除外）。基准CSPO证书交易体系（B＆C）进一步下降，但是大型种植园可能会压缩当前
成本而获取小额利润。但是在更加严格的2018年RSPO原则和标准（从2019年11月开始实施）下，新成本将
更高，有待进一步量化。

表1b.6-1： RSPO溢价和成本指标（美元／吨，2019年5月的数据）33 

美元/吨 证书交易体系（B＆
C）(棕榈追溯)

认证与非认证混
合体系（MB）

种植园身份保护体系
（IP）、认证与非认证

分离体系（SG）

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CSPO）的溢价 2.50至3.50（－） 6至17（＝） 25至30（＋）

合规成本/下限 大型种植园：2至5＃ 受ISCC影响＊ 9至15，田间到精炼厂

小农户：8至12＃ 区域差异增加？

硬脂精的溢价 不适用 30至40（-） 75至85（-）

合规成本/下限 产品产量因子的影响减弱

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仁油（CSPKO）溢价 18至22（--） 33至40（--） 90至100（=）

合规成本/下限. CSPO价格再加RSPO
原则与标准（P＆C）的

合规成本。

小型棕榈仁压榨厂
成本增加60-80

不具弹性的供应量

注：CSPO成本为出厂价。IP/SG认证产品成本包括较高的FFB运输、储罐清洗、小型船只运输、新储罐等成本。
最近1-2年的价格趋势，（=）大致不变，（+）上涨，（-）下跌，（--）大幅下跌。.*.ISCC溢价（针对欧盟生物柴油）对于从低到高的温室气体减
排材料，分别为为USD.12-25不等。.＃Upstream.5的成本有望随着2018年新版RSPO.原则与标准（P＆C）的实施（将于2019年11月实
施）而增加。成本增加是必然的。主要参与者对成本恢复不报希望，因为对RSPO材料的需求放缓，买家退货（暂停）使供应商存量增加，
对诸如CSPKO.B＆C和MB等主要认证产品（这些产品在IOI过去的停工期已大增）产生影响；.此外，椰子油价格暴跌。
资料来源：作者在2019年5月对行业相关人士的采访。作者对Barthel等人（2018）数据的更新。

Barthel等人（2018）发表的文章及其主要发现34，主要借鉴了LMC.International的市场研究和文献综述
（由本文作者编写）对2017年的情况作出如下说明：

• 遵守《RSPO原则和标准（P＆C）》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会员资格、审计成本）和间接成本（某种程度上的
资本和运营支出升级）。

33.作者更新了“为欧盟委员会环境司准备的关于棕榈油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现有可持续性标准研究”准备的数据，.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34.为欧盟委员会环境司准备的关于棕榈油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现有可持续性标准研究。..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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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PO溢价的范围从可交易证书的每吨2美元到综合种植供应商RSPO产品的300美元，这些供应商可提
供专业产品（如PKO），需对复杂供应链进行监管链分离。小农户可轻易触及的RSPO价格最高仅为12美
元，在没有买家补贴情况下勉强支付其成本。

• CSPO供大于求会导致该地区RSPO基本溢价约为每吨2美元。CSPO的RSPO合规成本通常高于溢价。对
种植园来说，每吨（出厂价）约5美元，对小型生产者而言，每吨（出厂价）则为8-12美元。

• 该区域小农户的认证成本在每吨12美元左右，最近常见的引用数据为每吨8美元。这与他们获得的溢价
大致相当。但是，如果小农户无法100％出售其认证产品，则将出现资金短缺。.

• 分离棕榈油和下游专业产品（例如棕榈仁油、油脂化工和表面活性剂）的供应商可获得较高溢价。但是，
这些通常归大型综合企业所有。

• 2015年，大型综合种植园认为认证产品利润良好，2016年甚至更高，因为增值专业产品的主要供应商
IOI停产四个月，导致溢价飙升。但是，一些认证和增值加工棕榈产品的领先供应商报告称，尽管如此，仍
尚未收回多年累计的认证投资成本。RSPO的直接呼吁对许多小农户而言并非不言而喻，溢价和需求水
平尚无法确定。

• 前景会有所变化，特别是RSPO采取管辖权方法（包括针对厄瓜多尔的计划和期待已久的沙巴模式）的
举动，以简化新供应商的准入。此外，RSPO的政策更加包容小农户，并致力于改革，为小农户提供帮助。
这些努力可能有助于消除小型供应商和小农户所面临的不利条件；但是需求不足是一个核心问题，现
有的RSPO认证产品仅一半被采购。更多的供应可能会恶化供应过剩的现状。

•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可持续性成本导致小农户没有任何利润或利润空间很低。有人可能寄希望在
价格刺激或强劲的市场需求来推动那些希望与小农户合作的大买家采购独立小农户的经认证材料。遗
憾的是，市场需求并不乐观。原因包括：线上交易时，相比独立小农户的信誉，买家更倾向于可追溯的产
品，或实物交易RSPO产品，这使小农户处于不利地位。另外，买家担心产品与大火焚地和毁林相关联，
因此觉得从拥有庞大可持续性监测团队的大型企业购买商品更为安全。

该发现与Rietberg和Slingerland（2016）针对RSPO小农户的研究结果35一致：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三组独立
小农户的认证前期费用为每公顷87、114和215欧元。对于印尼独立小农户而言，这些成本估计分别相当于
油棕年平均收入的5％和14％。（假设每公顷产3.5吨毛棕榈油，则每吨139欧元的平均成本约为2019年1月
至3月毛棕榈油的指示价为每吨516欧元的8％）。认证后第一年利润增加的说法没有定论。GreenPalm的
溢价很小：仅占毛棕榈油价格的1-4％。有时但并非总是足以支付日常费用。很少有证据表明，独立小农户
获得认证有助于提高产量。”

35.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
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http://www.sensorproject.net/sensorwp/wp-content/uploads/2015/04/Costs-and-benefits-ofRSPO-certificationfor-independent-smallholders-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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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不善的小农户的高额认证成本影响了他们的参与。“.2016年9月，Solidaridad报告称，其西非油棕小农
户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成本为每名小农户147欧元36。如果假设每个小农户的平均种植面积为2公顷，每公顷
CPO产量为3吨，那么每吨CPO就要增加30美元的成本。这高于2015年马来西亚相当大（50公顷）小农户的
12美元/吨的新增成本，以及新一波高度组织化的小农户8美元/吨的成本。”37

对RSPO认证产品供应商的采访时（2017年2月，Barthel等人，2018年），其强调了合理溢价和成本有利于
大型生产商的获利能力：“大型RSPO认证产品供应商可以负担其直接和间接成本并获得出售认证产品的
市场溢价。这些利润可以提高其整体财务利润，而且政策没有要求将这些利润直接用于保护计划（但企业
可自愿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方面进行支出）。据称，在补偿高保护价值（HCV）区域损失时，RSPO建议种植
企业提供额外资金资助保护项目实施，这超出了RSPO标准。

2018年底，RHV.Corley（权威性《油棕榈》的合著者和联合利华种植园的前研究负责人）悲观地写道，RSPO
认证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球约20％以上供应：“鉴于认证棕榈油的价格溢价微不足道，大多数种植者似乎
将RSPO认证视为“不合理的成本”。尽管有令人钦佩的意图，但小农户认证仍然特别薄弱。此外，其他许多
可持续性认证方案使消费者感到困惑，这有可能破坏消费者对RSPO的意识。”38

遵守《RSPO原则与标准》（2018）会提升合规成本，从而增加RSPO认证成本，并凸显RSPO排他性问题。希
望通过扩大小农户供应基数和采取管辖权的方法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前提是利益相关方愿意
接受这一点。

关键发现

• 各项研究中的回归成本结构主要发现（小农户的单位成本相对较高）都保持一致。另外的成本是由加工
商和贸易商进行的供应链认证，以及硬脂精和棕榈仁油相关的认证溢价。

• CSPO证书交易体系（B&C）基准进一步下降，但大型种植园可能会压缩当前成本而追求利润。但《RSPO
原则与标准》（2018）更为严格（自2019年11月开始实施）的情况下，须对新的更高的成本进行量化。

• 对于组织不善的小农户而言，高额认证成本会影响其参与。

• .遵守《RSPO原则与标准》（2018）会提升合规成本，从而增加RSPO认证成本，并凸显RSPO排他性问题。
希望通过扩大小农户供应基数和采取管辖权的方法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前提是利益相关方
愿意接受这一点。

36.Solidaridad.(2016)，Rosemary.Addico的演讲，Solidaridad，2016年6月9日意大利米兰举行的RSPO第四届欧洲圆桌会议上的发
言。

37.为欧盟委员会环境司准备的关于棕榈油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现有可持续性标准研究。.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
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38.https://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8/11/10/does-the-rspo-have-afuture/#t1ZaCGfUrtB7dR67.99..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palm_oil_study_kh0218208enn_new.pdf
https://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8/11/10/does-the-rspo-have-afuture/#t1ZaCGfUrtB7dR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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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其他供应链基础信息 

1c.1 贸易流
本节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地区（苏门答腊岛、爪哇和印度尼西亚东部）到中国的贸易流信息；.并确定了苏门答
腊，加里曼丹，爪哇，苏拉威西岛和西巴布亚等主要地区的主要出口港口，例如贝拉万，巴东，杜迈，潘让和
格雷西克的港口。.从确定的中国港口出发的主要手掌产品（4位HS码）的出口量和价值的摘要是基于联合
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和印度尼西亚统计局（BPS）的数据得出的。

关键产品类别

根据ITC的数据，2018年印尼向中国出口了33亿美元（表1c.1-1）和550万吨（表1c.1-2）棕榈产品。

表1c.1-1： 印尼出口至中国的棕榈产品总额，4-HS编码，2014-2018年 

（美元）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棕榈油及相关
产品 1,789,195,000 2,038,849,000 1,632,526,000 2,068,902,000 2,084,280,000

棕榈仁油及相
关产品

356,022,000 450,287,700 548,590,000 582,825,000 563,769,000

棕榈仁粕 51,137,000 29,654,000 27,385,000 38,665,000 52,143,000

生物柴油. 672,812,000 11,495,000 717,000 0 425,980,000

数据来源：ITC

表1c.1-2： 印尼出口至中国的棕榈产品总量，4-HS编码，2014-2018年

（吨）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棕榈油及相关
产品 2,137,076 3,277,728 2,404,335 2,852,026 3,240,188

棕榈仁油及相
关产品

305,373 478,039 405,369 414,110 551,330

棕榈仁粕. 341,821 305,075 262,689 303,290 397,540

生物柴油. 736,588 12,229 907 0 598,926

数据来源：ITC

• 根据BPS的数据，2018年印尼出口的初级棕榈油产品价值总额超过27亿美元39，其中包括精炼棕榈油和
棕榈仁油。在HS-6级别上，印尼向中国出口了九（9）个关键产品。

39.有关ITC和BPS值之间不一致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方法论-局限性”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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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对中国的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是棕榈油相关的产品，例如精制漂白除臭（RBD）棕榈油精和棕榈硬
脂。.2018年，印尼出口的棕榈油相关产品总价值超过21亿美元，占当年印尼对中国棕榈产品出口总额
的55％。第二大出口商品是棕榈仁相关产品，总价值达5.51亿美元（占印尼对中国棕榈产品总出口的
15％）。

印尼的主要原产地

• 苏门答腊（包括廖内群岛）是印尼对中国出口棕榈产品的最大原产地（供应价值总额16亿美元，相当于
印尼对中国的植物油出口的42％，占中国植物油进口总量的24％。该地区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包括原
油和精炼棕榈油产品，其中包括价值12亿美元的棕榈油相关产品，苏门答腊的主要港口是杜迈（位于廖
内省），苏门答腊向中国出口的棕榈产品中有63％通过该港口运往中国。

• 加里曼丹向中国提供了价值7.27亿美元的棕榈产品，占印尼对中国植物油出口总额的19％。这相当于
中国植物油进口总量的11％。该地区主要向中国提供了价值6.32亿美元的原油和精炼棕榈油产品（占
加里曼丹向中国出口的全部棕榈油产品的87％），棕榈仁油相关产品（9,100万美元，占13％）和棕榈/棕
榈仁粕（350万美元，0.4％）。

• 爪哇（主要是Gresik和Tanjung.Perak的丰益国际）向中国提供了价值2.85亿美元的棕榈产品，相当于印
尼向中国出口棕榈产品的7.5％。这相当于中国植物油进口总量的4.2％。该地区主要向中国提供了价值
2.08亿美元的毛棕榈油和精制棕榈油相关产品（占爪哇向中国出口全部棕榈产品的73％），棕榈仁油相
关产品（5,900万美元，占21％）和棕榈/棕榈仁粕（1,700万美元，6.0％）。

• 苏拉威西向中国提供了价值8200万美元的棕榈产品，相当于印尼对中国出口的棕榈的2.2％。这相当于
中国植物油进口总量的1.2％。该地区主要向中国提供了价值5100万美元的毛棕榈油和精炼棕榈油相
关产品（占苏拉威西岛对中国棕榈总出口的63％），棕榈仁油相关产品（2500万美元，占31％），棕榈/棕
榈仁粕（500万美元，占6.2％）和毛棕榈仁油（少于100万美元，占0.2％）。

中国的棕榈油——概况

• 2018年，中国进口了价值68亿美元的棕榈产品，其中38亿美元来自印度尼西亚。

• 根据Trase平台2013年40的数据，广东省从印尼进口的棕榈产品总额达6100万美元，其中从勿拉湾（西
苏门答腊省）进口的产品总额达2400万美元，达尔尊港口（南加里曼丹省）进口的产品总额为2300万美
元。这两个港口累计占广东省进口印尼棕榈油产品的74％，占中国进口印尼棕榈油产品55%的份额。中
国棕榈产品进口第二大省是辽宁省，其进口的棕榈产品总额达1200万美元，主要通过卡比尔/帕纳（560
万美元，廖内群岛）、丹戎不碌（330万美元，雅加达）和勿拉湾（.310万美元）进口。这些港口合占辽宁进
口印尼棕榈产品总量的98％。

40.有关Trase数据局限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局限性”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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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分别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南京海关成为中国最大的棕榈油进口港。.2019年，通过南京
进口的棕榈油达210.3万吨，合计12.1亿美元，其次是黄埔海关。.2019年，从黄埔海关进口的棕榈油达
190.1万吨，总金额为10.4亿美元（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20）。

• 总体而言，2018年的主要产品类别为毛棕榈油和精炼棕榈油相关产品（占77％或21亿美元，主要来自苏
门答腊）、棕榈仁油分离品（占20％或5.51亿美元），以及棕榈/棕榈仁粕（占2％或5,200万美元，主要来自
苏门答腊）、生物柴油（占0.6％或1,800万美元，来自苏门答腊）、毛棕榈仁油（占0.5％或1,200万美元，主
要来自苏门答腊）和毛棕榈油（占0.1％或190万美元，来自苏门答腊）。参见图1c.1-1a。

图1c.1-1a： 2018年中国进口印尼棕榈油产品总额一览（按产品分类）
注：2018年中国所有省份的进口情况
数据来源：BPS

图1c.1-1b 中国棕榈油贸易流
资料来源：棕榈油期货交易手册，大连商品交易所（2016）41.

41.http://www.dce.com.cn/DCE/resource/cms/2017/05/ZDCE%20Palm%20Oil%20FuturesTrading%20Manual.pdf..

棕榈仁粕 毛棕榈油

棕榈油及其分离品

棕榈仁油及其分离品

毛棕榈仁油

所选的HS编码

http://www.dce.com.cn/DCE/resource/cms/2017/05/ZDCE%20Palm%20Oil%20FuturesTrading%20Manual.pdf


印尼－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贸易及关键参与者

41

图1c.1-1c: 中国食用棕榈油的消费量，1990 / 91-2015 / 16
资料来源：棕榈油期货交易手册，大连商品交易所（2016）4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在岸贸易是中国棕榈油贸易的重要特征。丰益集团可追溯性信息（作为替代指
标）指向其在中国采购大量在岸棕榈油；棕榈油大约占10-40％，棕榈仁油大约占30-70％，“未知”来源是中
国在岸现货采购。.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20）报告称，在岸交易的比例实际上“远远高于.60％（棕榈
油）”。由于实行“影子融资”的做法，棕榈油可以在中国在岸上以低于实际进口成本的价格购买。

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数据，中国的炼油总能力为每天21,900吨，其中华东地区的炼油能力最高，
占全国总产能的51％。

大连商品交易所或DCE（2017）43指出有关中国棕榈油行业的以下内容；有关主要进口地区、供应链参与者、
最终用途，、季节性和DCE指定仓库的信息：

• 在中国，棕榈油贸易企业数量众多，流通渠道发达。华北地区（天津及其邻近城市以及山东省）、华东地区
（上海及其邻近城市如张家港、泰兴和宁波）和华南地区（广州及其邻近城市如上浦、深圳和厦门）是进
口、加工和销售棕榈油的三个主要地区。这三个地区分别占总进口的24％、34％和34％，合计占中国总
进口量的92％。

• 中国有数以千计的棕榈油加工厂44位于主要入境口岸附近。根据海关统计，2009年有50多家大型油料企
业进口棕榈油，其进口量约占中国总进口量的60％。

• 目前，中国共有近10,000家棕榈油贸易企业。45大型企业在进口棕榈油之后转给大量分销商分销。2009
年，有80多家贸易企业占中国棕榈油进口总量的34％左右。这些企业没有自己的专用仓库，通常从油料
或仓储企业租用油箱。

• 棕榈油可用于食品和工业消费。根据贸易商提供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部分棕榈油消费量与24度（温度）
精炼棕榈油相关的食品，占市场份额的60％以上。在2013-2015年期间，每年消耗棕榈油数量为3.6-380
万吨。

• 近年来，中国工业用棕榈油的消费和应用呈稳定增长的趋势。2013年，中国消费的工业棕榈油为210万
吨。

42.http://www.dce.com.cn/DCE/resource/cms/2017/05/ZDCE%20Palm%20Oil%20FuturesTrading%20Manual.pdf..
43.http://www.dce.com.cn/DCE/resource/cms/2017/05/ZDCE%20Palm%20Oil%20FuturesTrading%20Manual.pdf...
44.但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20年）报告称仅100多家棕榈油加工厂。
45.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20年）报告称，2019年中国共65家棕榈油贸易企业进口棕榈油。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单位：1,000吨

http://www.dce.com.cn/DCE/resource/cms/2017/05/ZDCE%20Palm%20Oil%20FuturesTrading%20Manual.pdf
http://www.dce.com.cn/DCE/resource/cms/2017/05/ZDCE%20Palm%20Oil%20FuturesTrading%20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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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80％的进口棕榈油作为商品流通，而其余20％用于最终用途、原材料加工和商业以及保税区的中
间贸易。

• 有超过一千家重要的棕榈油消耗企业，以及约四千家小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来自餐饮、食品加工和
化学工业行业，其中最著名的是方便面制造商统一（Uni-President）和顶新国际集团（Ting.Hsin.
International.Group），以及日用化学品制造商宝洁（P&G）和纳爱斯集团（Nice.Group）。大多数消耗棕
榈油的企业不是自己进口，而是从中间商那里采购。2009年，只有大约30个消费者进口商，占总进口量
的4％。

• 因为熔点相对较高，棕榈油消费是季节性的。这意味着夏季消耗的棕榈油要多于冬季，因此1月和2月份
进口量相对较低。.

• 有关大连商品交易所（DCE）指定的RBD棕榈油硬脂交货仓库清单，请参阅附件。仓库（油箱场和仓库）由
中粮集团（三个）、中储粮集团（三个）、丰益国际（集团（三个）、嘉吉（公司（两个）等运营；工厂仓库由聚龙
（两个）和其他企业操作。

关键发现

• 印尼出口至中国的大部分棕榈产品为棕榈油分离品，例如精制漂白除臭（RBD）棕榈油精和棕榈硬脂。.

• 据ITC称，印尼向中国出口了33亿美元和550万吨棕榈产品。根据BPS数据，印尼在2018年出口了价值超
过27亿美元的初级棕榈油产品，包括棕榈和棕榈仁油的精制产品。

• 苏门答腊（包括廖内群岛）是中国进口印尼棕榈产品的最大出口地（供应总额16亿美元，相当于印尼出
口中国植物油总额的.42％）。

• 据2013年Trase数据，广东省从印尼进口了价值6100万美元的棕榈产品，其中2400万美元的产品来自
Belawan港口（西苏门答腊），2300万美元的产品来自达尔尊（Tarjun）港口（南加里曼丹省）。

• 在中国，棕榈油贸易企业数量众多，流通渠道发达。华北地区（天津及其邻近城市以及山东省）、华东地区
（上海及其邻近城市如张家港、泰兴和宁波）和华南地区（广州及其邻近城市如上浦、深圳和厦门）是进
口、加工和销售棕榈油的三个主要地区。这三个地区分别占总进口的24％、34％和34％，合计占中国总
进口量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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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2关键出口商和进口商 
接下来，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国家层面针对中国市场的主要棕榈油出口商和主要的中国进口商/买家情况。
以下内容是基于可公开获得的联合国贸易数据和海关数据，并按现状提供。

关键出口商

棕榈行业高度多样化，并且国内消费和加工占显著比重。在供应链中追踪印尼棕榈油企业具有挑战性，因
为大企业往往拥有多个分公司，并使用不同名字。

行业协会和数据表明，中加里曼丹至少有82家棕榈油厂，东加里曼丹有62家油厂，西加里曼丹有95家油厂，
在加里曼丹大约有60个主要集团和企业之间共有至少239家油厂。苏门答腊估计有775家企业，共计482家
工厂。这与表明苏门答腊岛种植面积最大的估计一致（639万公顷）。

尽管多样性，丰益集团仍主导着精炼和贸易业务，控制了该地区总精炼能力的约50％。其余的则由春金集
团其他企业承担。精炼厂是聚集工厂中棕榈油并进行贸易加工以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关键参与者。

连锁反应研究机构（Chain.Reaction.Research，2017）46指出：大型、垂直整合的企业集团在棕榈油供应
链的精炼阶段扮演主导的角色。这些企业涉及棕榈油的生产、加工和贸易。他们自己的工厂和种植园为其
精炼厂提供原料，此外，还从第三方供应商采购大量原料。印尼每年的炼油总能力约为4500万吨。Chain.
Reaction.Research已在印尼确定了78家精炼厂。五家企业集团（丰益集团、春金集团、金光农业资源、顶峰
集团有限公司和Best.Group）占印尼炼油能力的66％。印尼通过结构性贸易关税刺激了国内炼油能力的
发展。它还推动了基于棕榈油的生物柴油的消费增加。

主要集团 企业信息（a） 印尼 中国

工厂数量，供应
精炼厂（b）

集团所有的工厂，数
量占比，所选精炼厂

精炼厂数量 精炼厂数量

丰益国际*. 自有工厂45个，外
部工厂577个

约14％（毛棕榈油），约
11%(棕榈仁油)

25（但集团仪表盘数
据中仅14）

58（但集团仪表盘数
据中无精炼厂，10家
专用油脂加工厂）（c）

春金集团*. 自有16家工厂、外
部工厂638个

不适用 9 3（这3家都属于专用
油脂工厂？）

金光农业资源*. 自有46家工厂、外
部工厂403个

约38％（毛棕榈油），约
31%(棕榈仁油)

6 0

印多福农业（主要
供内部使用）

自有26家工厂，无
外部工厂数量信息.

不适用 5 0

Best.Group 不适用 不适用 5 0

亚洲种植集团-.顶
峰集团有限公司*

自有20家工厂、外
部工厂581个

约9％（毛棕榈油），约
48%(棕榈仁油)

4 1

Astra.Agro.Lestari
（大部分为国内）

自有19家工厂、外
部工厂81个

约66% 3.(d) 0

吉隆甲洞 不适用 不适用 2.(d) 0（油脂设施）

46.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files.wordpress.com/2017/11/unsustainable-palm-oil-faces-increasing-marketaccess-risks-
final-2.pdf..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files.wordpress.com/2017/11/unsustainable-palm-oil-faces-increasing-marketaccess-risks-final-2.pdf
https://chainreactionresearch.files.wordpress.com/2017/11/unsustainable-palm-oil-faces-increasing-marketaccess-risks-final-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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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团 企业信息（a） 印尼 中国

工厂数量，供应
精炼厂（b）

集团所有的工厂，数
量占比，所选精炼厂

精炼厂数量 精炼厂数量

第一资源. 自有15家工厂、外
部工厂33个

约93％（毛棕榈油），约
99%(棕榈仁油)

2 0

注：*与中国贸易有关的印尼主要集团，不适用-无可用数据，（a）来自企业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仪表板，（b）工厂数量可能包括
多次计数；.（c）丰益国际中国的精炼厂包括其附属公司和联营公司的精炼厂。（d）Astra.Agro.Lestari和吉隆甲洞以合资的形式经营一
家精炼厂。

关于各集团旗自有工厂向精炼厂供应百分比**：

• 对丰益国际而言，69个自有工厂数量**为其11家印尼精炼厂（毛棕榈油）的供应比例为2-48％，而9家工
厂（棕榈仁油）的供应比例为0-24％。

• 对金光农业资源而言，其75个自有工厂**（毛棕榈油）和59个自有工厂**（棕榈仁油）为6家印尼精炼厂
（毛棕榈油）供应百分比为23-70％，为5家印尼棕榈仁压榨厂厂（棕榈仁，最终产品棕榈仁油）供应百分
比为.5-56％。

• 对亚洲种植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而言，其24家自有工厂**（毛棕榈油）和29家自有工厂**（棕榈仁油）
为3家印尼精炼厂（毛棕榈油）供应百分比为.0-27％，为3家印尼棕榈仁压榨厂厂（棕榈仁，最终产品棕榈
仁油）供应百分比为16-100％。

• 对Astra.Agro.Lestari而言，其19家自有工厂为3家印尼精炼厂（最有可能是毛棕榈油）供应百分比为17-
100％**。

• 对于第一资源而言，其16家自有工厂为印尼精炼厂（毛棕榈油）供应百分比为.93％，为印尼棕榈仁压榨
厂（生产棕榈仁油）供应百分比为99％。

**由于一个工厂可能会为多个精炼厂供应原材料，因此工厂可能存在多次计数的现象。

对ITC和Trase数据的审查提供了直接针对中国市场的主要出口商（根据提单）类似视图。.按来源区域和等
效数量，它们包括：.

表1c.2-1： 印尼关键地区和港口所对应的中国主要接收港

印尼关键地区和港口 中国主要接收港口

苏门答腊（Sumatra.）——巴淡岛（Batam.Island）、勿拉湾
（Belawan）、杜迈（Dumai）、卡比尔/帕纳（Kabil/Panau）、
瓜拉丹戎（Kuala.Tanjung）、巨港（Palembang）、潘姜港
（Panjang）、打拉根（Tarahan）、直落巴由（Teluk.Bayur）

黄埔、天津、日照、张家港

爪哇（Java）——格雷西（Gresik）、三宝垄（Tanjung.Emas）、
丹戎佩拉（Tanjung.Perak）、丹戎不碌（Tanjung.Priok）

黄埔、天津、连云港

加里曼丹（Kalimantan）——巴厘巴板（Balikpapan）、哥打
巴鲁(kota.baru)、桑皮特（Sampit）、达尔尊（Tarjun）

黄埔、天津、张家港

苏拉威西（Sulawesi）——比通（Bitung）、马穆朱
(Mamuju)、班同罗安（Pantoloan）、Sv

黄埔、张家港、上来、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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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4年Trase数据

表1c.2-2a: 中国棕榈产品贸易涉及的主要印尼港口和出口商

主要区域和港口 出口至中
国的数量

（吨）

最终出口商（Trase，基于出口量）

苏门答腊（Sumatra.）——巴淡岛
（Batam.Island）、勿拉湾（Belawan）、
杜迈（Dumai）、卡比尔/帕纳
（Kabil/Panau）、瓜拉丹戎（Kuala.
Tanjung）、巨港（Palembang）、潘姜港
（Panjang）、打拉根（Tarahan）、直落
巴由（Teluk.Bayur）

2,154,660 Socfin.Indonesia、春金集团、Perkebunan.Nusantara.Vii.
(Persero)、Perusahaan.Perkebunan.London.Sumatra.
Indonesia.(三林-印多福)、吉隆甲洞、Permata.Hijau.Sawit、
SIPEF、Bumi.Waras、Ganda.Group.(所有者是Wilmar的
联合创始人)、HSA.Group、Tanimas.Group、IFFCO、Buasa.
Wira.Subur.Sakti、Kreasijaya.Adhikarya.(KL.Kepong)、
Astra.International.(Astra.Agro.Lestari.–.怡和集团)

爪哇（Java）——格雷西（Gresik）、
三宝垄（Tanjung.Emas）、丹戎
佩拉（Tanjung.Perak）、丹戎不碌
（Tanjung.Priok）

817,635 丰益、亚洲种植集团、三林-印多福
Darmex.Agro、Ivomas.Pratama.(Salim-Indofood)、
Perkebunan.Nusantara.Viii.(Persero)、Sinar.Mas/Smart、
Dharma.Satya.Nusantara、森那美、Bakrie.Group、
Sampoerna.Agro、Dua.Kuda、Pt..Sumi.Asih、Batara.Elok.
Semesta.Terpadu、Bina.Karya.Prima、Karyaindah.Alam.
Sejahtera、Megasurya.Mas

加里曼丹（Kalimantan）——巴厘
巴板（Balikpapan）、哥打巴鲁(Kota.
baru)、桑皮特（Sampit）、达尔尊
（Tarjun）

754,621 金光、Perkebunan.Nusantara.Vi（Persero）、Rea.Kaltim.
Plantations、IJM、森那美、PT.Kalimantan.Kelapa.Jaya

苏拉威西（Sulawesi）——比通
（Bitung）、马穆朱(Mamuju)、班同罗
安（Pantoloan）、Sv

429,623 Bukit.Zaitun、Bintang.Terang.Abadi、Subrato、Multi.
Nabati.Sulawesi.(丰益集团)、Astra.International.(Astra.
Agro.Lestari.-.Jardine)

数据来源：Trase.2014年出口量和主要出口商数据。
注：截至2019年6月24日，2014年是Trase的最新数据.。2014年，印尼出口至中国的数量高达240万吨；出口至其他国家的数量包括：印
度490万吨，巴基斯坦190万吨，意大利140万吨，意大利120万吨，荷兰100万吨，埃及90万吨，西班牙90万吨，新加坡80万吨，以及俄罗
斯50万吨。

关键进口商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以出口为基础），中国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进口了580万吨和1000万吨棕榈和月
桂酸产品（来自棕榈仁油），其中约57%来自印尼（2017-2018年）。.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20）指出，
中国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进口了516万吨和540万吨棕榈和月桂酸产品（来自棕榈仁油），其中源自印尼
的比例分别为61％和68％。

棕榈油的主要参与方是丰益国际（于200647年通过大型并购与郭氏集团紧密关联），经常被认为占据棕榈油
贸易市场中约50％的份额。据报道，它在全球植物油加工中拥有25％的市场份额，拥有51个精炼厂、10个
油脂化工厂、6个特种油脂设施，另外还通过联营的方式拥有7家精炼厂、2个油脂化工厂和2个特种油脂设
施。

有关中国市场份额的公开数据较为零星且令人困惑，原因在于宣布的市场份额基数存在不确定性。为了解

47..https://www.ft.com/content/c6d11992-8b99-11db-a61f-0000779e2340..

https://www.ft.com/content/c6d11992-8b99-11db-a61f-0000779e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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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与方的情况，本研究侧重于精炼部门作为棕榈油的关键看门人或切入点。并且，我们还访问了一些
行业专家，以期了解该领域的市场份额。

通过专家访谈了解到的有关中国精炼领域的关键发现包括：

• 丰益占食用油和其他植物脂肪产品市场50％以上的份额（例如，下游的肥皂和人造黄油等副产品）。

• 其他进口和采购企业包括中粮估计拥有25-30％的市场份额，而中储粮预计拥有15％的市场份额。

• 剩余市场由规模较小的中国企业主导。

• 预计随着精炼厂的建成，中粮集团的棕榈和月桂酸酯市场份额将有望扩大至40％；因为中国似乎对外
国人控制巨大市场份额持谨慎态度，包括丰益-郭氏（该公司计划于2019年将其丰益中国业务上市）。

• 主要用途是食用油（烹饪用油）和专用烘焙油脂（油炸方便面需求量极速下滑）；以及油脂化学品（相对
较小）和生物燃料（很小）。

为深入了解在中国棕榈油价值链其他阶段扮演角色的关键公司，包括实体贸易商、金融贸易商（几年前猖獗
“影子融资”现象所导致“在岸棕榈油”价格比进口价格还低）和最终用户，我们对Trase数据（基于提单，提
供了直接出口商和进口商名称信息）进行了回顾。

其他公司清单参考了大连商品交易所（指定的仓库和油罐场；附录）、RSPO（经认证的精炼厂和下游设施）
的清单以及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和国家食品和物质储备委员会发布的有关棕榈油（类别经常不确定）清
单，路透社等金融新闻门户网站和其他报道（例如，由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提供）。这些信息可参阅附录。

中国顶级植物油企业

• 丰益集团所占食用油和其他植物油脂产品市场约一半的份额（例如，下游的肥皂和人造黄油等副
产品）。

• 其他进口和采购企业包括中粮集团，预计其市场份额为25-30％，中储粮集团的市场份额可能为
15％。

• 剩余市场由规模较小的中国企业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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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Trase数据的回顾，按地区和CPO等量分类将主要进口商（通过提单数据）进行了整理，结果如下表：.

表1c.2-2b： 参与中国棕榈产品贸易的关键中国港口和进口商

关键区域及港口 从印尼进口量（吨） 首个进口商（Trase，基于进口量） 

华北地区——天津、大连、日照、烟台 776,401 丰益、Marubeni、Korea.Josong、Wonbong.
Trading、Korea.Ponghwa.General.
Corporation、Korea.Mankyung.International、
Gideon.Commodities、Meridien.Oleo.&.Fats、
Ecochem.Oleochemicals、如皋市双马化工

中国南部和东部——厦门、防城、东
莞、泉州、阳江、福州和黄埔；张家港、
靖江、连云港、上海

3,515,878 丰益、Marubeni、金光.–农业资源、如皋市双马化
工、厦门联硕贸易、广州顶耀贸易、Astra-吉隆甲
洞、聚龙

数据来源：Trase.2014年进口量和主要进口商数据。
注：截至2019年6月24日，2014年是Trase的最新数据.。2014年，印尼出口至中国的数量高达240万吨；出口至其他国家的数量包括：印
度490万吨，巴基斯坦190万吨，意大利140万吨，意大利120万吨，荷兰100万吨，埃及90万吨，西班牙90万吨，新加坡80万吨，以及俄罗
斯50万吨。

关键发现

• 贸易协会和数据表明，中加里曼丹至少有82家棕榈油厂，东加里曼丹有62家油厂，西加里曼丹有95家油
厂，合计239家油厂，由在加里曼丹运营的约60个主要集团和企业所有。苏门答腊估计有775家企业，共
计482家油厂。这与苏门答腊岛种植面积最大的估计保持一致（估计为639万公顷）。

• 尽管如此，丰益集团仍继续主导精炼和贸易业务，控制了该地区约50％的炼油总产能。剩余由春金集团
和其他企业分摊。

• 对中国精炼行业专家访谈的主要发现：丰益集团占领了食用油和其他植物油脂产品市场50％以上的份
额（例如，下游的肥皂和人造黄油等副产品）。

• 其他进口和采购企业包括中粮（估计拥有25-30％的市场份额）和中储粮（预计拥有15％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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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3 种植园地产和小农户分布
来自2017年农作物地产总局的官方数据显示，私人种植园占油棕种植总面积的55％（770万公顷），其次是
小农户，占41％（560万公顷）和政府种植园，占5％（.64万公顷）。以下是印尼各地区2017年种植园和小农户
分布情况的完整汇总信息：

表1c.3-1： 2017年按类型、地区和面积划分的种植园分布情况

地区 政府种植园 私人种植园 小农户种植
面积

平均产量（ 
T CPO/ha ）

平均产量 
（kg/ha）

爪哇（Java）. 21,448 7,375 8,856 2.02 462

加里曼丹（Kalimantan）. 72,509 3,681,456 1,129,551 2.78 2,594

小巽他群岛（Lesser.
Sunda.Islands）

0 0 0 0 0

苏拉威西岛（Sulawesi） 25,692 253,743 250,653 2.34 1,156

苏门答腊(Sumatra). 492,768 3,662,527 4,225,908 2.72 2,942

巴布亚/西巴布亚
（Papua/West.Papua）

25,726 107,584 82,926 0.15 3,220

合计 638,143 7,712,687 5,697,892 2.70 3,165

数据：2017年按地区和种植园类别划分的油棕种植面积（公顷）分布汇总（可提供官方数据的最新年份，来自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

关键发现

• 私人种植园占油棕种植总面积的55％（770万公顷），其次是小农户种植园（占41％，560万公顷）和政府
种植园（占5％，64万公顷）。

• 小农户在苏门答腊占主导地位，而私人种植园在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占主导地位。.政府种植园在苏门
答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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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供应链举措
我们对当前与中国相关的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链举措进行了简要的定性审查，审查基于简要的文献查阅以
及对3-4个供应链贸易商和印尼－中国贸易专家的访谈结果。

中国棕榈油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供应链举措正在不断扩大。CLSA-WWF对2018年48的审查指出：

• 在主要行业协会和主要棕榈油买家的支持下，RSPO在中国建立了据点

• RSPO正提升中国消费者的意识

• 中国的RSPO会员人数正不断增长

• 在竞争激烈的大豆行业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滞后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定期提供有关中国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及行业动态信息。其实施工作得到了中国
商务部（MOFCOM）的支持，并得到了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财政支持49。尽管已发布《中国企业境外棕
榈油可持续投资与经营指南》（在英国InFIT项目的支持下），但阿姆斯特丹宣言伙伴关系（The.Amsterdam.
Declarations.Partnership，简称ADP）表示该指南“尚未得以实施。”50.

回顾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在2016年11月关于“中国的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和行业动态”的发言51：

• 对于食品和日用化工行业，所有可持续棕榈油几乎被跨国企业采购。一些中国供应商已成为RSPO成
员。

• 可持续棕榈油尚未用于其他工业供应中。

• 据估计，2015年丰益集团进口了约50,000吨经RSPO认证的棕榈油（约占中国总进口量的0.77％）。

• 有一条有关《中国企业境外棕榈油可持续投资与经营指南》的更新消息。（可获取指南第三版52）。这是一
本针对计划或正在从事境外可持续棕榈油投资和经营的中国企业的自愿性指南；并且旨在与RSPO相
关要求保持一致。

截至2019年10月17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尚未发布任何有关中国棕榈油前景的媒体报道。

48.http://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clsau_blue_books___keep_palm__jul_2018_.pdf
49.http://www.rt13.rspo.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China%20SPO%20Guide-PRODUCTION-Version%203_0RT13_ENG.pdf.
50.https://ad-partnership.org/commodities/palm-oil/, diakses pada 24 Mei 2019.
51.https://rt14.rspo.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Plenary%203_2%20Chen%20Ying.pdf.
52.第三版可访问.http://www.rt13.rspo.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China%20SPO%20Guide-PRODUCTIONVersion%203_0-RT13_

ENG.pdf

http://www.rt13.rspo.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China%20SPO%20Guide-PRODUCTION-Version%203_0RT13_ENG.pdf
https://ad-partnership.org/commodities/palm-oil/
https://rt14.rspo.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Plenary%203_2%20Chen%20Ying.pdf
http://www.rt13.rspo.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China%20SPO%20Guide-PRODUCTIONVersion%203_0-RT13_ENG.pdf
http://www.rt13.rspo.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China%20SPO%20Guide-PRODUCTIONVersion%203_0-RT13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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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部《.2017年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53，天津聚龙集团的棕榈油项目被作为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54的研究案例。然而，天津聚龙和中兴农业综合种植园都不是
RSPO的成员（更多信息请参考第3部分）。

RSPO、POIG和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是印尼——中国关键可持续供应链倡议。在第1b.5部分“可持续棕
榈油关键项目”中对选定的原始种植园集团进行了审查。根据RSPO在2018年7月的报告55，他们得出了有
关目的地的关键发现：.

• RSPO。.RSPO在2018年7月报告称，RSPO有87位来自中国的成员。.RSPO报告表示，由于RSPO中国会
员人数在过去几年激增，到2020年中国有望实现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CSPO）达到10%的积极势头。
中国拥有73个获得RSPO认证的设施，包括至少20家中国会员所有的精炼厂，约21家非中国会员运营的
精炼厂（包括丰益国际的精炼厂）和32家经认证的供应链（下游）设施。

• POIG。没有来自中国的成员，印尼春金集团经营着一家精炼厂。

• 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该联盟是由RSPO、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于2018年
7月共同发起，旨在为棕榈油供应链中的利益相关方合作提供一个平台，并在中国促进可持续棕榈油的
发展。包括玛氏箭牌糖果、欧莱雅中国、奥胡斯·卡尔森（AAK）、嘉吉中国、中国谷物、中粮集团、中储粮集
团、汇丰银行、益海嘉里（丰益国际）、SGS中国在内的企业等聚集在一起，就采取循序渐进的行动以促进
中国棕榈油市场采用可持续棕榈油做出共同承诺（RSPO，201856。

不久前，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特别赞同将[印尼]对中国的棕榈油年出口量增至50万吨”.Jokowi表示57。
这缺少可持续棕榈油相关的采购细节。棕榈油贸易商提到正在调整的中国配额限制（更高），一些人对来自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实际出口超出商业发展趋势持怀疑态度。然而，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20）首
先澄清并没有配额一说，这一澄清也许有助于终止市场对中国从棕榈原产地进口棕榈油配额限制的讨论。
但是中美贸易战升级可能会推动中国与印尼之间更好的贸易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试图在
2019年4月58解决“一带一路”倡议项目问题时，从中国获得更高的棕榈油贸易承诺。美国农业部（USDA）指
出：“.2019年2月19日，中国党中央委员会（CCCPC）和国务院公布了2019年的第一份政策文件。该文件被
称为中央一号文件，传统上以农村农业问题为主，即对未来几年拟实现的目标进行概述的重要政策文件。
除诸如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之类的持续优先事项外，该文件还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外部环境的深刻
变化”等内容。该文件还证实中国最近为增加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的市场准入所作的努力。”59.

53.http://images.mofcom.gov.cn/csr2/201708/20170808151845532.pdf..
54. .具体而言，可持续发展目标17.16：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作为补充，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长、技

术和财政资源，以支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该案例研究的标题是“聚龙集团通过与印尼当地农民建
立联营种植园实现互惠”。

55.https://rspo.org/news-and-events/news/rspo-launches-china-sustainable-palm-oil-alliance-with-cfna-and-wwf
56.https://rspo.org/news-and-events/news/rspo-launches-china-sustainable-palm-oil-alliance-with-cfna-and-wwf
57.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8/05/07/china-agrees-to-increase-palm-oil-imports-fromindonesia.html 

及.https://en.tempo.co/read/918766/premier-lis-diplomatic-mission.
58.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9/04/25/malaysia-to-export-more-palm-oil-to-china-after-mou/..
59.https://www.fas.usda.gov/data/china-chinas-2019-no-1-agricultural-document-doubles-down-rural-reformsface-external-

pressure..

http://images.mofcom.gov.cn/csr2/201708/20170808151845532.pdf
https://rspo.org/news-and-events/news/rspo-launches-china-sustainable-palm-oil-alliance-with-cfna-and-wwf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8/05/07/china-agrees-to-increase-palm-oil-imports-fromindonesia.html dan https://en.tempo.co/read/918766/premier-lis-diplomatic-mission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8/05/07/china-agrees-to-increase-palm-oil-imports-fromindonesia.html dan https://en.tempo.co/read/918766/premier-lis-diplomatic-missio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9/04/25/malaysia-to-export-more-palm-oil-to-china-after-mou/
https://www.fas.usda.gov/data/china-chinas-2019-no-1-agricultural-document-doubles-down-rural-reformsface-external-pressure
https://www.fas.usda.gov/data/china-chinas-2019-no-1-agricultural-document-doubles-down-rural-reformsface-external-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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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2019年5月底完成的专家访谈结果表明，业内人士对中国可持续棕榈油的发展并不乐观。就通过
RSPO认证为中国供应链加强可持续棕榈油发展的问题，中国农业综合企业（包括植物油精炼）高层人士指
出，“我没有太关注这一问题，但我对此表示怀疑。”RSPO的一位密切观察员指出：“.中国仍有新的成员加入
RSPO，也有更多企业获得了认证。但是RSPO确实需要从中国寻找更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RSPO在中国
开展的工作只局限于推动可持续棕榈油。”.一位与印尼棕榈油贸易工作非常密切的观察者指出：“中国仅采
购精炼棕榈产品，而毛棕榈油（CPO）几乎为零。我唯一看到的是中国可能购买更多的棕榈生物柴油，原因
的是它比石油柴油便宜，与认证并无关系。”.

关键发现

• 在中国，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棕榈油供应链举措正不断扩大。CLSA-WWF在2018年的审查中指出，
RSPO在主要行业协会和主要棕榈油买家的支持下在中国开展业务，提高了中国消费者对可持续棕榈
油的认识，并增加了中国RSPO成员的数量。

• 中国主要的棕榈油生产商：天津聚龙和中兴农业综合公司，还不是RSPO成员。

• 我们在2019年5月底完成的访谈结果表明，业内人士对中国可持续棕榈油的发展并不乐观（甚至有些悲
观）。

关键发现回顾

1a印尼棕榈油供应链概述.

• 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供应链始于生产者（由种植企业经营的种植园、其相关或同等的小农户和独立小
农户管理的种植园），止于港口。

• 随着种植面积的强劲增长，棕榈油产量继续增长，美国农业部预计2019/20年度产量将增至约4,300万
吨，其中用于国内生物柴油的棕榈油比例保持在30％左右。

1b.1印尼棕榈油种植园概况

• 印尼绝大部分油棕种植园位于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分别占油棕种植总面积的59％和35％。苏门答腊
以私人种植园和小农户为主，而在加里曼丹，主要由私人种植园主导，小农户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
比例较小。

• 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平均产量最高，是其他地区如巴布亚/西巴布亚的平均产量的两倍。

• 精炼厂分布在多个区域，包括苏门答腊（包括西海岸）和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岛北端以及爪哇的两个区
域。就供应网络而言，大型贸易－加工商包括金光集团-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绿色）、春金集团（蓝
色）、丰益集团（橙色）和亚洲种植集团（黄色）在内的供应网络复杂，尤其是丰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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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2高风险产区摘要

• 苏门答腊的环境高风险地区是明古鲁省（Bengkulu）和西苏门答腊省（West.Sumatra）——这些省份
的油棕种植园扩张将侵占受威胁物种密度高和地上木质活生物量高的地区。廖内省（Riau）和占碑省
（Jambi）社会风险最高，归因于移民比例较高和EJA投诉集中所致。

• 在加里曼丹也发现了高风险区，大多数受威胁物种和地上活木质生物量密度集中在“婆罗洲之心”地
区，该地区目前未发现种植园，但已发现一些侵蚀现象。

• RSPO投诉报告显示，社会问题（劳工、人权、FPIC（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占RSPO投诉的61％，环境问
题（高保护价值）占投诉的20％。投诉事件在2013年和2017年达到顶峰，大部分投诉来自印度尼西亚
（57％）。

1b.3人工林所有权和投资概述

• 金光集团、怡和集团和丰益集团主导CPO生产行业。

• 就融资和投资而言，丰益国际占据主导地位，预计2019年其资本支出为15亿美元，其次是金光农业资
源，计划在2019年支出资本1.5亿美元，而PT.Astra.Agro.Lestari计划的资本支出为1.18亿美元，较2018
年增长9％。

• 数据集涵盖的60个集团的总融资体现其债券发行、企业贷款、循环信贷额度和股票发行情况，2012年达
到峰值，近95亿美元，而在2017年和2018年减少至约35亿美元和15亿美元；这也许反映出这些集团的
内部现金生成能力以及可能的集团间融资。..

1b.4中国种植园所有权和投资概述

• 天津聚龙集团在印尼的种植活动最为人所知。该集团在近期召开的棕榈油大会上也设有大型展位，凸
显其重要地位，而中兴农业综合公司则相对较为低调。

• 尽管过去常见有关中国有意投资百万公顷级大型项目（棕榈油和其他农作物）的头条新闻.，但消息源和
公开信息均指出中国企业谨慎投资的事实，以及中国在（资本相对密集）油棕种植园所有权和投资活动
兴趣有限。

• 尽管一些机构在早期也投资的想法，但农业通常不在中国绿地外国直接投资的十大行业之列。

1b.5可持续棕榈油关键举措或项目

• 在工厂获得RSPO认证方面，引领企业包括亚洲种植集团、春金集团、吉隆甲洞和金光农业资源。

• 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基于向RSPO提交的报告，其排放量范围为0.90到3.39.tCO2E./.tC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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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金集团是POIG（旨在推进RSPO发展）成员，并且与丰益国际（通过益海嘉里）一起是中国可持续棕榈
油联盟的成员。Astra.Agro.Lestari不是RSPO的成员，印多福于2019年1月决定退出RSPO认证。.

1b.6认证和溢价.

• 各项研究中的回归成本结构主要发现（小农户的单位成本相对较高）都保持一致。另外的成本是由加工
商和贸易商进行的供应链认证，以及硬脂精和棕榈仁油相关的认证溢价。

• CSPO证书交易体系（B&C）基准进一步下降，但大型种植园可能会压缩当前成本而追求利润。但《RSPO
原则与标准》（2018）更为严格（自2019年11月开始实施）的情况下，须对新的更高的成本进行量化。

• 对于组织不善的小农户而言，高额的认证成本会影响他们的参与。

• 遵守《RSPO原则与标准》（2018）会提升合规成本，从而增加RSPO认证成本，并凸显RSPO排他性问题。
希望通过扩大小农户供应基数和采取管辖权的方法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前提是利益相关方
愿意接受这一点。

1c.1贸易流

• 印尼对中国的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是以棕榈油分离品的形式，例如精制漂白除臭（RBD）棕榈油精和棕榈
硬脂。

• 据ITC称，印尼向中国出口了33亿美元和550万吨棕榈产品。根据BPS数据，印尼在2018年出口了价值超
过27亿美元的初级棕榈油产品，包括棕榈和棕榈仁油的精制产品。

• 苏门答腊（包括廖内群岛）是中国进口印尼棕榈产品的最大出口地（供应总额16亿美元，相当于印尼出
口中国植物油总额的.42％）。

• 据2013年Trase数据，广东省从印尼进口了价值6100万美元的棕榈产品，其中2400万美元的产品来自
Belawan港口（西苏门答腊省），2300万美元的产品来自达尔尊（Tarjun）港口（南加里曼丹省）。

• 在中国，棕榈油贸易企业数量众多，流通渠道发达。华北地区（天津及其邻近城市以及山东省）、华东地区
（上海及其邻近城市如张家港、泰兴和宁波）和华南地区（广州及其邻近城市如上浦、深圳和厦门）是进
口、加工和销售棕榈油的三个主要地区。这三个地区分别占总进口的24％、34％和34％，合计占中国总
进口量的92％。.

1c.2主要出口商和进口商

• 贸易协会和数据表明，中加里曼丹至少有82家棕榈油厂，东加里曼丹有62家油厂，西加里曼丹有95家油
厂，合计239家油厂，由在加里曼丹运营的约60个主要集团和企业所有。苏门答腊估计有775家企业，共
计482家油厂。这与苏门答腊岛种植面积最大的估计保持一致（估计为639万公顷）。

• 尽管如此，丰益集团仍继续主导精炼和贸易业务，控制了该地区约50％的炼油总产能。剩余由春金集团
和其他企业分摊。

• 对中国精炼行业专家访谈的主要发现：丰益国际占领了食用油和其他植物油脂产品市场50％以上的份
额（例如，下游的肥皂和人造黄油等副产品）。

• 其他进口和采购企业包括中粮（估计拥有25-30％的市场份额）和中储粮（预计拥有15％的市场份额）。.

1c.3种植园地产和小农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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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种植园占油棕种植总面积的55％（770万公顷），其次是小农户种植园（占41％，560万公顷）和政府
种植园（占5％，64万公顷）。

• 小农户在苏门答腊占主导地位，而私人种植园在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占主导地位。.政府种植园在苏门
答腊最多。

1d供应链举措

• 在中国，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棕榈油供应链举措正不断扩大。CLSA-WWF在2018年的审查中指出，
RSPO在主要行业协会和主要棕榈油买家的支持下在中国开展业务，提高了中国消费者对可持续棕榈
油的认识，并增加了中国RSPO成员的数量。

• 中国主要的棕榈油生产商：天津聚龙和中兴农业综合公司，还不是RSPO成员。

• 我们在2019年5月底完成的访谈结果表明，业内人士对中国可持续棕榈油的发展并不乐观（甚至有些
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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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b案例研究
本部分介绍了丰益国际和中粮集团60（分别2页的摘要）以及聚龙和中兴（ZTE）农业综合公司（分别1页）中
印尼—中国关联和可持续发展倡议的简短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以桌面研究的方式进行，所用信息来自
企业相关报告。

益海嘉里（丰益中国）和丰益国际有限公司

概述。丰益国际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农业综合企业，从事油棕种植、油籽压榨、食用油精炼、
糖、大米和面粉相关业务。它的101个精炼厂中有51个（棕榈油和软油产能超过2800万吨）位于中国。其旗
舰品牌Arawana在中国食用油市场（由大豆、菜籽、玉米、向日葵、芝麻、花生和山茶制成的油）以及大米、面
粉、豆奶粉，面条和混合谷物中占有45％的份额61。在2018年财政年度，丰益国际全球热带油销售量为2430
万吨（不包括种植园产油）、油籽和谷物销售量3720万吨，糖销售量1170万吨。.2007年，丰益国际与郭氏粮
油集团的油脂和谷物以及油棕种植业务合并。扩大后的丰益集团成为领先的农业综合企业；将郭氏集团在
东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油棕种植园与丰益的印尼种植园联合起来；并结合在华投资的粮油企业成立了益海
嘉里集团（分别为丰益和郭氏集团，成立了丰益中国）。ADM是丰益国际的长期投资方和业务合作伙伴，持
有该公司大量股份。

丰益国际有限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政策透明度工具包（SPOTT）”中获得83％的评分，在SPOTT评估的70家
公司中排名第七。益海嘉里（丰益中国）目前未做SPOTT评估62.

在印尼和中国的业务部门63.

• 印尼。与棕榈相关的部门：34个棕榈油厂，8个PK压榨机（主要在印尼），25个精炼厂，4个油脂化工厂，4
个特种油脂和12个生物柴油厂。.2018年财年，该公司东南亚（包括印尼）部门的收入75.6亿美元（棕榈和
其他产品）；2017年财年非流动资产为69.2亿美元。

• 中国。.51家精炼厂，10个油脂化工厂，6个特种油脂和0个生物柴油厂；并通过联营方式拥有：7家精炼
厂，2家油脂化工厂，2家特种油脂和0家生物柴油厂。占棕榈相关产品市场份额的45％；包括150万吨食
用油、煎炸油及其他；.100万吨特种油脂，50万吨油脂化学产品。2018年财年收入249.9亿美元（棕榈和
其他产品）;.2017年财年非流动资产为69亿美元。

丰益中国公开上市，市值为120-130亿美元。据商业新闻64报道，丰益中国预计将于2019年第四季度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作为最大的上市植物油和食品原料生产商，其首次公开发行或首次公开招股的市值可能
达到12-13亿美元。它在中国拥有强大的“.Arawana”品牌，这是一个著名的高级家用品牌，商品包括食用
油、包装大米、面粉和包装干面条。丰益集团包装食用油市场份额估计为45％，植物油包括棕榈在内。

益海嘉里在中国的投资额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约合44亿美元）。拥有27,000名员工，在26个省设有70多个
生产基地，以及100个企业实体。益海嘉里的消费品牌包括金龙鱼（Arawana）、欧丽薇兰（Olivoila）、胡姬
花（Orchid）、香满园（Wonder.Farm）、海皇（Neptune）、丰苑（Fengyuan）、金味（Golden.Delicious）、锐龙

60.鉴于规模和复杂性，对丰益国际和中粮集团的回顾篇幅可更长。.
61.https://www.agriculture.com/markets/newswire/factbox-wilmars-operations-in-china..
62.截至2018年11月的数据。https://www.spott.org/palm-oil/，于2019年10月17日访问。
63.Wilmar.International《.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全球业务部分。热带油：2430万吨，收入170.6亿美元（在50多个国家/地区种

植、生产和销售棕榈油和月桂油）。.油籽和谷物：3120万吨，生产收入为156.9亿美元（中国领先的大豆压榨厂，也是全球最大的面
粉加工厂之一），而消费者包装食用油则为600万吨，67.9亿美元。糖：1170万吨，40.1亿美元。其他（肥料和运输）：收入23亿美元。

64.https://sbr.com.sg/agribusiness/news/wilmars-china-unit-set-12-13b-market-cap-upon-shanghai-ipo-analyst

https://www.agriculture.com/markets/newswire/factbox-wilmars-operations-in-china
https://www.spott.org/palm-oil/
https://sbr.com.sg/agribusiness/news/wilmars-china-unit-set-12-13b-market-cap-upon-shanghai-ipo-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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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yland）、.洁劲100（Jiejin.100）等。其产品包括小包装食用油、大米、面粉、精制面条、米粉、豆浆，以及用
于餐饮业的特殊谷物和油、食品原料和辅助材料以及油脂化工产品。其产品通过自己的广泛分销网络出售。
益海嘉里表示，其重点是生产“营养、健康和安全的优质谷物和油脂产品”。

设施分布图 	4.

注：51家精炼厂、10家油脂化工厂、6家种特种油脂厂。.丰益国际在中国的棕榈油和软油精炼加工能力占其全球总产能的一半，即2800
万吨的一半1400万吨。.
资料来源：丰益集团网站（于2019年6月23日访问）以及作者对企业信息的估计。

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举措：a）可追溯性。.96％的产品可追溯到工厂一级。.丰益集团（及其他）从港口
和精炼厂追溯到棕榈油源产地的供应流，以绘制其供应基地图，根据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政
策（NDPE）评估供应商绩效，并就出现的问题与供应商进行沟通；b）RSPO。.76％的种植面积经过RSPO认
证，共生产约681,000吨经RSPO认证的棕榈油。丰益集团报告称其2017年经RSPO认证的处理/交易/加工
量（吨）分别如下：精炼/毛棕榈油（CPO）.770,110吨；棕榈仁油（PKO）.140,644吨；棕榈仁粕（PKE）.140,071
吨；.棕榈基衍生物和分离产品2,411吨；c）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d）其他——澳大利亚的3家工厂均通过
Bonsucro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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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集团 

概述。中国最大的国有谷物进口商中粮集团其政策是在海外收购谷物。该国有企业已转变为中国重要的国
际农业贸易商和农业综合企业。该计划是到2015年预留100亿美元用来海外采购，并计划将其加工能力从
2012年的5000万吨提高至7700万吨/年。该集团的一些产能是通过与其竞争的国际贸易集团（包括益海嘉
里）合资的方式实现。通过收购Nidera、Noble等公司，它集团成为“可信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官僚与国际
谷物贸易商的关系仍让人不安，一些人担心他们会利用过多的定价权。”65.

中粮集团业务部门包括：中粮国际、中粮贸易、中粮粮谷、中粮油脂、中化生化，中粮饲料、中粮糖业、中粮纺
织、中粮生物技术、中粮酒业、中粮可口可乐、中粮肉食、中国茶叶、蒙牛乳业、我买网（Womai.COM）、中粮
包装（CPMC），中粮资本、大悦城控股（GRANDJOY）、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NHRI）。

中粮国际致力于成为全球谷物、油籽和食糖供应链的引领者，其资产遍布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在35个国
家/地区拥有12,000名员工，与5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贸易，以满足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需求。其股东为中
粮集团、中投公司、厚朴基金、淡马锡、国际金融公司（IFC）和渣打银行。中粮国际营业收入高达340亿美元，
年经营总量为1.05亿吨，其港口吞吐量为3300万吨，加工能力为2600万吨，内陆存储能力270万吨，全球资
产的60％位于全球第一大出口地区——南美地区。66.

中粮集团目前未开展SPOTT可持续发展评估。67.

印尼和中国的业务部门

• 印尼。中粮集团不经营任何油棕种植园或工厂。在印度有一家精炼厂，其在棕榈油价值链中的主要角色
是贸易商和精炼商，为中国和印度的市场提供服务。68.

• 中国。中粮油脂拥有30家生产企业，年油料加工能力为2180万吨，年油脂精炼能力为600万吨，年油脂
灌装能力为500万吨，位列亚洲第一。年销售散装油、包装油、粕和专用油脂等各类产品1570万吨。中
粮油脂公司是福临门（Fortune）品牌小包装食用油的主要供应商，旗下拥有四海（Fourseas）、福掌柜
（Fuzhanggui）、喜盈盈（Xiyingying）、谷花（Guhua）等其他知名品牌。69棕榈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为
25％。.

65.https://www.ft.com/content/978dae32-a452-11e3-b915-00144feab7de..
66.COFCO集团网站，2019年6月。.
67.截至2018年11月的数据。https://www.spott.org/palm-oil/，于2019年10月17日访问。
68...COFCO集团发布的《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69.http://www.cofco.com/en/BrandProduct/COFCOOils/..

https://www.ft.com/content/978dae32-a452-11e3-b915-00144feab7de
https://www.spott.org/palm-oil/
http://www.cofco.com/en/BrandProduct/COFCO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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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设施分布图 	4.

注：30个设施。压榨加工能力为1,570万吨，油脂精炼加工能力为570万吨。2018年，油籽粕和植物油销售量分别为970万吨和570万吨。
资料来源：中粮集团有限公司（COFCO.），2018年年度报告

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举措：a）RSPO成员。中粮集团（英文名称：China.Agri-Industries.Holdings.
Limited）报告称，2017年处理/交易/加工的所有棕榈油和油棕产品总量为210,000吨，经RSPO认证的精
炼/毛棕榈油（.CPO）为6,000吨。b）中粮集团《.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中粮集团正准备在2019年启
动其《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政策》。中粮集团还将与Proforest合作，为所有直接供应商建立可持续发展形象，
将棕榈油追溯到工厂层面。根据这些信息，对供应基地的环境和社会分析将识别潜在的热点问题，以供进
一步纳入供应商参与并采取纠正措施。利益相关方可使用全球诚信热线提出与棕榈油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有关的申诉。.c）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d）联合国举措——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e）其他——中粮供应商行为准则、中粮可持续大豆采购政策（与大自然保护
协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良好棉花保证计划（BCI）、多项可持续咖啡认证和验证计划（包括公平贸易、
USDA有机认证、4C、Utz.、雨林联盟）、IFC绩效标准。

油籽加工

大米加工及贸易

小麦加工

酿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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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聚龙

概述。天津聚龙集团于1993年在中国成立，在印尼拥有油棕榈种植园。该集团从事油棕种植、加工、制造和
贸易业务。在中国，其“假日”品牌提供棕榈－橄榄混合料、特级棕榈果油、棕榈粒混合料和混合油。

天津聚龙在SPOTT的可持续性评估中得分为0.4％，在SPOTT评估的70家公司中排名第70。70

在印尼的棕榈业务71：

• 聚龙印尼网站指出，该集团于2006年在加里曼丹开发油棕种植园，并于2011年开发辅助压榨厂（棕榈油
厂）。迄今为止，已开发50,000公顷的种植园，并拥有140,000公顷的储备土地。其业务所在区域主要为
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并在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加里曼丹和南苏门答腊设有地产。

• 此外，它还与40多家印尼公司合作开展油棕种植，总面积达10,000公顷，使当地社区的5,000多个家庭
和20,000人受益。

• 2011年1月，聚龙集团位于南加里曼丹的第一家棕榈油厂投产，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企业拥有的第一家棕
榈油工厂。

• 拥有6万公顷的油棕种植园，聚龙集团自身以及合作企业每年可生产20万吨以上的棕榈油（假设每公顷
CPO产量为3.5吨）。

在中国的棕榈业务72——“中国棕榈油行业的引领者，也是世界第一家获得“绿色食品”证书的棕榈油加工
商，拥有中国棕榈油市场最高的份额，并且是2011－2012年度“全球竞争力20强企业”.；2012年的营业收
入为人民币200亿元（合29亿美元）。”

可持续发展举措和问题

• 该集团不是RSPO的成员。于2017年底暂停天津聚龙集团的会员资格（由于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进展报
告（ACOP）报告，被停权的成员有几个月的时间来更新此信息）。73天津聚龙集团截至2019年5月24日尚
未成为会员74.（会员资格已于2017年10月终止）。它是天津聚龙贸易有限公司旗下的棕榈油加工商和/
或贸易商。与此同时，在RSPO投诉系统中也提到了针对聚龙集团一家子公司的投诉，但由于未正式投
诉，已结案。75.

70.截至2018年11月的数据。https://www.spott.org/palm-oil/，于2019年10月17日访问。
71.https://julongindonesia.com/about.html.
72.http://www.julongchina.com/en/..
73.https://www.marketscreener.com/news/RSPO-Roundtable-on-Sustainable-Palm-Oil-Suspension-and-Termination-due-to-

non-submission-of-ACOP-r--25133466/
74.https://rspo.org/members，2019年5月24日访问。..
75.“PT.Rezeki.Kencana（聚龙集团的子公司）是丰益国际的供应商。Link-Ar.Borneo于2017年4月30日指控PT.Rezeki.Kencana在

以下方面违反RSPO原则与标准（.P＆C）：i）在未实施适当的FPIC情况下，从Desa.Kampung.Baru开发了本由Serikat.Tani.Darat.
Jaya所有的土地（土地掠夺）；.ii）对当地社区进行刑事犯罪和恐吓。状态：方框A。收到投诉。状态更新，2017年8月24日–该公司已
解释说，当事方并未正式向他们提出投诉

https://www.spott.org/palm-oil/
https://julongindonesia.com/about.html
http://www.julongchina.com/en/
https://www.marketscreener.com/news/RSPO-Roundtable-on-Sustainable-Palm-Oil-Suspension-and-Termination-due-to-non-submission-of-ACOP-r--25133466/
https://www.marketscreener.com/news/RSPO-Roundtable-on-Sustainable-Palm-Oil-Suspension-and-Termination-due-to-non-submission-of-ACOP-r--25133466/
https://rspo.org/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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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发布了《.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
报告》，该报告包括了聚龙集团的案例以及中石油、华为和海南航空等18家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
践。76.

中兴农业综合企业 

概述。中兴集团旗下的中兴能源有限公司（Zonergy）是一家中国能源集团，在海外开发太阳能光伏、绿色云
计算、生物质能和棕榈业务。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中兴通讯的主要股东。
Zonergy的附属公司包括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中兴农业综合刚果SPRL、中兴农
业印尼公司、中兴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和中兴能源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该公司在巴基斯坦拥有大型项
目，包括工程、采购和建筑（EPC）服务领域。

目前尚无有关中兴能源/中兴农业综合企业的SPOTT可持续性评估信息。77.

在印尼的棕榈业务.

• 中兴集团（ZTE）的中兴能源在2018年12月报告中称，中加里曼丹省的中兴能源棕榈园已开始运营，
占地8000公顷，拥有一家棕榈油厂；在巴布亚拥有15万公顷的储备土地。截止2014年78，印尼PT.中兴
农业综合企业在西加里曼丹省的三发（Sambas）和中加里曼丹省的Kotawaringin地区经营的土地
面积达.32,000公顷，已种植面积为15,000公顷。它已收购位于三发的3家企业所拥有的种植园，包括
PT.Ranawastu.Kencana、PT.Karya.Boga.Mitra和PT.Karya.Boga.Kusuma。Syamsir已种植的土地达
10,000公顷。

• 中兴农业综合企业在西加里曼丹州的三发拥有1家棕榈油厂，每小时产能为60吨鲜果束（FFB）。在中
加里曼丹的桑皮特（Sampit）地区，7,000公顷土地中的5,000公顷已种植；并拥有来自PT.Sinar.Citra.
Cemerlang的地产。该公司计划于2015年在桑皮特成立1家棕榈油厂，每小时产能为45吨FFB，耗资
1200亿印尼盾。

• 2014年，公司目标是在2015年达到50,000公顷，到2020年达到100,000公顷；投资计划为10亿美元，已
支出1亿美元。

• 中兴集团拥有30,00079至50,000公顷的油棕种植园，每年可生产多达17.5万吨的棕榈油（假设每公顷生
产3.5吨毛棕榈油）。

在中国的棕榈业务：中兴农业综合企业在中国境内似乎没有棕榈业务80。

可持续发展举措和问题：中兴农业综合企业（中国在印尼的第二大棕榈油投资商）也不是RSPO的成员。

76.http://www.lswz.gov.cn/html/zt/qglscy/2018-06/14/content_237036.shtml 
77.数据截止日期2018年11月。https://www.spott.org/palm-oil/,..于2019年10月17日访问。
78.https://sawitindonesia.com/2020-zte-agribusiness-targetkan-kelola-lahan-sawit-100-ribu-ha/..
79.http://www.zonergy.com/area5/i=29&comContentId=29.html
80.http://www.zonergy.com/en_about/i=38&comContentId=38.html..

http://www.lswz.gov.cn/html/zt/qglscy/2018-06/14/content_237036.shtml
https://www.spott.org/palm-oil/
https://sawitindonesia.com/2020-zte-agribusiness-targetkan-kelola-lahan-sawit-100-ribu-ha/
http://www.zonergy.com/area5/i=29&comContentId=29.html
http://www.zonergy.com/en_about/i=38&comContentId=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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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主要数据来源已在本报告“方法和数据”.部分中列出，参考文献还体现在报告主体内容的脚注中。

附录A1：丰益集团棕榈和月桂产品的可追溯性信息
由于丰益集团占中国棕榈产品市场45％的份额（甚至更多），更多细节内容可参考丰益集团发布的报告。下
面，我们将重点介绍丰益集团的可追溯性信息。关键发现81:.

A.. 丰益集团关于印尼13座炼油厂的报告。

B.. 丰益集团在印尼的加工厂（特别是在杜迈-苏门答腊）的可追溯性低于马来西亚（半岛地区，砂拉越）；但
是在“可追溯到种植园”方面的努力正取得进展，一些地方已达到10-40％。

C.. 丰益集团报告了其在中国的专用脂肪和油脂化学品业务；共有10家实体（其所有业务线中70-100个生
产和/或企业实体的十分之一）。

D.. 丰益集团拥有6家精炼厂生产专用油脂：6家处理棕榈油和4家处理月桂/棕榈仁油。拥有4家制造油脂化
学品的精炼厂：使用棕榈和月桂两种原料。

E.. 丰益集团对用于生产专用脂肪的月桂（棕榈仁油）的可追溯性（几乎100％）比用于生产专用脂肪的棕榈
（硬脂）.（60-90％）的可追溯性更强（更高）；对于油脂化学品，棕榈的可追溯性约为70-80％，而月桂油
脂化学品的可追溯性范围很广，可追溯性为.30-100％。

F.. 丰益集团丰益集团当前不提供对核心精炼产品（即油精和硬脂分离产品）的可追溯性信息。其中一些
将用于制造专用脂肪和油脂化学品。但其余的将用于食用油、煎炸油，最终用于生物柴油（如果价格合
适）等。82.

G.. 如果丰益集团精炼厂处理了中国进口棕榈的大约一半，即每年300万吨；专用脂肪约占100万吨，油脂类
化学品约占50万吨（来自丰益集团报道的可追溯性数据）；因此，也许丰益集团一半的销量被其在中国的
部门采购。我们还可以推断出，丰益集团棕榈油中有150万吨可能会用于食用油、煎炸油和其他用途。

81.2019年第一季度丰益集团可追溯性国别统计数据和作者的分析结果
82.有关油精部门的信息，共涉及20个主要参与者，请参阅附录A2中大连商品交易所（DCE）指定的RBD棕榈油精交付仓库参与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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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益集团有关棕榈和月桂的可追溯性报告（印尼和中国）
资料来源：2019年第一季度丰益集团溯源国别统计数据。

印尼

中国

印尼

中国－特种脂肪

中国－油脂化工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棕榈 棕榈
广州粮油

油脂科技－东莞 油脂科技－连云港 油脂科技－上海 油脂科技－天

嘉里粮油－
天津

连云港特种
油脂

秦皇岛金海嘉里特种
油脂－ 	4.
上海

南海－
赤湾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 棕榈棕榈棕榈棕榈 棕榈

未知

未知

未知

共计有1034万公吨毛棕榈油（CPO）和135万公吨棕榈仁油（PKO）来自其印尼精炼厂，这些产品至少可追溯到工厂。

图例
精炼厂 代码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广州粮油
嘉里特种油脂（上海）有限公司 嘉里特种油脂-上海
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 嘉里粮油－天津
益海(连云港)特种油脂有限公司 连云港特种油脂
秦皇岛金海特种食用油工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金海
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 南海-赤湾

总计共98万公吨棕榈产品，2万公吨月桂酸产品进入上述中国精炼厂，这些产品至少可以追溯到工厂。

图例
精炼厂 代码
Wilmar 	4.Oleochemical 	4.(Dongguan) 	4.Co., 	4.Ltd 丰益油脂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Wilmar 	4.Oleochemical 	4.(Liangyungang) 	4.Co., 	4.Ltd 丰益油脂科技（连云港）有限公司
Wilmar 	4.Oleochemical 	4.(Shanghai) 	4.Co., 	4.Ltd 丰益油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Wilmar 	4.Oleochemical 	4.(Tianjin) 	4.Co., 	4.Ltd 丰益油脂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共计有33万公吨棕榈产品和4万公吨月桂酸产品进入中国的上述精炼厂，这些产品至少可以追溯到工厂。

精炼厂 精炼厂
图例

代码 代码

可追溯
到工厂

可追溯
到工厂

可追溯
到工厂

追溯到种植园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 月桂酸月桂酸 月桂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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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2： 针对精制漂白除臭棕榈油精（RBD Palm Olein）83的DCE指定交付
仓库

序号 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交货区 同等
交货
仓库

（是/
否）

与同等
交付仓
库相比
的保费
和折扣

（元/公
吨）

合同能
力（公
吨）

1 泰州市过
船港务有
限公司

江苏省泰兴市
经济开发区通
江西路45号

225404 Li.Long 0523-8787.1657
0523-8767.129.(F)
13812490696

油罐场 否 50 10000

2 丰益（上
海）生物技
术研发中
心有限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高东路118
号

200137 Ren.Zhe 021-31197013
021-6846790.(F)
18621681299

油罐场 否 50 10000

3 金光食品
（宁波）有
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
北仑区黄河北
路1号

315800 Zhang.Yun 0574-86886932
0574-86886931.(F)
13906693639

油罐场 否 50 10000

4 中粮新沙
粮油工业
（东莞）有
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
麻涌镇新沙港
工业区

523147 Chen.
Sulan

0769-81257476
13928922223
0769-88236050.(F)

油罐场 是 0 30000

5 中储粮油脂
工业（东莞）
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
麻涌镇新沙港
工业区

523147 Jiang.
Baodong

0769-88236688-1193
0769-88230288.(F)
13829192702

油罐场 是 0 40000

6 益海(广州)
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

广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东江
大道2号

510730 Yu.Ping 020-82208122
020-82089791.(p)
13826117915

油罐场 是 0 30000

7 中储粮镇江
粮油有限公
司.

江苏省镇江市
谏壁镇粮山村

212008 Guo.
Hongfeng
Zhang.Jie

0511-81996632/44
0511-81996630.(F)
15051116866
13861350613

油罐场 否 50 20000

8 中粮东海粮
油工业（张
家港）有限
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
市金港镇东海
路1号

215634 Wang.
Yinfang

0512-58389121
0512-58388235.(F)
13115110095

仓库区 否 50 10000

9 嘉里粮油
（天津）有
限公司..

天津港保税区
津滨大道95号

300461 Liu.
Fuchun

022-66271665
022-66271167.(F)
13752718639

油罐场 否 100 10000

10 东莞嘉吉粮
油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
麻涌镇新沙港
工业区

523147 Bao.Yije 0769-82661731
0769-88239558.(F)
15622280377

仓库区 是 0 20000

11 江苏省江海
粮油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
市金港镇宝岛
路1号

215634 Xu.Wen 025-84798199
02584799258.(F)
13906249916

仓库区 否 50 20000

83.http://www.dce.com.cn/DCE/resource/cms/2017/05/ZDCE%20Palm%20Oil%20FuturesTrading%20Manual.pdf

http://www.dce.com.cn/DCE/resource/cms/2017/05/ZDCE%20Palm%20Oil%20FuturesTrading%20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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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交货区 同等
交货
仓库

（是/
否）

与同等
交付仓
库相比
的保费
和折扣

（元/公
吨）

合同能
力（公
吨）

12 嘉吉粮油
（南通）有
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
经济技术开发
区同兴路1号

226009 Zhou.Bin 0513-85966703(O)
0513-85966703(F)
13811170634

仓库区 否 50 20000

13 中纺油脂
（天津）有
限公司.

天津港塘沽保
税区东方大道
88号

300461 Chen.
Jigou

He.
Jianpeng

022-66272182276(O)
022-66272285(F)
13602186480
13752714481

仓库区 否 100 40000

14 中粮佳悦
（天津）有
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
区临港经济区
渤海40路510号

300452 Xu.Li 022-25618208
022-25618209(F)
13602031376

仓库区 否 100 30000

15 中储粮油脂
（天津）有
限公司.

天津市天津港
保税区海滨6路
29号

300461 Li.Ling 022-66275096(O)
022-66271975(F)
13820205822

仓库区 否 100 20000

注：合同容量是指交货仓库与交易所签订的协议中的最低保证仓库容量。.交货仓库实际存储的货物可能超过合同规定的容量。

精制漂白除臭棕榈油精（RBD Palm Olein）的DCE指定交货仓库清单（工厂仓库）

序号 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同等
仓库
最大
收货
量

日交付
速度（公
吨/天）

同等交
货仓库

（是/否）

与同等交
货仓库
相比的保
费和折扣

（人民币
元/公吨）

1 天津龙威粮
油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港保税区
海滨五路136
号

300461 Yang.
Yuwei

022-25764808
022-25764725
13820819160

30000 2000 否 100

2 华东油脂工
业（泰兴）有
限公司

江苏省泰兴市
经济技术开发
区沿江路12号

225404 Zhou.
Tao

0523-87679332
13852885897
0523-87679353

9000 600 否 50

3 仪征方顺粮
油工业有限
公司.

江苏省仪征市
油港路3号

211900 Wen.
Ruifeng

0514-83299628
0514-83299605
13773360371

12000 800 否 50

4 靖江龙威粮
油工业有限
公司.

江苏省靖江经
济开发区新港
园区安宁村岳
怀埭68

214500 Yang.
Yuwei

0523-84228416
0523-84228422
13641570858

18000 1200 否 50

5 广州植之元
油脂实业有
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
万顷沙镇万环
西路新安工业
园

511462 Ma.
Yixiang

020-87520888
020-85506263
1592216937

15000 1000 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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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介绍
“印尼－中国可持续棕榈油最终报告”的第2部分将更深入地探讨棕榈油行业中的性别问题、中国贸易问题
和约定，以及2018年Trase数据更新。研究时间为2020年1月至3月中旬。本部分内容是基于对第1部分的反
馈信息而添加。

方法与数据 
模块1：性别问题。

对选定报告的案头审查中发现了关键性别平等问题，例如棕榈油种植园中男女角色不同等。然后将这些问
题与所选种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供的信息进行比较，以确定这些企业如何解决性别平等问题。此
外，作为补充数据，还参考了SPOTT（2019）的相关评级信息。

模块2：中国贸易协定及问题。

通过桌面研究和对贸易专家的采访，对相关的中国贸易协定和问题进行了回顾，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对印
尼棕榈油行业的潜在影响。

模块3：大型种植园和中国的业务联系。

有关主要种植集团在中国的收入和种植园地产的指标是从年度报告、企业网站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获取。
另外，通过对种植园和贸易专家的采访来对此进行补充。

模块4：间接投资，以及印尼棕榈油行业中的中国资本流。

从森林与金融（2019）获得的数据，以了解中国在印尼棕榈油行业的间接投资流。然后将这些信息细分到印
尼相关的种植园企业从中国金融机构获得的融资以及棕榈油商品的融资。

模块7：RSPO溢价及其驱动因素。

依据作者先前对贸易商和专家的采访（参见参考文献）以及本研究主要报告所用的2019年中期数据，对中
国、欧盟和其他全球买家的不同溢价进行了分析。2020年2月和2020年3月，对可持续发展、贸易和其他专
家进行了访谈，以对本报告进行补充。

模块8：出口地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对Proforest内部报告涉及的分省的社会和环境风险（Proforest.2020a，Proforest.2020b）信息进行了审
查，并将一些学术文献中获得的相关信息对其进行补充。这些数据按省进行了查阅，并提供了按区域划分
的棕榈出口关键指标（2020年趋势）以及相对于生产面积的统计指标（来自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的数据，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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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9：Trase数据。

主报告中的2013/2014年Trase数据已更新为Trase截至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印尼和中国的最后出口商/
首个进口商2013年和2018年的出口量（根据2018年出口量选择）。

模块10：发现和建议。

本节概述了本报告增加的七个部分的关键发现。通过对两名印尼棕榈和贸易专家的访谈，总结了.正式贸易
协议中可持续棕榈油的关键问题。就建议部分侧重于自愿性倡议，是作者在咨询Proforest专家的情下，基
于自身12年观察和分析棕榈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经验而提出。

本报告中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是可公开获得的官方资料，以及对熟悉印尼-中国贸易流的部分专家的采访。
本报告中使用的信息和数据源包括：

• 企业报告：主要是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

• 森林与金融数据集

• Trase.数据集（基于提单，棕榈油当量交易）

• SPOTT评分

• 访谈——市场情报、RSPO溢价和贸易问题；和

• 其他参考资料（请参见“参考文献”部分）。

数据受限归因于企业在计数方法、财务报表格式和指标方面存在不一致。我们已使用多重集团名称以便更
具描述性说明其伞妆从属关系（例如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请参阅表M1以查看公
司和集团名称。

该报告参考了不同数据集中所选集团（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金光集团、春金集团、金鹰集团-顶峰集团
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和丰益集团）的相关数据。.森林与金融（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Trase数据（依
据作者经验来整合集团数据）可能无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体现所选集团的数据，因此，因此尽管进行了市
场专家访谈来对相关结论进行验证，但分析和发现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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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M1： 种植集团及其业务部门。

本报告中涉及的集团名
称

年度&可持
续发展报告

森林&金融 Trase（涉及的单位包括） 

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
司-金光集团

金光集团农业
资源与科技有
限公司

金光集团 金光集团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Ivo.Mas.Tunggal、
Binasawit.Abadi.Pratama、Purimas.Sasmita、Sinar.
Meadow.International.Indonesia、Golden.Agri.
International.

春金 春金 春金集团 Intibenua.Perkasatama、春金集团、Wira.Inno.Mas、
Megasurya.Mas、Sukajadi.Sawit.Mekar、Agro.
Makmur.Raya、Inter-Continental.Oils.&.Fats.

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
公司-亚洲种植集团

亚洲种植集团 金鹰集团 Riau.Andalan.Pulp.&.Paper、Kutai.Refinery.
Nusantara、AAA.Oils.&.Fats、April.Far.East.Malaysia.
Sdn.Bhd、Sari.Dumai.Sejati.

丰益 丰益国际有限
公司

丰益集团 Multimas.Nabati.Sulawesi、Multimas.Nabati.
Asahan、Wilmar.Nabati.Indonesia、Sukajadi.Sawit.
Mekar、丰益集团

Best.Industry集团 .. Best.Group. Berlian.Eka.Sakti.Tangguh、Berkah.Emas.Sumber.
Terang、Batara.Elok.Semesta.Terpadu.

云顶种植. .. 云顶集团. -

哈利达集团－布米达马农
业公司-IOI

.. 哈利达集团 -

怡和-Astra.Agro.i. .. 怡和集团集团 Tanjung.Sarana.Lestari,.Kreasijaya.Adhikarya.

怡和-Astra.Agro.与吉隆
甲洞.

.. （不相关，因为该
公司为合资公
司）

Astra-吉隆甲洞

吉隆甲洞-峇株加湾 .. 峇株加湾集团 Steelindo.Wahana.Perkasa.

Permata.Hijau集团 Nagamas.Palmoil.Lestari,.Permata.Hijau.Palm.Oleo,.
Permata.Hijau.Sawit,.Nubika.Jaya,.Virgoz.Oils.And.
Fats.

三林-印多福-印多福农业 .. 三林集团 Salim.Ivomas.Pratama.

森那美种植 .. .. Golden.Hope.Nusantara,.森那美

Surya.Dumai-第一资源 .. Adhitya.
Serayakorita,.
First.Resources.

Adhitya.Serayakorita,.First.Resources

天津聚龙 .. 天津聚龙 新加坡聚龙国际投资

注：本报告中使用的集团名称旨在提供更广泛的描述性参考。“...”未包括在内（因为不在本报告附录E3节中更详细审查的核心集团名
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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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性别问题
本节探讨了印尼棕榈油生产过程中性别平等问题的现状。从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或其他报告中获取了对
主要种植集团中劳动力参与的估测数据，并进一步参考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学术文献中有关劳工的报告。此
外，还对未来朝着性别敏感型和/或更具变革性方法发展的趋势展开了讨论。.

非政府组织报告和学术文献指出，印尼棕榈油行业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其中包括：（1a）妇女主要
从事临时工和零工；.（1b）女性工人被剥夺了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包括月经假和产假，部分归因于他们的工
作性质（短期/临时）；（2）对女性工人的保护不足；妇女通常要承担植株维护任务，例如在未采取充分保护
措施的情况下喷洒农药和撒施化肥等这类接触有害化学物质的工作；.（3）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家庭成员
无偿提供棕榈油生产援助。

2016年，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关于向丰益国际提供棕榈油的印尼棕榈种植园劳工问题报告
进一步解释：（1）大多数妇女作为零工被临时雇用，几乎没有机会成为长期雇工。因此，这些妇女不享受医
疗保险和养恤金等福利，更容易遭受虐待，例如突然被解雇或因未能达到目标而任意削减工资；.（2）临时工
不享有病假和产假。他们还很难获得月经假——要获得经期休假必须由医生出具证明，然而医生往往是男
性。（3）一些种植园未能为其维护工人提供足够的安全设备；（4）许多临时工已在工厂维护部门从事体力劳
动。大多数人在轮班后通过协助丈夫收割从事额外的工作，而他们并未得到任何补偿。

自大赦国际发布报告以来，似乎主要种植园集团均试图做出回应（关键问题和回应总结如下）。对于某些重
大问题，相关信息我们参考了大型综合种植园集团近期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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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a： 印尼种植园中的性别问题以及企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所选报告中识别的
问题

金光集团-金光农业
资源发布的2018年

可持续发展报告

春金集团发布的
2018年可持续发展

报告

金鹰集团-顶峰集团
有限公司-亚洲种植
集团发布的2018年

可持续发展报告

丰益集团发布的
2018年可持续发展

报告

问题#1a：绝大多数妇
女为临时工和零工

定期雇用的工人，他
们希望成为满足所需
工作条件的长期员
工。

2018年12月，.有5％
的工人是临时工，签
署短期合同。在其按
照合同工作三个月的
前提下，有资格获得
长期雇佣资格。

不适用 截至2018年12月，有
90.4％的工人为长期
雇用。

问题＃1b-女工不享
有养老金和其他福
利（例如月经假和产
假），部分原因是其临
时/零工的雇用状态

全职工人和家庭可免
费获得医疗保健。.他
们还拥有住房，基本
必需品和儿童免费教
育。.兼职工人将获得
免费医疗服务，并在
居住地学校为其子女
提供免费教育。

为临时工购买保险。 女工享有带薪产假。
在居住区附近为有学
龄前儿童的工人提供
日托中心。

在中加里曼丹省，所
有工人都属长期雇用
性质，妇女工人可获
得产假津贴。月经假
的申请也越来越容
易，手续也不繁琐。付
给妇女的所有福利和
补贴都与男性工人相
同。

问题＃2：职业健康与
安全——充分的女工
保护设备（通常需执
行植物维护工作，使
用农药和化肥等接触
有害化学物质的工
作）

要求配戴个人防护装
备。.面临潜在健康和
安全隐患的工人会接
受特殊的医学检查。

在农药施用过程中执
行配戴个人防护设备
的政策要求和程序。
对处理化学品的工人
开展定期培训和免费
体检。

要求配戴个人防护装
备。定期对接触化学
药品的工人进行体
检。不得要求母乳喂
养工人在化学药品的
环境中工作。

要求处理化学品的工
人接受定期培训。强
制配戴个人防护装
备。要求工人轮班之
后必须淋浴。每个站
点都提供淋浴设施。

问题＃3：家庭成员（包
括妇女和儿童）无偿
援助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PPE.=个人防护设备。.资料来源：大赦国际（2016）、.Bissonnette（2013）、CIFOR（2018）、Elmhirst等人（2017）、国际劳工组织等
（2019年）、Kinly（2015）、Proforest（2020a，内部文件）。

种植园集团还提供了有关劳动力中妇女的数据。下表E1b中简要总结了此类信息。关键发现包括：（1）一般
来说，妇女约占种植园和工厂工人的四分之一；（2）在某些企业中，其女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占75-92％）属
于临时工。.丰益集团、金光农业资源和春金集团指出，劳动力中的女性喜欢更灵活的工作安排来方便其实
施家庭义务，从而导致大多数女性找不到全职工作。这是由于妇女承担一定程度的无偿照料责任（儿童、家
务劳动、照料老人和患病的家庭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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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b： 关键指标和印尼种植园 

关键指标 金光集团-农业资
源与科技有限公司

春金集团 金鹰集团-顶峰集
团有限公司 –亚
洲种植集团

丰益集团

成熟林公顷数 475,000（a） 约108,552（约121,968
种植总面积的89％）（c）

105,231（总种植面
积）（b）

196,756（包括甘蔗
种植园）

工人人数（种植
园、工厂等）

102,303（d） 20,902 22,630 34,673

固定工人人数
（所有性别）

62,128（61％）（d） 19,859（95％） 8,962（40％） 31,335（90％；中
加里曼丹、苏门答
腊和西加里曼丹为
100％）

临时工人人数
（所有性别）

40,175（39％）（d） 1,043（5％） 13,668（60％） 3,338（10％）

女性工人人数 32,618（d） 5,639 C..6,325 8,725

女性工人人数
（仅临时）

16,387（50％） 不适用 C..5,877（约93％） 不适用

薪资差距（男性/
女性平均工资）

工人（不适用）；
员工（1.04）;.中高
级管理人员（1.03，
1.0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政策-国际劳工标
准
（SPOTT）（e）

联合国人权宣言，自
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原则（FPIC）、RSPO

联合国人权宣言，自由、
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
（FPIC）、RSPO
＋
联合国粮农组织权属负
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联合国人权宣言，
自由、事先和知情
同意原则（FPIC）、
RSPO原则和标准
（2018）

联合国人权宣言，自
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原则（FPIC）、RSPO
原则和标准（2018）
（f）
+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SPOTT评级，适
用于社区、土地和
劳工权利（g）、6
个性别问题平均
分

政策：23/25（92％）
实践：9.8./.16（61％）
及
性别：83％（h）

政策：20/25（80％）
实践：9.3./.16（58％）
及
性别：17％（h）

政策：18/25（72％）
实践：13.7./.16
（85％）
及
性别：58％（h）

政策：23/25（92％）
实践：8.3./.16
（52％）
及
性别：83％（h）

治理——妇女参
与决策

每个种植园或工厂的
OHS委员会。
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
公司管理层和工会设
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和性别平等委员会。

棕榈油产业的性别委员
会。
安全、健康和环境质量
委员会（由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担任主席，每季
度召开一次会议，向人
力资源部报告）

性别平等委员会，
每个管理部门（如
工厂和种植园）设
OHS委员会。

每个种植园设立妇
女/性别委员会；.妇
女委员会设托儿所
（质量）分委员会，并
“于2019年在丰益
集团业务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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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 金光集团-农业资
源与科技有限公司

春金集团 金鹰集团-顶峰集
团有限公司 –亚
洲种植集团

丰益集团

与外部各方合作
的劳工计划

印尼人权委员会
（Komnas.HAM）、
国际劳工组织、雀巢、
Verite、可持续棕榈
油倡议（SPOI）

体面农村生活倡议
（DRLI）

印尼工人工会，
巴丹·喀尔扎·萨
玛·佩鲁萨哈安·佩
克布南·苏门答腊
（BKSPPS）

未来论坛，企业社会
责任（BSR）、Verite

注：OHS.=职业健康与安全，不适用-无可用数据；（a）截至2019年3月31日；（b）摘自2018年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
团的可持续发展报告；（c）摘自2018年春金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d）包括所有级别的所有雇员；（e）由于企业报表的报告格式，我们
依靠SPOTT进行的更为标准化的评估，该评估基于公司政策、运营透明度以及对环境、社会和治理最佳实践的承诺对企业进行评估；
读者应参阅企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以获取实施劳工标准的更全面信息；（f）《RSPO原则与标准》（2018）旨在确保为种植园工人
及其家庭提供充分的保护，以符合国际和当地标准，如ILOT和UN.SDG制定的标准；（g）SPOTT评级是针对社区、土地和劳工权利的；
在此类别下评估的大多数问题都与工人权利有关——在评估的38个问题中，有25个与劳工问题有关；与女性/性别相关的有六个问题；
（h）SPOTT评级是针对企业与性别相关问题的组织、政策和实践。

调查结果摘要：

• 丰益集团和春金集团的临时工人数相对较少（分别为9.6％和5％）。临时工占金光农业资源和金鹰集
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女性工人比例分别为
75％和9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的数据，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可能在非正规部门担任无薪工
人和/或从事零工/兼职工作，这在印尼属于常态。总体而言，关于临时女工人数和基于性别的薪资差异
的数据不完整。

• 随着一些种植园、工厂等成立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委员会，妇女治理工作正不断改善。越来越多企业设
立职业健康与安全（OHS）委员以执行相关安全协议和标准。

• 据SPOTT称，四大种植集团均报告其已实施相关国际劳工标准。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自由、事先和知情同
意原则（或FPIC）是最被广为采用的最一致性标准。有些还采用了其他劳工标准，例如丰益集团采用《国
际劳工组织公约》。

• 据SPOTT称，企业采用劳工标准的政策（较高）和具体实践（较低）评级存在差异。在制定劳工政策时，
评级分数在72％至92％之间。但是，除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得分85％外，企业对
这些政策的实施评级缺介于52％至61％之间。深入了解后，我们注意到，该评级分数目前侧重于数据披
露，而不是实际指标。尽管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在数据透明性方面的评分（比同
行企业更好），但其60％的工人是临时工（比同行企业更糟糕），且93％是女性。

• 重点关注六个专门针对性别问题的评级类别（包括纳入女性参与，解决障碍以及消除运营过程中和与
供应商相关的歧视问题；报告女性雇员的百分比以及按性别分类的工资水平），丰益集团和金光农业资
源的评级平均值最高，其次是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和春金集团（很多选项回答为

“无答案”；更多内容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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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中国贸易协定和贸易问题 
与棕榈油相关的中国贸易问题和协定包括与进口大豆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在影响以及对印尼棕
榈油政策的影响。随后，我们分析了中国（精炼）棕榈油进口商如何实施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
（NDPE）政策而非RSPO。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及其与印尼棕榈油政策的关系

• 为此，我们采访了两名来自雅加达的高级贸易专家，其中一位对棕榈油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非常熟悉，
第二位是智囊团的中国－印尼专家。此外，我们还参考了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近发表的
一篇论文。

• 棕榈油和政治经济专家。 “.由于新冠疫情，̀`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被搁置，决策者（部长们）之间存在
一定的意见分歧。有些人与中国关系较近，一些则不然。”这涉及到疫情期间的航空、旅游业和贸易限
制。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尼的关键项目是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和苏拉威西岛的几个
项目，以及与中国签订的2019年谅解备忘录中的大额合同（Tarahita和Rakhmat，2019年）。对于棕榈油
部门，注意到中国在2019年增加其进口量，成为印尼第一大市场（占总出口的19％），从以往的第三大市
场跃居第一（以往仅次于印度和欧盟）：中国从印尼进口的毛棕榈油（CPO）及相关产品高达610万吨，远
超出印度的510万吨和欧盟的570万吨。但这可能归因于2019年的特殊原因（包括贸易战、猪瘟等）。.``
一带一路''倡议更多关注基础设施，与贸易问题（如棕榈油）是分离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方
面的投资也不仅仅针对棕榈油。但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利益正在趋同。近期，国际社会对纳图纳（Natuna）
/南海（South.China.Sea）存在一些关注，但有所降温。我们认为这不会影响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中国
在这方面对印尼的反应有所压制，对菲律宾的反应则更为强烈。因此，印尼在中国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特别赞同将[印尼]对中国的棕榈油出口量[每年]增至多
500,000吨。.（Sapiie，2018）。

• CSIS印尼（2019年）发布的《印尼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准备情况》报告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
是基础设施发展和连通性，印尼中央政府已选择三个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即：北
苏拉威西岛、北加里曼丹和北苏门答腊岛：（1）北苏拉威西岛有潜力成为旅游业的枢纽，特别针对对于
有意游览印尼东部的人。万鸦老（Manado）是该省的省会，距北京、重庆和成都仅五小时航行时间。目前
缺乏的是对基础设施的支持。（2）就北苏门答腊而言，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棕榈油和橡胶。实
际上，政府已在棉兰（Medan）附近建立了双溪芒克（Sei.Mangkei）经济特区，拟建成专门的棕榈油和橡
胶产业中心。.（3）北加里曼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以及水力发电所需的水资源。尽管
它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但该地区相对欠发达。CSIS指出，中国对农业的投资程度特别低。

• 智囊团专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项目是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贸易和投资。中国提供需要运往国外
的建筑材料（短期目标），以满足其贸易和投资的长期目标。因为印尼是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
棕榈油是印尼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因素。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可能有益于棕榈油贸易。这
些都是正在讨论的项目，对于许多项目我们还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宣传言论是，这是企业对企业之间的
交易。他们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印尼民众的对中国的普遍的负面情绪。实际上，近期中国
项目计划均由印尼政府代表签署，而非私人企业实体签署。体现的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印尼最近
与欧盟的关系陷入困境。随着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近，印尼将中国视为替代欧盟的合作伙伴（包括棕榈
油业务在内）。印尼国内而言，对此存在很多批评舆论，认为佐科威（Jokowi）总统偏爱外国直接投资，而
非国内直接投资。旨在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创造就业综合法案（Omnibus.law）.将于2020年颁发，期待
看到相关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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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关系

印尼与主要国家的多边关系例子：

1. 印尼——美国：美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之一。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和美国投资对印尼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佐科·维多多（Joko.Widodo）总统在给特朗普总统的电话交谈中曾指出，印尼已准备
好加深与美国的互利关系，美国也对投资印尼的基础设施、港口、农业和其他领域非常感兴趣。

2. 印尼——日本：日本与印尼建立了非常紧密的经贸伙伴关系，并且它也是印尼的重要投资国之一。2016
年，日本企业在印尼的直接投资达45亿美元，仅次于新加坡，成为印尼第二大投资国。日本向印尼提供
了大量贷款，并且在过去40年中一直是印尼最大的债权国。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Widodo）上任后，
日本与印尼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并加强和增加了对诸如农业等印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

3. 印尼——澳大利亚：印尼人口众多，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澳大利亚，并且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将印尼视
为其伙伴之一。最近，澳大利亚一直在增加对印尼的援助，并加强了对印尼海上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
支持。

4. 结论：2019年，中国成为印尼最大的棕榈油产品出口市场，印尼向中国出口了600万吨棕榈油及其衍生
产品（不包括石油化工产品和生物柴油产品）。因此，双方在棕榈油及其衍生产品行业的合作范围广泛。
为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在印尼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双方政府可借鉴印尼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现有合作模
式，促进基础设施、港口和农业领域的全链合作。双方可就经贸发展进行更多对话，并针对各合作领域
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有可能为印尼的基础设施提供更多支持，并加深两国伙伴关系。中国国有企业可
能会从源头上积极探索与印尼棕榈油和其他产品的更多合作，与印尼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并加
强国内企业与当地生产商之间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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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量通量——2019年猪瘟和贸易战，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和贸易协议 

• 2019年棕榈油进口量激增。Chain.Reaction.Research（2019）指出，中国将在2019年达到年棕榈油进
口量最高。中国棕榈油进口量上涨，而大豆进口量则有所减少。这种趋势是由于棕榈油价格与大豆价格
相比相对较低，以及在2018-2019年非洲猪瘟暴发之后对豆粕作为生猪饲料需求的减少。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谈及大型垂直整合的农产品企业在进口市场中的集中度。它在2016年的参
考数据中将益海嘉里（丰益集团）和嘉吉公司为十大贸易商中的两家，海关数据显示，南京、黄埔和天
津港口处理了进口棕榈油的绝大多数。84进口产品主要用于食品，少数用于化妆品、清洁产品和生物燃
料。85.

• 中美贸易战和农产品交易。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声称中国已承诺每年购买400-
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与近年来约200亿美元的贸易额相比，有了实质性的增长。由于大豆是主要
的农产品贸易，棕榈油制造商担心中国将不得不减少棕榈油需求量。尽管有人担心中国是否能够接受
这一点（早前中国对此交易条款涉及的贸易量不予理会，并表示这取决于美国农产品的质量和其他商
业条款），但目前贸易观察人士似乎对中国遵守该条款持乐观态度。他们注意到，近期政策调整释放了
中国对美国牛肉、猪肉、家禽、宠物食品等的进口信号。前美国驻中国和香港外交官Jarrett（Barry.and.
Bermingham，2020）表示“中国对农业方面的交易尤其放心。他们意识到这对特朗普政治工作的重要
性”。

• 棕榈油消耗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报告称，由于人口增加、城市化和收入上涨，对进口棕榈油
的消费量也随之增加。从中期来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定棕榈油相对于其他油类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中国食用油的可获得性以及中美贸易战是导致棕榈油消费增长的潜在因素。

• 新型冠状病毒对供应链产生影响。自2019年11月至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直令人担忧。在中
国农历新年前夕，即2020年2月，对武汉及附近城市的封锁延至数周。但目前中国已实现复工。供应链
和大宗商品贸易受到影响，但业内人士认为与其他基本商品相比，中国会优先考虑食品贸易。然而据报
道，印尼棕榈油出货受到了影响，一些中国进口商以“不可抗力”为由取消了棕榈油合同。“印尼（2月中
旬）向中国出口了84,000吨棕榈油……而去年2月份出口了371,000吨……，以及上个月向中国出口了
483,000吨（Munthe和Nangoy，2020a）。对2020年第一季度GDP的影响预测一开始为下降1-2个百分
点，当前有传言称其为负季度。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而在中国似乎已减弱。而且最近的油价冲击
将对棕榈油能源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8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引用的2016年数据，经由南京、黄埔和天津等港口的进口商品占总进口商品的72%，广东是最大
的港口，进口棕榈油190万吨。此外，2013年外资企业占进口总额的52％，中国民营企业占30％，国有企业占10％，总体呈整合趋
势。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2016数据援引指向430万吨（或75%）的棕榈油用于食品行业。

85.据2016年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数据，2015年食品行业消耗的棕榈油约为430万吨，占中国棕榈油总消耗量的75％。一半以
上棕榈油用于方便面和加工食品，近四分之一用于家用烹饪产品。其余用于洗涤剂、肥皂、个人护理和其他杂项产品。日用化学品
生产消耗约890,000吨棕榈油（占棕榈油总消耗量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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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棕榈油生产周期的延长，供应量也趋于增加。但是，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播和经济衰退的影响，进口
国对油脂的需求趋于下降。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对生物柴油的需求也产生负面影响，棕榈油出口仍面临一
定压力。我们主要从需求、供应、工业用途（原油价格）和替代品四个方面考虑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对进口印
尼棕榈油的影响。

1). 中国作为进口国的运输能力和需求：

在疫情大爆发期间，武汉及其周边城市封锁数周，除国内农产品运输外不得进出。中国发布了开放农产品
绿色通道政策，从而有效保障了物流。同时，从2月到3月份，印尼对从中国出发的国际航班也采取了限制
政策，但仅限制了活体动物的进口，对印尼棕榈油出口没有明确的限制。Analisis.kapasitas.pasokan.dari.
negara-negara.pengekspor:.

2). 出口国供应能力分析：

印尼确诊病例主要在爪哇（Java）。首都雅加达确诊病例最多，占印尼确诊病例近一半。印尼确诊病例最多
的地方所生产的棕榈油比例很小，因此，到目前为止，对棕榈油生产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马来西亚的情
况则更加复杂。3月16日，马来西亚政府下令所有企业关闭半个月，此后，沙巴种植园的7名工人被确认感染
了新型冠状病毒。因此，下令三个种植园暂停运营直至四月份。种植园大规模停产对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生
产造成较大影响，但也为印尼棕榈油出口创造了一些机会。

3). 特殊情况对未来供应链和棕榈油供求的影响启示：

随着信息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减弱，相关行业协会可率先分析极端或特殊情况对棕榈油市场供需和贸易
交易的影响，以为将来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做准备。

中国的可持续棕榈油

• Chain.Reaction.Research（2019年）指出，中国采购的棕榈油产品中绝大部分为精炼产品。尽管中国最
终用户对可持续性的需求不高，但这些进口的精炼产品仍遵循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政策
（NDPE）。然而根据RSPO标准，2019年进口的棕榈油产品中仅百分之一被标记为“可持续”。RSPO的目
标是到2020年经认证棕榈油达到10％，而中国86％的精炼厂遵守NDPE政策（但自2013年底以来，重点
一直放在推进可追溯性指标，朝着“追溯至种植园”或TTP的方向努力；可持续性指标则较少）。

• 最新的RSPO信息在其2018年影响报告以及.2018年6月30日报告有所说明，中国市场中经认证的可持
续棕榈油（CSPO）仅占1.5％。中国有145家RSPO会员企业（普通会员和关联会员），拥有134个认证设
施；数量一直在上升，这对于更多认证产品进入中国是必要的。

•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的数据，中国国有企业（SOE）正在努力实现所需承担的额外承诺。缺乏
经济激励措施，即认证产品高溢价，以及获得认证所需程序复杂，常常使中国实体望而却步。尽管如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中国的市场和非市场现状对可持续棕榈油发展都较为有利。跨国企业正在推
广RSPO认证；大型贸易企业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以及中国连锁商店和特许经营协会（CCFA）一
起为经认证棕榈油创造有利环境。除市场因素（人口、城市化、较高收入）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指出
了以下支持因素：贸易领域的市场集中度，一些企业在零售领域的相对优势，中国政府在可持续消费和
绿色价值链方面的新的优先事项，由商务部支持的商业协会举措。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中粮集团和其他国际化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声誉风险。就中粮而言，该集团将自
己定位为在可持续棕榈油领域的中国引领者，设定到2025年现实100%RSPO认证的棕榈油和油棕产品
的目标。其最新棕榈产品和认证量分别为320,000吨和34,130吨（认证比例为11％）（参考了其2019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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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O提交的企业报告）。相对于其高额的市场份额，这一数值较低；可能指的是直接采购。对于中粮集
团如何处理中国在岸棕榈采购问题还不确定。

• 总体而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识别出中国可持续棕榈油面临的五大主要问题：（1）对棕榈油生产和消
费，特别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认识相对较低；（2）环境意识低；（3）中国终端消费者的价格意识；（4）本
地企业关注原材料的成本绩效，而不是原材料的来源地；（5）由于缺乏对进入中国的棕榈油可追溯性信
息，在执行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NDPE）的采购承诺方面面临挑战。

关键发现：

• CSIS指出，中国对印尼农业的投资尤其少。“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转变这一现状。另一方面，随着许多
可靠的棕榈油供应商在自己的贸易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中国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投资。贸易与投
资之间没有关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 印尼出口至中国的棕榈油在2019年大幅增长，使中国超越印度和欧盟成为印尼棕榈油最大进口市场；
进口量突破近几年的波动区间。

• 从2018年到2019年及2020年，中国的进口量可能会出现较大变化。猪瘟（大豆进口量下跌、棕榈油转
而上涨），棕榈油价格相对于矿物油而言相对较低（增加用于农业机械和渔船的进口量；.棕榈油价格在
2019年下半年飙升，但随着原油价格在2020年第一季度因欧佩克或沙特-俄罗斯贸易战爆发而暴跌，这
种情况得到了扭转），以及中美贸易协议（如果中国进口更多肉类，将不会对棕榈油进口产生影响，或正
面影响；如果进口更多的大豆，则对棕榈油进口产生负面影响）。

• 在参与印尼——中国贸易的贸易加工商中，RSPO成员数量很高，但他们主要专注于不毁林、不开垦
泥炭地、不侵害人权（NDPE）政策和可追溯性。因此，RSPO材料进口量仍然非常有限，直到2018年中，
RSPO报告的市场份额为1.5％。一些市场专家指出，NDPE将继续抢占RSPO的市场份额。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指出，由于经济激励措施不足和认证程序复杂，中国企业为履行其额外的可
持续发展承诺而处于挣扎状态。尽管如此，由于跨国企业，主要贸易集团和中国农业食品协会的参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当前的环境对于发展可持续棕榈油较为有利。城镇化和收入的增长也应有
助于提高消费者的意识。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中粮集团和其他国际化的中国国有企业存在声誉风险，中粮集团被定位为是中
国可持续棕榈油领域的引领者。

• 总体而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识别了中国可持续棕榈油面临的五大问题，并强调对可持续棕榈油的认
识不足以及最终消费者的价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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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大型种植集团及其与中国的业务联系
我们审查了四家大型种植集团在中国的收入和资产业务类别。另请参阅E9Trase数据部分。

表E3a： 主要种植集团在中国的收入和资产相关指标 

种植集
团

精炼厂和其
他加工设

施——全球

精炼厂和其
他加工设

施——中国

作为一级进
口商（吨，

Trase2018）

收入、利
润、资

产——全
球（年度报

告）

收入、利
润、资

产——
中国（年
度报告）

在中国的子公司、联
营公司

丰益集
团

180家精炼
厂、

24家油脂化
工品生产厂、
35家专用油
脂生产厂、14
家生物柴油
厂

58家精炼厂、

12家油脂化工
品生产厂、9家
专用油脂生产
厂、0家生物柴
油厂

146,851 2018年财
政年度末
（12月31
日），收入
445亿美
元，PBT16
亿美元，非
流动资产
194亿美元

2018年财
政年度末
（12月31
日），收入
445亿美
元，非流
动资产70
亿美元

51家精炼厂、

10家油脂化工品生产
厂及6家专用油脂生产
厂（子公司所有），以及7
家精炼厂、

2家油脂化工品生产厂、
3家专用油脂生产厂（联
营）

春金集
团

17家精炼厂、
9家棕榈仁压
榨厂、5家油
脂化工品生
产厂、5家专
用油脂生产
厂、8家生物
柴油厂

3家精炼厂 1,026,532 收入75亿
美元（a）

不适用 3家精炼厂（b）

农业资
源与科
技有限
公司.-.
金光集
团

6家精炼厂、
4家棕榈仁压
榨厂、1家散
装油站

2家精炼厂 559,865 2018年财
政年度末
（12月31
日），收入
720亿美
元，PBT130
万美元，非
流动非金融
资产41亿
美元

2018年财
政年度末
（12月31
日），收入
8.53亿美
元，非流
动非金融
资产1.07
亿美元

1家精炼厂（子公司所
有）、1家精炼厂（2级
子公司所有）、1家已
出售给Louis.Dreyfus.
Commodities86.

金鹰集
团-.顶峰
集团有
限公司-
亚洲种
植集团.

5家精炼厂、
1家棕榈仁压
榨厂、1家油
脂化工品生
产厂、3家生
物柴油厂

1家精炼厂 463,524 不适用 不适用 1家精炼厂，

Nanjing.Excelic.(b)

注：按精炼厂数量（全球）排名。.不适用－无法获取数据；（a）来自春金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报告（2018）；（b）未公开提供的子公司和联营
公司名单（查阅了年度报告、企业官网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86.金光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报中反映了Sinarmas.Natural.Resources.Foodstuff.Technology（Tianjin）Co..的出售信
息。这使Shining.Gold.Foodstuffs.(Ningbo).Co.,.Ltd成为金光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唯一通过子公司持有的棕榈和植
物油精炼厂。Zhuhai.Shining.Gold.Oil.and.Fats.Industry.Co.,.Ltd则是其通过2级子公司持有的另一家精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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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访了中国——印尼棕榈油贸易领域的两名高级市场专家，一名驻雅加达，另一名驻新加坡和香港。
重点更多地放在后者，因为公众对中国棕榈油竞争格局方面的了解很少：

• 雅加达专家的观点。印尼的主要参与方未发生太大变动。印尼对中国的出口是丰益集团占印尼出口中
国棕榈产品一半的市场份额（查看中国食用油的市场份额便可发现它仍然占主导地位），此外，金光集
团所占份额也很大。非上市集团包括春金集团和亚洲种植集团。针对中国市场的其他主要出口商包括
Surya.Dumai－第一资源和Permata.Hijau。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E9部分的.Trase数据。

• 新加坡/香港专家的观点。我们从两方面看问题。首先，植物油领先品牌主导了国内消费市场，丰益集团
占40-50％的市场份额（金龙鱼品牌），紧随其后的是中粮集团（COFCO）的福临门（Fortune）品牌，占
35-40％；其余品牌所占市场份额则要小很多。其次，就进口方面，丰益集团占了近50％的份额，其次是
中粮集团，占30-40％。对于主要买家，丰益集团再次引领市场。丰益集团正打造自己的供应链，从原料
到装瓶后的产品，中粮亦如此。另外20-30％的市场份额则由其他小型混合企业分享。袋装植物油、人造
黄油和硬脂精由丰益集团、春金集团和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AAA主导。他们在向中粮出售大量
产品的同时，也为其中国工厂供应。这是那剩余20-30％市场的一部分。金光集团-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
公司也供应人造黄油，但这相对较小。中国与印度不同，印度有大量的贸易商。丰益集团从最便宜的地
方采购，其自身不必做托运人。他们不必从印尼采购商品，哪里的商品最便宜，就从哪里采购。在中国，
在岸产品往往比较便宜。中粮可能不会直接采购，中国（国有）农业贸易商或其他企业会根据融资、税收
和数量利润分配来采购。他们不采购离岸产品，也不从印尼进口。托运人未给出这些进口商的名字，他
们可能是中粮集团或丰益集团。至于Wings集团、Sungai.Budi集团、三林-印多福.–印多福农业和Citra.
Nutrindo这类企业，他们倾向于销售特色产品。

调查结果摘要：

• 2018年，印尼——中国直接贸易市场主要由春金集团、金光农业资源和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
洲种植集团主导。丰益集团在2018年近进口了将近150,000吨的棕榈原料，作为直接贸易商其所占市场
份额有所下降（与2013年相比），并且似乎在中国采购了大量的在岸棕榈油产品（请参阅E9.Trase数据）。

• 市场专家称，丰益集团在中国棕榈油市场仍占主导地位，约占40-50％的市场份额，其次是中粮集团，占
30-40％，其他企业合占20-30％。

• 丰益集团的180家炼油厂（包括子公司和联营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一位于中国。.2018财年12月份，来自
中国的收入为250亿美元（占其全球收入的56％）以及70亿美元的非流动资产（占其全球非流动资产的
36％）。丰益集团官网称其中国60多个地区拥有300多家制造厂；使其成为最大的食用油精炼商和专用
油脂和油脂化工产品制造商，领先的油籽压榨商，以及品牌包装油、大米和面粉生产商，此外，它还是最
大的面粉和大米碾磨商之一。最近，CGS-CIMB（2020）报道丰益集团有望在中国上市YKA，到目前为止，
其在中国的业务并未受到新冠疫情（Covid-19）爆发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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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金集团的 17家炼油厂中有3家位于中国，报告称2018年的年收入中有750万美元来自中国业务。

• 金光农业资源报告称，在2017年将其天津精炼厂出售给Louis Dreyfus之后，其在中国拥有2家精炼厂
（全球共6家）（路透社，2017年）。 在2018年12月份该财政年度终结日，其中国区收入为8.53亿美元（占
其全球总收入的13％）以及1.07亿美元的非流动非金融资产（占其全球非流动非金融资产的2.4％）。.它
在中国拥有20家子公司。

• 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的5家精炼厂中有1家位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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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印尼棕榈油行业中的间接投资和中国资本流
本节分析了中国对印尼棕榈油行业的间接投资流。相关的数据来自森林与金融（Forest.&.Finance）。报告
显示，所有种植集团（包括用于所有商品的种植园，即棕榈油、纸浆和纸张、橡胶及木材）以及丰益集团、中
粮集团、天津聚龙和中兴通讯，即这些集团在印尼的种植园在过去10年中共获得1080亿美元87的资金支
持，其中160亿美元或15%来自中国金融机构。森林与金融称棕榈油行业88总计获得590亿美元，其中27亿
美元或4.6％来自中国金融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关于中国可持续棕榈油的报告重申了银行（包
括中国银行）在向印尼大型棕榈油企业提供贷款方面的主要作用89。

入选的集团包括，丰益集团、中粮集团、天津聚龙和中兴通讯等10大种植集团，合计融资总额400亿美元或
38％；其中来自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为120亿美元（或30％）。.该融资数据为2011年1月至2019年8月以10
亿美元为单位的计算值。图E4a中的三个图表分别为所选集团的相关融资数据：（1）金光集团（金光农业资
源与科技有限公司-金光集团）；.（2）新加坡金鹰集团（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3）丰
益集团；.（4）怡和集团（怡和-Astra.Agro）；.（5）三林集团（三林-印多福－印多福农业）；.（6）哈利达集团（哈利
达-布米达马农业公司-IOI）；.（7）中粮集团；.（8）云顶集团（云顶种植）；.（9）峇株加湾集团（吉隆甲洞.-峇株加
湾）；.（10）Surya.Dumai集团（Surya.Dumai－第一资源）；.（11）中兴通讯；.（12）天津聚龙；.（13）春金集团。
数据上看丰益集团的融资金额似乎相对较少，这可能因为数据不完整导致。.益海嘉里和许多丰益集团在中
国的联营企业的融资数据可能未计算在内。

图E4a： 融资指标及印尼种植园，2010-2019年 
注：（1）数据区间为2010年1月至2019年8月;.（2）森林＆金融（2020）解释称，图中涉及的部门是与热带森林风险相
关的生产和初级加工活动，但某一集团的子集团可能涉及棕榈油之外的或其他商品活动，从而导致数据的不准确
性；（3）不包括中粮集团（在雅加达和南邦设有办事处）、天津聚龙和中兴在印尼实体的融资数据；（4）丰益集团数据
可能不完全包括其中国子公司和联营企业。.

87.此数据集中的融资类型包括债券发行、企业贷款、循环信贷额度和股票发行。
88.森林与金融（2020）调整或估算了对每个部门和非森林活动的资金情况，并解释称：“从事森林风险部门以外的业务活动的企业报

告其已减少资金，以便更准确地呈现所选企业森林风险部门的融资比例。”
89.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的报告，2010年至2016年间，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印尼、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银行已向印尼的主

要棕榈油企业提供了150亿美元的贷款。

木材 橡胶 纸浆&纸 棕榈油

所有商品部门的融资情况

数据：森林与金融（2020）

总融资金额 中国 	4.金融机构

10
亿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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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商品部门的融资情况

数据：森林与金融（2020）

总融资金额 中国金融机构

木材 橡胶 纸浆&纸 棕榈油

数据：森林与金融（2020）

棕榈油部门所选集团的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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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 总体而言，中国金融机构对棕榈油部门的资金支持似乎有限（总金额为27亿美元；仅占所有商品所有集
团总融资额的4.6％），对所选集团的资金支持亦如此（对于棕榈油部门支持为23亿美元或10.5％）。

• 中国金融机构主要资助对象为金光农业资源和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在中国的
纸浆和造纸业务。

• 金光农业资源接收的来自所有金融机构的融资总额最高，达160亿美元，其次是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
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76亿美元）和丰益国际（55亿美元）。

• 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到金光农业资源（67亿美元）和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
（35亿美元）。此外，还对中粮集团（15亿美元）、中兴通讯和天津聚拢注入了显著金额的资金。

• 在排名前五位的主要种植园集团中，金光农业资源和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获得
的融资涉及棕榈油、纸浆和造纸部门；而丰益集团、中粮集团和怡和集团-Astra Agro的融资仅用于棕
榈油。

• 来自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在中粮集团（79％）、金光农业资源（42％）、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
洲种植集团（46％）的融资总额中占很大比重。怡和集团-Astra.Agro的融资中只有4.0％来自中国；对于
丰益来说，该数值仅为3.3％。更多信息请参阅按棕榈油集团分类的数据（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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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 RSPO溢价及其驱动因素 
经可持续性认证的产品价格并不低廉，由于供应商试图分担其成本或更多其他费用，因而产生溢价。主要
认证包括RSPO（用于食品和油脂化学产品）和ISCC（能源作为最终用途，特别是运输燃料）。后者历史较短，
但与RSPO相比，其涵盖的油棕产品较广。由于ISCC仅与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有关，因此我们应将重点放
在RSPO，即食品、家居和个人护理产品中的全球棕榈可持续利用有关的领域。

RSPO认证包括证书交易体系（B＆C，也称为信用）、认证与非认证混合体系（MB）、种植园身份保护体系/
认证与非认证分离体系（IP./.SG）。第一种是票据交易（但对小农户最有用），后两种作为“首选”，因为与经
过认证的工厂和供应基地的实物油流有着明确的联系。IP./.SG是食品市场领导者，具有较高的质量等级；
RSPO规则允许SG证书涵盖MB量，因此制造精炼和油脂化工产品的企业也申请该认证。ISCC以MB为基
础，是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CSPO）。RSPO的旗舰产品（大批量产品）是CSPO（棕榈油厂出售），但其基本
溢价并不包括种植园农户的费用。而ISCC溢价被认为更具吸引力（尤其是高端产品，但存在温室气体排放
的低端产品却很少）。

精制（中小批量）产品证书应具有较高的RSPO溢价，证书由精炼商申请（以支付其物流成本及更多其他费
用）。值得注意的产品是硬脂精、棕榈油脂肪酸和棕榈仁油.90。下面是近期溢价指标（美元／吨.）（来自与贸
易商的访谈结果）。

图E7a： RSPO和ISCC的成本（种植园地产－农户）和溢价指标
数据：作者2020年2月至3月进行的访谈内容。
注意：所有数据均为RSPO，除非注明为ISCC。

90.常见的产品用途包括：（i）硬脂精：用于糕点油脂、人造黄油、起酥油，植物酥油（也包括汤干混合物、蛋糕干混合物、披萨面团）、肥皂
制造、生物柴油；（ii）PFAD：用于动物饲料、洗涤剂的工业级棕榈产品；（iii）棕榈仁油：用作巧克力和冷冻甜品等食品中的糖食油脂
（与硬脂精一起），但主要用于制造非食用目的，例如制造肥皂、化妆品和洗涤剂。

2020年初主要棕榈产品的RSPO和ISCC溢价（指示性范围，美元/吨）。 
对于修订后的RSPO标准而言，还不确定种植园地产和小农户（SH）的P&C合规成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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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4.－种
植园成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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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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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查目的地溢价与原产地溢价，并识别欧盟、中国和印度对于RSPO核心产品（CSPO和CSPKO）在溢价方
面的差异，我们对四位贸易专家进行了采访：

• 新加坡——雅加达供应商。溢价差异视企业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您是RSPO成员且被列入黑名单，溢价
便不适用。一些RSPO成员在一些问题上（包括在巴布亚有业务的企业）处境艰难，并被指控漂绿。一些
新加入RSPO的成员宁愿闲置大量未开发土地，也不愿意投资运营。鉴于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态度，他们
发现没人敢买这些闲置土地。因此，RSPO证书并不值钱。总体来说，由于RSPO产品可能存在信誉风险，
其销售情况不佳。一些非政府组织对RSPO持怀疑态度，主要是MB和SG证书。一些供应商因为物流成本
过高而失去竞争力，例如，鹿特丹（Rotterdam）买家在收购加里曼丹偏远地区的一处种植园时，发现溢
价不足以支付其到达出口港口的物流成本；且本地市场需求低靡，因此不存在任何认证产品。

• 新加坡供应商。一些买家不会购买任何供应商提供的RSPO产品，且考虑到RSPO承诺范围以外的其他
声誉风险而直接与卖家联系。因此，溢价的变化更多地与企业自身有关，与目的地无关。

• 新加坡贸易商。由于RSPO油短缺，溢价呈上涨趋势。我们未发现因目的地而异的溢价。如果客户购买
RSPO.MB产品，则欧洲与日本和印度的价格相同。如果是高溢价产品，则他们都支付相同的费用。

• 马来西亚贸易商。一些欧洲买家对价格更为敏感。有大型贸易商和加工商为这些买家提供可追溯的产
品，而非RSPO.SG产品。可持续的且“可追溯到种植园”或TTP破坏了RSPO.SG和RSPO的总体发展。一
家大型欧洲食品制造商正在以TTP为基础从马来西亚等某些地区采购产品，并涵盖RSPO.B＆C。他们不
愿意采购RSPO.SG产品。这主要是根据企业（和地区），非目的地。一些采购商愿意锁定RSPO.MB供应。
一些舍弃RSPO选择可追溯体系的人现在又回到了RSPO。

关键发现：

• 获得可持续性认证的产品不是免费的，并且由于供应商会试图承担其成本或更多其他费用，因而产生
溢价。主要认证包括RSPO（用于食品和油脂化学产品）和ISCC（能源作为最终用途，特别是运输燃料）。
RSPO认证包括证书交易体系（B＆C，也称为积分）、认证与非认证混合体系（MB）、种植园身份保护体系
/认证与非认证分离体系（IP./.SG）。.

• RSPO溢价更多是基于供应情况或成本推动，而不是需求拉动。欧洲支付与日本和印度相同的费用。如
果是高溢价产品，则他们都支付相同的费用。

• 一些买家更愿意为更好的供应商和高质量规格产品支付更高的费用。

• RSPO溢价差异（来源）按公司名称（视情况而定）。如果您是RSPO成员并且被列入黑名单，则没有用。一
些RSPO成员在解决问题上（包括在巴布亚有业务的人）处境艰难，并被指控漂绿。

• 非RSPO的 TTP策略很明显。一些欧洲买家对价格更为敏感。大型贸易商加工商可能会为这些买家提供
可追溯性体系相关的产品，而不是RSPO.SG产品。可持续的“可追溯到种植园”或TTP破坏了RSPO.SG和
整个RSPO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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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出口地区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Proforest（2020a，内部文件）分省份对四类社会风险进行了评估，即童工、强迫劳动、健康和安全不足以及
土地权利滥用和纠纷，评估结果使用1到5打分，1表示风险较低，5表示风险较高。评估侧重棕榈油生产大
省（成熟的油棕种植园），社会风险较低的地区包括苏门答腊（主要出口地区）的邦加－勿里洞省和南苏门
答腊省，而风险较高的是亚齐特别行政区和北苏门答腊省。对于加里曼丹省（第二大出口地区），风险较低
的省份是中加里曼丹省和南加里曼丹省，而东加里曼丹和北加里曼丹省则存在较高的风险。苏拉威西岛和
巴布亚的生产区域有限。在印尼全国范围内，油棕种植引起的社会风险最高的省份（评分结果高）是西巴布
亚省、巴布亚省、中苏拉威西省和亚齐特别行政区，社会风险最低的省份包括邦加－勿里洞省、南苏门答腊
省、占碑省和廖内省。

Proforest（2020b，内部文件）按省份对环境风险进行了评估，指标包括转换为油棕种植园的土地面积、由小
农户控制的种植面积、油棕种植的扩张（小农户种植园和大型种植园或由地产市场驱动）。省级数据未包括
生物多样性价值加权的毁林情况。风险数据显示，苏门答腊岛油棕种植面积（包括小农户）最大，主要位于廖
内省、占碑省、南苏门答腊省和北苏门答腊省、班古鲁省和邦加－勿里洞省，亚齐特别行政区的小农户扩张
相对较快，而北苏门答腊省和廖内省的小农户扩张相对较慢。对于加里曼丹而言，油棕种植面积（包括小农
户）最高的区域为东加里曼丹和西加里曼丹；最近扩张快速的区域是西加里曼丹（主要由地产驱动），随后是
东加里曼丹和北加里曼丹（由小农户和地产共同驱动）。在整个印尼范围内，小农户扩张最快的地区是东加
里曼丹省、北加里曼丹省和南苏拉威西省（基数较低）。在苏门答腊（例如亚齐特别行政区），小农户扩张受到
一定限制。西加里曼丹省基数居中，其扩张速度更快，南苏门答腊省的高基数区域扩张速度也更快。

表E8a中按省汇总了社会问题（童工、强迫劳动、健康和安全不足以及土地权利滥用的风险）（图E8a进行
了说明）。除每个省的油棕生产区之外，还说明了每个地区（每个省）在2018年对中国的出口量。同样，在表
E8b中显示了各省环境因素（油棕景观优势、小农户和扩张）的情况。图E8b说明了印尼生物多样性价值加
权的毁林情况（但没有可用的数据来制表）。

Meijaard、Brooks、Carlson、Slade等人（2020年），Obidzinski、Andriani、Komarudin、以及等人（2012），
以及Fry、Sheane、Schreiber、Royston等人（2018）确定了与油棕榈种植园相关的几种环境风险。其中包括：
（1）毁林（程度和原因引起争议）；.（2）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某些动物物种的减少，因为油棕不能很好地替
代天然热带森林；.（3）森林清理、泥炭地排水和棕榈油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GHG）排放，例如二氧化碳、甲
烷和一氧化二氮；（4）水资源质量（肥料和农药）和数量下降；（5）由于森林砍伐造成的水土流失；（6）种植园
和工厂现场的空气污染以及森林大火。

虽然可根据生产和出口指标（也可针对油棕种植区和棕榈油设施）来理解社会问题和环境风险，但棕榈产品
的交易网络较为复杂且存在多个层次（从其他精炼厂、棕榈仁压榨厂和印尼数百家工厂运输至精炼厂－港
口枢纽和加工设施），这可能使高风险的供应基础难以出口。财政信息（报告本地买卖双方）、提单（最后出口
商到首个进口商）以及可追溯性数据（包括可追溯到种植园的信息）相结合便更能说明风险区域。最终，应该
制定明确的措施来减少从存在毁林和社会风险的地区进行采购；并说明改变供应链行为的其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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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 油棕种植引起的社会风险最严重的省份（高评分）是西巴布亚、巴布亚、中苏拉威西、亚齐特别行政区，
风险最低的省份包括邦加－勿里洞省、南苏门答腊、占碑和廖内。社会风险较低的包括苏门答腊（主要
出口地区）的邦加－勿里洞省和南苏门答腊省，而风险较高的是亚齐特别行政区和北苏门答腊省。对于
加里曼丹地区（第二大出口地区）而言，加里曼丹省和南加里曼丹省风险较低，而东加里曼丹省和北加
里曼丹省则风险较高。

• 印尼范围内的环境风险指标表明，小农户扩张最快的地区是东加里曼丹省，以及北加里曼丹省和南苏
拉威西省（基数较低）；而小农户扩张现象在苏门答腊（亚齐特别行政区）有所限制。西加里曼丹基数处
于中等，其扩张速度更快，南部苏门答腊省的高基数区域扩张速度也更快。 

• 按地区分的问题汇总。苏门答腊：亚齐特别行政区（小农户&社会风险高），北苏门答腊和西苏门答腊（地
产扩张&.社会风险中等程度），南苏门答腊（毁林风险），苏门答腊其他地区（小农户、地产驱动的扩张&
社会风险较低）。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和西加里曼丹的社会风险，都包括地产驱动的扩张
以及东加里曼丹的小农户扩张，北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西加里曼丹和中加里曼丹的毁林风险。苏拉
威西岛和巴布亚：西巴布亚和中苏拉威西的社会风险较高；和油棕榈种植的扩张（低基数），以及中苏拉
威西省的毁林风险。

• 棕榈产品的贸易流通常较为复杂且分多个层次，这可能使高风险供应基础难以抑制出口。最终，应该有
明确的标准来限制从近期存在毁林和社会风险的地区采购；以及改变供应链行为带来的其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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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8a： 被评定为存在社会和劳工问题的关键出口地区和棕榈油生产省份

关键地区&港口；以及棕榈油
生产省份

棕榈出口和
生产面积关

键指标

童工（分
数1-5代
表风险从
低到高）

强迫劳工 职业健康
和安全不

足

滥用土地
权利

平均分

苏门答腊（SUMATRA）

苏门答腊的主要港口：巴淡
岛（Batam.Island.）、勿拉湾
（Belawan）、杜迈（Dumai）、
卡比尔/帕纳（Kabil/Panau）、
瓜拉丹戎（Kuala.Tanjung）、
巨港（Palembang）、潘姜港
（Panjang）、打拉根（Tarahan）、
直落巴由（Teluk.Bayur）

2018年向中国
出口198万吨
棕榈油

亚齐特别行政区（Aceh） 33万公顷成熟
油棕榈种植区

4.11 4.28 4.42 4.56 4.34

北苏门答腊省（North.Sumatra） 1.47 3.87 3.87 4.30 4.22 4.07

西苏门答腊省（West.Sumatra） 0.46 3.56 3.89 3.84 4.25 3.89

廖内省（Riau） 1.97 3.41 3.24 3.32 3.62 3.40

占碑省（Jambi） 0.73 3.23 3.23 3.10 3.88 3.36

南苏门答腊省（South.Sumatra） 0.96 3.08 3.25 3.13 3.40 3.22

邦加－勿里洞省（Bangka.
Belitung.）

0.21 3.00 3.17 3.00 3.48 3.16

明古鲁省（Bengkulu） 0.28 3.80 3.80 3.94 4.20 3.94

楠榜省（Lampung） 0.22 3.87 3.53 3.80 3.75 3.74

爪哇岛（JAVA）

爪哇岛的主要港口：格雷西
（Gresik）、丹戎埃马斯（Tanjung.
Emas）、丹戎佩拉（Tanjung.
Perak）、丹戎不碌（Tanjung.
Priok）

2018年向中国
出口34万吨

爪哇岛没有关键生产地，西
爪哇省（West.Java）和万丹省
（Banten）有少量生产

加里曼丹（KALIMANTAN ）

加里曼丹的主要港口：巴厘巴板
（Balikpapan）、哥打巴鲁(kota.
baru)、桑皮特（Sampit）、达尔尊
（Tarjun）

2018年向中国
出口110吨

西加里曼丹省（West.
Kalimantan）

128万公顷成
熟油棕林

3.95 3.95 3.93 4.29 4.03

中加里曼丹省(Central.
Kalimantan)

1.45 3.60 3.75 3.63 3.51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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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地区&港口；以及棕榈油
生产省份

棕榈出口和
生产面积关

键指标

童工（分
数1-5代
表风险从
低到高）

强迫劳工 职业健康
和安全不

足

滥用土地
权利

平均分

南加里曼丹省（South.
Kalimantan）

0.57 3.39 3.56 3.59 3.95 3.62

东加里曼丹省（East.
Kalimantan）

0.94 3.98 4.15 3.98 4.08 4.05

北加里曼丹省（North.
Kalimantan）

0.82 4.11 4.11 4.17 4.28 4.17

苏拉威西&巴布亚（SULAWESI&PAPUA）

苏拉威西港口包括：比通
（Bitung）、马穆朱(Mamuju)、班
同罗安（Pantoloan）
巴布亚港口包括：不存在向中国
出口棕榈产品的港口

2018年向中国
出口9万吨

中苏拉威西省（Central.
Sulawesi）

15万公顷成熟
油棕林

4.23 4.40 4.60 4.43 4.42

西苏拉威西省（West.Sulawesi） 0.15 4.23 3.90 4.10 3.70 3.98

南苏拉威西省（South.
Sulawesi）

0.06 3.39 3.56 3.59 3.95 3.62

巴布亚省（Papua） 0.06 4.39 4.57 4.60 4.04 4.40

西巴布亚省（West.Papua） 0.08 4.59 4.76 4.64 4.76 4.69

资料来源：作者对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2018）、Proforest（2020a，内部文件）和Trase（2020）的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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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8b： 被评定为存在环境问题的关键出口地区和棕榈油生产省份

主要地区&港口；以及棕榈油
生产省份

棕榈产品
出口关键
指标和生
产面积

转化为油
棕种植的
土地面积

小农户经
营的种植
面积

油棕种植
扩张

小农户油
棕榈扩张

大型油棕
榈扩张

苏门答腊（SUMATRA）

苏门答腊的主要港口：巴淡
岛（Batam.Island.）、勿拉湾
（Belawan）、杜迈（Dumai）、
卡比尔/帕纳（Kabil/Panau）、
瓜拉丹戎（Kuala.Tanjung）、
巨港（Palembang）、潘姜港
（Panjang）、打拉根（Tarahan）、
直落巴由（Teluk.Bayur）

2018年向中
国出口198
万吨棕榈油

亚齐特别行政区（Aceh） 33万公顷成
熟油棕榈种
植区

≤10% >50% ≤5.0% ≤5.0% ≤5.0%

北苏门答腊省（North.Sumatra） 1,47 ≤20% ≤30% ≤2.5% ≤2.5% ≤5.0%

西苏门答腊省（West.Sumatra） 0,46 ≤10% ≤50% ≤5.0% ≤2.5% ≤10.0%

廖内省（Riau） 1,97 >20% >50% ≤2.5% ≤1.0% ≤2.5%

占碑省（Jambi） 0,73 ≤20% >50% ≤5.0% ≤2.5% ≤10.0%

南苏门答腊省（South.Sumatra） 0,96 ≤20% ≤50% ≤5.0% ≤2.5% ≤10.0%

邦加－勿里洞省（Bangka.
Belitung.）

0,21 ≤20% ≤30% ≤5.0% ≤2.5% ≤5.0%

明古鲁省（Bengkulu） 0,28 ≤20% >50% ≤5.0% ≤2.5% ≤10.0%

楠榜省（Lampung） 0,22 ≤10% >50% ≤5.0% ≤2.5% ≤5.0%

爪哇岛（JAVA）

爪哇岛的主要港口：格雷西
（Gresik）、丹戎埃马斯（Tanjung.
Emas）、丹戎佩拉（Tanjung.
Perak）、丹戎不碌（Tanjung.
Priok）

2018年向中
国出口34万
吨

爪哇岛没有关键生产地，西
爪哇省（West.Java）和万丹省
（Banten）有少量生产

加里曼丹（KALIMANTAN ）

加里曼丹的主要港口：巴厘巴板
（Balikpapan）、哥打巴鲁(kota.
baru)、桑皮特（Sampit）、达尔尊
（Tarjun）

2018年向中
国出口110
吨

西加里曼丹省（West.
Kalimantan）

128万公顷
成熟油棕林

≤10% ≤30% >15% ≤2.5% >15%

中加里曼丹省(Central.
Kalimantan)

1,45 ≤10% ≤20%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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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区&港口；以及棕榈油
生产省份

棕榈产品
出口关键
指标和生
产面积

转化为油
棕种植的
土地面积

小农户经
营的种植
面积

油棕种植
扩张

小农户油
棕榈扩张

大型油棕
榈扩张

南加里曼丹省（South.
Kalimantan）

0,57 ≤20% ≤20% ≤5.0% ≤5.0% ≤5.0%

东加里曼丹省（East.
Kalimantan）

0,94 ≤10% ≤40% ≤10.0% >15% ≤10.0%

北加里曼丹省（North.
Kalimantan）

0,82 ≤5% ≤20% ≤10.0% ≤10.0% ≤10.0%

苏拉威西&巴布亚（SULAWESI&PAPUA）

苏拉威西港口包括：比通
（Bitung）、马穆朱(Mamuju)、班
同罗安（Pantoloan）
巴布亚港口包括：不存在向中国
出口棕榈产品的港口

2018年向中
国出口9万
吨

中苏拉威西省（Central.
Sulawesi）

15万公顷成
熟油棕林

≤5% ≤50% ≤5.0% ≤10.0% ≤5.0%

西苏拉威西省（West.Sulawesi） 0,15 ≤10% >50% ≤5.0% ≤2.5% ≤10.0%

南苏拉威西省（South.
Sulawesi）

0,06 ≤5% >50% ≤10.0% ≤15.0% ≤5.0%

巴布亚省（Papua） 0,06 ≤1% ≤30% ≤10.0% ≤5.0% ≤15.0%

西巴布亚省（West.Papua） 0,08 ≤1% ≤30% ≤10.0% ≤5.0% ≤15.0%

资料来源：作者对印尼农作物地产总局（2018）、Proforest（2020a，内部文件）和Trase（2020）的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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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8a： 评定为存在劳工问题的印尼省份 
资料来源：Proforest.(2020a).

图E8b： 生物多样性价值加权后的印尼毁林情况
资料来源：Proforest（2020b）。.注：由于缺乏按省份计算的数据，因而无法在表E8b中显示。另外，读者还应注意，可
视化比例会夸大环境风险，因为热图只是指示性的，并未按比例绘制。

印尼：童工风险

印尼：健康与安全风险

印尼：强迫劳工风险

印尼：土地风险

平均童工风险

平均健康与安全风险因素

苏拉威西岛毁林情况（2015-2017年）

苏门答腊岛毁林情况（2015-2017年）

加里曼丹岛毁林情况（2015-2017年）

巴布亚岛毁林情况（2015-2017年）

平均强迫劳工风险

平均土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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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Trase数据
Pirard、Schulz、Benedict及Heilmayr等人（2020年）发现有187个企业集团从事种植园运营，而178个从事
工厂运作。25家集团从事精炼厂运营，而供应链中的出口商达55家。三大加工商——贸易商，即丰益集团、
金光集团和春金集团，拥有棕榈精炼产能一半以上的份额，并主导印尼出口市场。

四分之三的精炼和（全球）出口市场由10个主要集团控制，即丰益集团、春金集团、农业资源与科技公司-
金光集团、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Hayel.Saeed.Group-Pacific.Interlink、Permata.
Hijau、Sungai.Budi、Salim-Indofood.-Indoagri和Surya.Dumai-第一资源。以上10大集团合占的市场份额
显著，但上游参与度却较低。这十个集团合占工厂总产能四分之一的份额，占种植总面积的16％（但种植园
所有权未知）。尽管大多数集团都是纵向整合，但这些巨大差异表明总体纵向整合有限（就自力更生而言）。
大型贸易加工商，在种植园、农场和工厂之间转移产品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此外，Trase担心大型工厂的装机容量（相当于每年8500万吨CPO）超过棕榈油产量（每年4100万吨CPO.）。
这会推动扩大生产（小农户和中型企业），从而对森林构成风险。

印尼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以下两个表格对Trase（2020）平台2018年（和2013年）印尼对中国的出口数据（涵
盖毛棕榈油和精炼油）进行了汇总，涵盖主要的印尼原产地区（港口）、CPO当量、出口企业（根据使用的提
单数据）。随后，用图说明了按集团分类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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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9a： 参与中国棕榈产品贸易的印尼关键港口和出口商

主要地区及港口 2018年印
尼出口中国
的棕榈产品
总量（吨）

集团（最后出口商），按出口量排名

苏门答腊（Sumatra）：
勿拉湾（Belawan）、杜
迈（Dumai）、瓜拉丹戎
（Kuala.Tanjung）、芒
加尔(Manggar)、潘姜港
（Panjang）、苏丹马赫
穆德·巴达鲁丁（Sultan.
Mahmud.Badaruddin.
(U)）、丹戎潘丹(tanjung.
pandan)、直落巴由
（Teluk.Bayur）

1,980,809 春金集团(Intibenua.Perkasatama、春金集团、Wira.Inno.Mas)、Surya.
Dumai-First.Resources.(Adhitya.Serayakorita)、Jardine-Astra.Agro.
(Kreasijaya.Adhikarya)、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
团.(Sari.Dumai.Sejati)、丰益(Wilmar.Nabati.Indonesia、Multimas.
Nabati.Asahan)、农业资源与科技公司-金光集团、Ivo.Mas.Tunggal、
Binasawit.Abadi.Pratama)、Permata.Hijau.(Nagamas.Palmoil.
Lestari、Permata.Hijau.Palm.Oleo、Permata.Hijau.Sawit、Nubika.
Jaya)、吉隆甲洞.-峇株加湾集团(Steelindo.Wahana.Perkasa)、
Louis.Dreyfus.Commodities.(Ldc.Indonesia)、Best.Industry.
Group.(Berlian.Eka.Sakti.Tangguh)、Incasi.Raya.(Incasi.Raya,.
Sumbar.Andalas.Kencana)、Agri.Tirta.Lestari、Hayel.Saeed.Group-
Pacific.Interlink.(Pacific.Medan.Industri)、Sintong.Abadi、Inno-
Wangsa.(Inno-Wangsa.Oils.&.Fats)、Sungai.Budi集团(Tunas.Baru.
Lampung).

爪哇：格雷西（Gresik）、
丹戎佩拉（Tanjung.
Perak）、丹戎不碌
（Tanjung.Priok）、.三宝
垄（Semarang）、布亚坦
（Buatan）

342,948 Wings.Group.(Karyaindah.Alam.Sejahtera)、农业资源与科技-
金光集团(Purimas.Sasmita、金光集团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
Sinar.Meadow.International.Indonesia)、Best.Industry.Group.
(Berkah.Emas.Sumber.Terang、Batara.Elok.Semesta.Terpadu)、
Citra.Nutrindo.Langgeng、Sungai.Budi.Group.(Tunas.Baru.
Lampung、Budi.Nabati.Perkasa)、三林-印多福-印多福农业(Salim.
Ivomas.Pratama)、春金集团(Megasurya.Mas)、丰益(Wilmar.Nabati.
Indonesia)、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Riau.
Andalan.Pulp.&.Paper).

加里曼丹：巴厘巴板
（Balikpapan）、桑
皮特（Sampit）、达
尔尊（Tarjun）、契万
丹(Ciwandan)、库迈
（Kumai）、Stagen

1,102,976 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Kutai.Refinery.
Nusantara)、金光农业资源(金光集团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
Binasawit.Abadi.Pratama)、Citra.Borneo.Utama.(CBI.Group)、路
易达孚(Ldc.East.Indonesia)、春金集团.(Sukajadi.Sawit.Mekar)、
森那美种植公司(Golden.Hope.Nusantara)、Incasi.Raya.(Selago.
Makmur.Plantation).

苏拉威西：比通
（Bitung）、.班同罗安
（Pantoloan）

94,761 怡和集团-Astra.Agro.(Tanjung.Sarana.Lestari)、春金集团.(Agro.
Makmur.Raya)、丰益(Multimas.Nabati.Sulawesi)、三林-印多福-印多
福农业(Salim.Ivomas.Pratama).

资料来源：Trase（2020）。.
注：截至2020年2月20日，Trase数据最新更新年份为2018年。2018年，印尼出口至中国的棕榈产品总量为350万吨；向其他国家的出
口量（百万吨）如下：.印度的6.3，巴基斯坦2.6，荷兰1.2，意大利0.9，埃及0.8，西班牙1.0，新加坡0.4和俄罗斯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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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9b： 参与中国棕榈产品贸易的中国关键港口和进口商

主要区域
及港口

2018年出口至中
国的棕榈产品总量

集团（首个进口商），按进口量排名

中国 3,521,494 春金集团.(Inter-Continental.Oils.&.Fats)、金光农业资源(Golden.Agri.
International)、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AAA.Oils.&.
Fats、April.Far.East.Malaysia.Sdn.Bhd)、Surya.Dumai-第一资源(第一资源集
团)、Jardine-Astra.Agro与吉隆甲洞(Astra.-.KLK)、路易达孚,.Permata.Hijau.
(Virgoz.Oils.And.Fats)、Gideon.Agri、Just.Oil.And.Grain、森那美种植(森那美
集团)、Sawit.Sumbermas.Sarana.(Borneo.Agri-Resources.International)、
Sungai.Budi.集团(Inter-United.Enterprises)及其他。

资料来源：Trase（2020）。.
注：截至2020年2月20日，Trase数据最新更新年份为2018年。2018年，印尼出口至中国的棕榈产品总量为350万吨；向其他国家的出
口量（百万吨）如下：.印度的6.3，巴基斯坦2.6，荷兰1.2，意大利0.9，埃及0.8，西班牙1.0，新加坡0.4和俄罗斯0.8。

几家大型集团出口/进口总量达340万吨，占2018年印尼-中国棕榈产品总贸易量的96％;但RSPO估计仅
1.5％获得RSPO认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贸易的90%（数量）属于封闭或内部交易（即改集团在原产国的
出口与目的地国家的进口量相匹配），包括：春金集团、金光农业资源、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
植集团、Surya.Dumai.–第一资源、怡和集团-Astra.Agro与吉隆甲洞、路易达孚、Permata.Hijau、丰益集团、
森那美种植以及Sungai.Budi.集团。两国棕榈产品贸易量中似乎仅约10％属于开放交易（即不在同一集团
内）。针对中国市场的纯销售商包括：Wings.Group（数量与Gideon.Agri相似）、Best.Industry.Group、Incasi.
Raya、Cbi.Group、三林-印多福-印多福农业资源。纯采购商包括：Gideon.Agri、Just.Oil.and.Grain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丰益集团角色的转变，从最大的出口商亦最大的进口商（通过封闭交易，2013年贸易量
最高的集团）转为实物交易方。这表明其增加了在中国境内或在岸棕榈原料的采购。专家们对此并不感到
惊讶，因为中国境内棕榈油价格较低，这归因于影子融资鼓励商品采购，而后在中国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的价格出售商品。

丰益集团大部分棕榈原料都来自中国境内。丰益集团报告称其4个油脂化学品设施，分别提供了32％中国
国内采购的棕榈油和42％中国国内采购的棕榈仁及其他月桂油。对于中国境内的6家丰益集团专用油脂
设施（供应主要买家），该集团报告称，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棕榈产品总量中有64％来自“本
地”（即中国），而36％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丰益集团2020）。供应丰益集团印尼公司的精炼厂（MNA，瓜拉
丹戎；.MNS，比通；.WINA，杜迈；.WINA，巴东）和第三方精炼厂供应商（Inti.Benua.Perkasatama（春金集
团），杜迈；Inti.Benua.Perkasatama（春金集团），Lubuk.Gaung港；.Inter-Continental.Oils.&.Fats.Pte.Ltd.
(春金集团)，比通；Kutai.Refinery.Nusantara.(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巴厘巴板;.PT.
Kreasijaya.Adhikarya.(怡和-Astra.Agro),.杜迈;.春金集团,.巴淡岛;.春金集团,.勿拉湾;.PT..Smart.Tbk..(金
光农业资源),.达尔尊;.Sari.Dumai.Sejati.(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Lubuk.Gaung港;.
PT.Sukajadi.Sawit.Mekar.(春金集团),.Bagendang）。虽然丰益提供了10个中国加工设施的详细信息，但
其拥有的设施远不止这些，包括未涵盖的精炼厂91。

91.益海嘉里（丰益中国）和丰益国际有限公司。在中国：51家精炼厂、10家油脂化工厂、6家专用油脂生产厂和0家生物柴油厂；通过联
营方式经营：7家精炼厂、2家油脂化工厂、2专用油脂生产厂和0家生物柴油厂。.占棕榈基产品45%的市场份额；包括150万吨食用
油、煎炸油及其他；.100万吨专用油脂，50万吨油脂化学产品。2018财年末（棕榈及其他产品）收入249.9亿美元；2017财年末非流
动资产为69亿美元。.资料来源：印尼－中国可持续棕榈油，最终报告，2019年10月18日（针对本研究项目）。



印尼－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贸易及关键参与者

96

图E9a： 印尼-中国顶级贸易商

总体而言，Trase报告称棕榈油贸易势头强劲且持续增长，年贸易量从约200万吨增至350万吨，2015年后
有所放缓，2018年又有所回升。主要供应港口位于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地区（2018年显着上涨），而苏拉威
西港口的供应商已成为最少。请参见下面的图E9b。

印尼棕榈油协会（GAPKI）报告称，2018年棕榈油及其产品（包括生物柴油和油脂化工产品）的出口量为
3470万吨，2019年增至3620万吨。GAPKI指出，由于印尼面临的关税高于马来西亚，因此印尼对印度的
棕榈产品贸易有所下降（Munthe和Fransiska，2020b）。.2018年，印尼出口的2790万吨棕榈油（粗制和精
炼）中，约13％进入中国市场，近23％出口到印度，但专家（估计610万吨印尼出口）指出，2019年市场地位
将有所逆转，中国将成为印尼棕榈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在撰写本文时，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尚无更新的2019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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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9b： 印尼-中国原产区
注：原产区域是指出口港口的位置。金光农业资源（已从爪哇、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出口）在
2013年装运了一批未知产地的产品。2019年成交量是预估值，并非来自Trase（官方数据待
定）。

调查结果摘要：

• 顶级集团（大多是RSPO成员）出口/进口340万吨，占2018年贸易总量的96％；但仅1.5％获得RSPO
认证。90％为封闭/内部交易（即集团内）。这些大型贸易商包括春金集团、金光农业资源、金鹰集团-.顶
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Surya.Dumai-第一资源、吉隆甲洞的怡和集团-Astra.Agro、路易达孚、
Permata.Hijau、丰益集团、森那美种植和Sungai.Budi.集团。

• 丰益集团已从最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转为中国在岸采购。

• Trase报告称，印尼出口至中国棕榈油（毛棕榈油和精炼棕榈油）产品年贸易量从约200万吨增至350万
吨，2015年后有所放缓，2018年又有所回升。

• 苏门答腊一直是主要的供应地区（按原产地港口），但加里曼丹在2018年表现强劲，而苏拉威西港口的
供应商最少。.

• 但在2019年，中国超越印度成为印尼主要的棕榈油出口市场，预计共采购610万吨棕榈油。

苏门答腊

2013-2018年印尼-中国棕榈油（毛棕榈油和精制棕榈油）贸易量（吨）＆2019年估测值

数据：Trase.(2020)及作者估算数据

未知 苏拉威西 加里曼丹 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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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 发现和建议

关键发现回顾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报告第二部分七小节的关键发现。

性别问题：

• 丰益集团和春金集团的临时工人数相对较少（分别为9.6％和5％）。临时工占金光农业资源和金鹰集
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女性工人比例分别
为75％和9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的数据，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可能在非正规部门担任无薪
工人和/或从事零工/兼职工作，这在印尼属于常态。总体而言，关于临时女工人数和基于性别的薪资差
异的数据不完整。

• 随着一些种植园、工厂等成立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委员会，妇女治理工作正不断改善。越来越多企业设
立职业健康与安全（OHS）委员以执行相关安全协议和标准。

• 据SPOTT称，四大种植集团均报告其已实施相关国际劳工标准。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自由、事先和知情同
意原则（或FPIC）是最被广为采用的最一致性标准。有些还采用了其他劳工标准，例如丰益集团采用《国
际劳工组织公约》。

• 据SPOTT称，企业采用劳工标准的政策（较高）和具体实践（较低）评级存在差异。在制定劳工政策时，
评级分数在72％至92％之间。但是，除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得分85％外，企业对
这些政策的实施评级缺介于52％至61％之间。深入了解后，我们注意到，该评级分数目前侧重于数据披
露，而不是实际指标。尽管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在数据透明性方面的评分（比同
行企业更好），但其60％的工人是临时工（比同行企业更糟糕），且93％是女性。

• 重点关注六个专门针对性别问题的评级类别（包括纳入女性参与，解决障碍以及消除运营过程中及与
供应商相关的歧视问题，报告女性雇员百分比以及按性别分类的工资水平），丰益集团和金光农业资
源的评级平均值最高，其次是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和春金集团（很多选项回答为

“无答案”；更多内容见附件2）。

中国贸易协定和贸易问题

• CSIS指出，中国对印尼农业的投资尤其少。.``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转变这一现状。另一方面，随着许
多可靠的棕榈油供应商在自己的贸易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中国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投资。贸易与
投资之间没有关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 印尼出口至中国的棕榈油在2019年大幅增长，使中国超越印度和欧盟成为印尼棕榈油最大进口市场；
进口量突破近几年的波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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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8年到2019年及2020年，中国的进口量可能会出现较大变化。猪瘟（大豆进口量下跌、棕榈油转
而上涨），棕榈油价格相对于矿物油而言相对较低（增加用于农业机械和渔船的进口量；.棕榈油价格在
2019年下半年飙升，但随着原油价格在2020年第一季度因欧佩克或沙特-俄罗斯贸易战爆发而暴跌，这
种情况得到了扭转），以及中美贸易协议（如果中国进口更多肉类，将不会对棕榈油进口产生影响，或正
面影响；如果进口更多的大豆，则对棕榈油进口产生负面影响）。

• 在参与印尼——中国贸易的贸易加工商中，RSPO成员数量很高，但他们主要专注于不毁林、不开垦
泥炭地、不侵害人权（NDPE）政策和可追溯性。因此，RSPO材料进口量仍然非常有限，直到2018年中，
RSPO报告的市场份额为1.5％。一些市场专家指出，NDPE将继续抢占RSPO的市场份额。

大型种植集团及其与中国的业务联系

• 2018年，印尼——中国直接贸易市场主要由春金集团、金光农业资源和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
亚洲种植集团主导。丰益集团在2018年近进口了将近150,000吨的棕榈原料，作为直接贸易商其所占市
场份额有所下降（与2013年相比），并且似乎在中国采购了大量的在岸棕榈油产品（请参阅E9.Trase数
据）。

• 市场专家称，丰益集团在中国棕榈油市场仍占主导地位，约占40-50％的市场份额，其次是中粮集团，占
30-40％，其他企业合占20-30％。

• 丰益集团的180家炼油厂（包括子公司和联营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一位于中国。2018财年12月份，来自
中国的收入为250亿美元（占其全球收入的56％）以及70亿美元的非流动资产（占其全球非流动资产的
36％）。丰益集团官网称其中国60多个地区拥有300多家制造厂；使其成为最大的食用油精炼商和专用
油脂和油脂化工产品制造商，领先的油籽压榨商，以及品牌包装油、大米和面粉生产商，此外，它还是最
大的面粉和大米碾磨商之一。最近，CGS-CIMB（2020）报道丰益集团有望在中国上市YKA，到目前为止，
其在中国的业务并未受到新冠疫情（Covid-19）爆发的重大影响。

• 春金集团的 17家炼油厂中有3家位于中国，报告称2018年的年收入中有750万美元来自中国业务。

• 金光农业资源报告称，在2017年将其天津精炼厂出售给路易达孚之后，其在中国拥有2家精炼厂（全球
共6家）（路透社，2017年）。.在2018年12月份该财政年度终结日，其中国区收入为8.53亿美元（占其全球
总收入的13％）以及1.07亿美元的非流动非金融资产（占其全球非流动非金融资产的2.4％）。.它在中国
拥有20家子公司。

• 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的5家精炼厂中有1家位于中国。.

间接投资和印尼棕榈油行业中的中国资本流

• 总体而言，中国金融机构对棕榈油部门的资金支持似乎有限（总金额为27亿美元；仅占所有商品所有集
团总融资额的4.6％），对所选集团的资金支持亦如此（对于棕榈油部门支持为23亿美元或10.5％）。 

• 中国金融机构主要资助对象为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金光集团和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
洲种植集团在中国的纸浆和造纸业务。

• 金光农业资源接收的来自所有金融机构的融资总额最高，达160亿美元，其次是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
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76亿美元）和丰益集团（55亿美元）。

• 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到金光农业资源（67亿美元）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35
亿美元）。此外，还对中粮集团（15亿美元）、中兴通讯和天津聚拢注入了显著金额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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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排名前五位的主要种植园集团中，金光农业资源和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获得
的融资涉及棕榈油、纸浆和造纸部门；而丰益、中粮集团和怡和-Astra Agro的融资仅用于棕榈油。

• 来自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在中粮集团（79％）、金光农业资源（42％）、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
洲种植集团（46％）的融资总额中占很大比重。怡和-Astra.Agro的融资中只有4.0％来自中国；对于丰益
集团来说，该数值仅为3.3％。更多信息请参阅按棕榈油集团分类的数据（附件3）。

RSPO溢价及其驱动因素

• 获得可持续性认证的产品不是免费的，并且由于供应商会试图承担其成本或更多其他费用，因而产生
溢价。主要认证包括RSPO（用于食品和油脂化学产品）和ISCC（能源作为最终用途，特别是运输燃料）。
RSPO认证包括证书交易体系（B＆C，也称为积分）、认证与非认证混合体系（MB）、种植园身份保护体系
/认证与非认证分离体系（IP./.SG）。.

• RSPO溢价更多是基于供应情况或成本推动，而不是需求拉动。欧洲支付与日本和印度相同的费用。如
果是高溢价产品，则他们都支付相同的费用。

• 一些买家更愿意为更好的供应商和高质量规格产品支付更高的费用。

• RSPO溢价差异（来源）按公司名称（视情况而定）。如果您是RSPO成员并且被列入黑名单，则没有用。一
些RSPO成员在解决问题上（包括在巴布亚有业务的人）处境艰难，并被指控漂绿。

• 非RSPO的 TTP策略很明显。一些欧洲买家对价格更为敏感。大型贸易商加工商可能会为这些买家提供
可追溯性体系相关的产品，而不是RSPO.SG产品。可持续的“可追溯到种植园”或TTP破坏了RSPO.SG和
整个RSPO的发展。

出口地区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 油棕种植引起的社会风险最严重的省份（高评分）是西巴布亚、巴布亚、中苏拉威西、亚齐特别行政区，
风险最低的省份包括邦加－勿里洞省（Bangka Belitung）、南苏门答腊、占碑和廖内。社会风险较低的
包括苏门答腊（主要出口地区）的邦加－勿里洞省和南苏门答腊省，而风险较高的是亚齐特别行政区和
北苏门答腊省。对于加里曼丹地区（第二大出口地区）而言，加里曼丹省和南加里曼丹省风险较低，而东
加里曼丹省和北加里曼丹省则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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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范围内的环境风险指标表明，小农户扩张最快的地区是东加里曼丹省，以及北加里曼丹省和南苏
拉威西省（基数较低）；而小农户扩张现象在苏门答腊（亚齐特别行政区）有所限制。西加里曼丹省基数
处于中等，其扩张速度更快，南部苏门答腊省的高基数区域扩张速度也更快。 

• 按地区分的问题汇总。苏门答腊：亚齐特别行政区（小农户&社会风险高），北苏门答腊和西苏门答腊（地
产扩张&.社会风险中等程度），南苏门答腊（毁林风险），苏门答腊其他地区（小农户、地产驱动的扩张&
社会风险较低）。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和西加里曼丹的社会风险，都包括地产驱动的扩张
以及东加里曼丹的小农户扩张，北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西加里曼丹和中加里曼丹的毁林风险。苏拉
威西岛和巴布亚：西巴布亚和中苏拉威西的社会风险较高；和油棕榈种植的扩张（低基数），以及中苏拉
威西省的毁林风险。

• 棕榈产品的贸易流通常较为复杂且分多个层次，这可能使高风险供应基础难以抑制出口。最终，应该有
明确的标准来限制从近期存在毁林和社会风险的地区采购；以及改变供应链行为的其他影响。

Trase数据

• 顶级集团（大多是RSPO成员）出口/进口340万吨，占2018年贸易总量的96％；但仅1.5％获得RSPO认
证。90％为封闭/内部交易（即集团内）。这些大型贸易商包括春金集团、金光农业资源-金光集团、金鹰集
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Surya Dumai-第一资源、吉隆甲洞的怡和-Astra.Agro、路易达
孚、Permata.Hijau、丰益集团、森那美种植、Sungai.Budi.集团。

• 丰益集团已从最大的出口商兼进口商转为中国在岸采购。

• Trase报告称，印尼出口至中国棕榈油（毛棕榈油和精炼棕榈油）产品年贸易量从约200万吨增至350万
吨，2015年后有所放缓，2018年又有所回升。

• 苏门答腊一直是主要的供应地区（按原产地港口），但加里曼丹在2018年表现强劲，而苏拉威西的港口
的供应商最少。.

• 但在2019年，中国超越印度成为印尼主要的棕榈油出口市场，预计共采购610万吨棕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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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面对这些发现，下一步工作是什么？我们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但是首先，我们讨论了棕榈可持续发展是否
可以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为解决这个政府（G2G）层面的问题，我们与印尼两位高级棕榈油和贸易专家
进行了交谈。简而言之，他们的回答是“不能”。

• 第1位专家。（i）采购方没有这一需求。遗憾的是，对于可持续棕榈油，中国市场没有对认证材料的需求。
RSPO在中国设有办事处。世界自然基金会也试图说服中国买家履行这一要求。但是事实是中国市场
不存在真正的需求。（ii）贸易协议？我们已达成中国——东盟贸易协议，我们预计不会单独签署一份印
尼——中国协议。贸易协议对棕榈油产品的关税提出一个限额。但由于ISPO在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成
立，因此不被涵盖在其中。协议也不存在东盟可持续产品相关章节。我对在正式贸易协议中纳入可持
续棕榈油不报乐观态度。（iii）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达成可持续棕榈油协议。这是Solidaridad促成的印尼
经济事务统筹部（Ministry.of.Coordination.Economic.Affairs）与印度印度溶剂萃取商协会(Solvent.
Extractors'.Association.of.India).之间联合制定的一项自愿性计划，并非正式的协议。双方就此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Solidaridad也着手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商品。印度协议与棕榈油相关，但我们还未收到
有关该项目的最新情况，也未听说印尼与中国签署类似的协议。Solidaridad在中国没有办事处？印度这
方面的工作是由Solidaridad发起的；（iv）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很有趣。为实施该倡议，中国承诺采购更
多的棕榈油（50万吨），这将使明年印尼对中国棕榈油出口量激增。.

• 第2位专家。（i）ISPO最初旨在满足消费者需求，就像RSPO一样。ISPO不是国家标准，而是农业部的一项
包含正式法规的标准。（ii）对于国际贸易而言，重要的是是否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和关贸总
协定（GATT）。油棕可持续发展计划（RSPO、ISPO或MSPO）均不符合正式的国际贸易规则。它们仅作为
消费者标准而设计，因此与双边或多边贸易规则无关。（iii）很少有人担心中国的棕榈油贸易问题；印度
则不然，他们已经在玩关税游戏；（iv）由于新兴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印尼未从中国采购任何产品，包括包
装食品；自2020年1月以来，印尼禁止中国航班和船只入境。因此，两国关系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专家们对与中国达成任何关于棕榈油可持续性正式协议的悲观态度，这似乎体现了RSPO和ISPO的现
状。归根到底，他们仅是自愿性倡议。为此，我们针对以下三个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问题1：拥有种植园的综合贸易商——加工商控制印尼——中国棕榈油贸易，而中国市场由丰益集团和中
粮集团主导。他们都是RSPO成员和供应商，但RSPO认证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为1.5％。

建议：（i）与大型贸易商合作，包括春金集团、金光农业资源-金光集团.、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
亚洲种植集团、Surya.Dumai-第一资源、怡和-Astra.Agro与吉隆甲洞、路易达孚、Permata.Hijau、丰
益集团、森那美种植和Sungai.Budi.Group；（ii）在如何将RSPO市场份额从目前的1.5％提升至5％再
到10％的目标（和/或确定可追溯产品的市场份额及其如何对RSPO认证产品产生冲击）方面，寻求主
要参与方的更好更明确的承诺；（iii）这可能需要掌握更充分的信息并制定具有时限的计划，例如，丰
益集团所有的180家精炼厂（包括子公司和联营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一在中国，但其仅报告了10家加
工单位的可追溯性信息。Permata.Hijau.Group发布的有关RSPO产品数量的报告也不完整，其报告
的销往中国的CSPO产品份额为0％，但其供应链认证或SCC的时限计划为2014-2025.；92（iv）对最终
用户开展调查，例如方便面和休闲食品制造商、家居和个人护理产品制造商（中国将其称为日用化学
品）和快餐连锁店。.

92.在其提交给RSPO的2019年年度进展报告（ACOP）中：（i）2.2.5当年使用的所有棕榈油和油棕产品的总量（吨）标注为“不适用”，
2.4.4总量（吨）仍标注“不适用”;（ii）2.5贵公司在以下地区销售的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在总棕榈油产品中所占的百分比：“2.5.7
中国”一栏为0％；（iii）3.1.供应链首个认证的年份（已计划或已实现），填写答案“2014年“。3.3预计所有棕榈产品加工设施获得
100％RSPO认证的年份，答案为”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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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中国棕榈产品进口的驱动因素较多93，进口量不断变化。2019年是中国进口棕榈产品标志性的一
年，估计进口总量达610万吨，跃居成为印尼棕榈产品的最大买家。中国曾承诺采购量增加50万吨，这似乎
已经实现。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交易量可能会停滞不前，包括棕榈油价格太高无法用于生物燃料，贸易商
表示仅几个星期大豆和大豆油已经抢占了棕榈油的市场份额（中国，印度被视为满足美国农场的利益）。从

“一带一路”倡议（BRI）的角度来看，印尼在东盟国家中享有特殊的政府（G2G）关系（但其对新冠疫情的反
应可能会削弱印尼在这方面的优势）。中国金融机构不是棕榈油部门的主要出资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对棕榈油和其他农业领域也不是特别感兴趣，相反，基础设施却很受关注。 

建议：（i）由于似乎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变出口贸易驱动因素方面，并且也未能达成贸易协议，因此
纳入利益相关方参与可能须侧重中国消费者。（ii）消费者缺乏对棕榈油的了解。他们可能更关注高端
食品和食品安全性。从而自然地将消费者引导至RSPO认证的棕榈产品，但这必须确保非RSPO.TTP或
TTP市场偏好和RSPO信用之间的平衡。

问题3：需更好的量化性别问题（更好的政策和实践评级、关键指标和种植园一级的治理）、社会和环境问
题，并以系统的方式与贸易和供应链数据联系起来。

建议：（i）审查Trase平台提供的新的“追溯到工厂”数据和其他供应链数据；.（ii）考虑如何对改变供应
链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可参考巴西牛肉供应数据实例和其他案例研究；（iii）选择关键指标以进
行更详细的跟踪和定位，以更深入的开展下一个阶段工作（超越当前的“您是否披露”的评级方法）。

93.受到大豆进口量的影响（因猪瘟而下降，但可能是由于中美贸易协定又增加）以及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方便面消费量减少，
最终使用量减少。然而，相对于矿物油而言，棕榈油价格相对便宜，因此会进一步上涨。我们估计，过去两年来，进口到中国的棕榈
油出现近50%的增长是出于此原因，如果棕榈油价格比矿物油贵，这种增长趋势便会停止。（自2019下半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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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8/05/07/china-agrees-to-increase-palmoil-imports-from-indonesia.html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8/05/07/china-agrees-to-increase-palmoil-imports-from-indonesia.html
https://www.spott.org/palm-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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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louisdreyfus-golden-agri-china/louis-dreyfus-to-buy-chineseoilseed-firm-from-golden-agri-idUSKBN1DR2F4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5/how-canindonesia-manage-its-concerns-about-bri-investments/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5/how-canindonesia-manage-its-concerns-about-bri-investments/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dam/china/docs/Publications/Palm%20Oil%20Value%20Chain_EN_fi nal.pdf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dam/china/docs/Publications/Palm%20Oil%20Value%20Chain_EN_fi nal.pdf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dam/china/docs/Publications/Palm%20Oil%20Value%20Chain_EN_fi nal.pdf
https://ir-media.wilmarinternational.com/app/uploads/2019/08/wilmar_sustainability_report_2018.pdf
https://ir-media.wilmarinternational.com/app/uploads/2019/08/wilmar_sustainability_report_2018.pdf
https://www.wilmar-international.com/sustainability/traceability/supply-chain-map
https://www.wilmar-international.com/sustainability/traceability/supply-chain-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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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匿名人士（中国－印尼贸易顾问，雅加达），于2020年2月25日在雅加达与Yu-Leng.Khor一.
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中国－印尼智库专家，雅加达），于2020年3月1日在雅加达与Yu-Leng.Khor一.
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棕榈油供应链专家，雅加达），于2020年2月25日在雅加达与Yu-Leng.Khor一.
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棕榈油供应链专家，新加坡，中国），于2020年3月1日在新加坡与Yu-Leng.Khor一.
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可持续棕榈油供应商，马来西亚，印尼），于2020年2月20日在吉隆坡与Yu-Leng.Khor一
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可持续棕榈油供应商，新加坡，印尼），于2020年2月20日在新加坡与Yu-Leng.Khor一
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可持续棕榈油供应商，马来西亚，新加坡），于2020年3月2日在新加坡与Yu-Leng.Khor一
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可持续棕榈油供应商，马来西亚），于2020年3月4日在吉隆坡与Yu-Leng.Khor一.
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贸易专家，雅加达），于2020年2月25日在雅加达与Yu-Leng.Khor一起通过电话采访。

匿名人士（贸易专家，雅加达），于2020年3月5日在雅加达与Yu-Leng.Khor一起通过电话采访。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对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进行采访，北京，202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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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澄清事项

包括已结案的RSPO投诉事件

RSPO投诉报告显示，社会问题（劳工、人权和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占RSPO投诉的61％，环境问题（高
保护价值）占投诉事件的20％。.投诉事件在2013年和2017年达到顶峰，所有投诉大部分来自印尼（57％）。.
截至2018年6月30日，2009年至2018年6月期间共结案6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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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SPOTT有关性别问题的评分
SPOTT（2019）在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实施方面对企业进行了评级和排名。2019年10月，作者基于企业披露
的信息（而非近指标本身）对SPOTT评级进行了审查，如该企业的指标计算值的是高于还是低于同行。例
如，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的评分较为全面，因为其报告了临时工的数量等更多信息
（基于数据透明性，它比选定的同行更好）。然而，该公司60％的工人属于临时工（比一些同行企业较差），
其中92.9％是女性。对于六个专门针对性别的评级项目（黄色阴影，表示为纳入妇女参与并消除障碍，消除
运营过程中及与所有供应商相关的歧视问题；报告女性雇员的百分比以及按性别划分的薪资水平），即从
评分的简单平均值看，丰益国际和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金光集团位居第二，其次是金鹰集团-.顶峰集
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和春金集团（含有更多“无答案（0.00）”红色阴影框）。

图A2a： 针对所选种植集团的SPOTT评分（社区、土地和劳工权利），2019年10月

SPOTT评分 丰益
集团

金光农业资
源与科技有
限公司-金光

集团

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
限公司-亚洲

种植集团

春金集团 (最高分)

1 人权承诺 1.00 1.00 1.00 1.00 1.00

2 人权政策应用于供应商的承诺 1.00 1.00 1.00 1.00 1.00

3 实现人权承诺的进展 1.05 1.37 1.86 1.10 2.00

4 致力于支持妇女参与棕榈油生产活
动，包括消除面临的障碍 1.00 0.50 0.50 0.00 1.00

5 支持将女性纳入棕榈油运营的承诺，
包括解决面临的障碍，适用于所有供
应商

1.00 0.50 0.00 0.00 1.00

6 承诺尊重所有工人权利 1.00 1.00 1.00 1.00 1.00

7 尊重所有工人权利的承诺适用于所
有供应商 1.00 1.00 1.00 1.00 1.00

8 尊重所有工人权利的承诺取得进展 1.05 1.37 1.86 1.10 2.00

9 对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或自由公
平劳工原则的承诺 1.00 0.50 0.50 1.00 1.00

10 对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或自由公
平劳工原则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供应
商

1.00 0.50 0.50 1.00 1.00

11 致力于消除与性别有关的就业和职
业歧视 1.00 1.00 1.00 0.00 1.00

12 消除与就业和职业有关的性别歧视
承诺适用于所有供应商 1.00 1.00 1.00 0.00 1.00

13 临时雇员的百分比或人数 1.00 1.00 1.00 1.00 1.00

14 女雇员的百分比或人数 1.00 1.00 1.00 1.00 1.00

15 承诺至少支付最低工资 1.00 1.00 1.00 1.00 1.00

16 至少支付最低工资的承诺适用于所
有供应商 1.00 1.00 0.00 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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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T评分 丰益
集团

金光农业资
源与科技有
限公司-金光

集团

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
限公司-亚洲

种植集团

春金集团 (最高分)

17 支付最低工资承诺的实施进度 1.05 1.37 1.86 1.10 2.00

18 按性别报告的工资 0.00 1.00 0.00 0.00 1.00

19 解决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的承诺 1.00 1.00 1.00 1.00 1.00

20 解决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的承诺适
用于所有供应商 1.00 1.00 1.00 1.00 1.00

21 减少因工伤造成的时间损失 0.50 0.75 0.75 0.75 1.00

22 因工伤而浪费的时间 0.50 1.00 1.00 1.00 1.00

23 工伤事故导致零死亡 0.00 0.00 1.00 0.00 1.00

24 因工死亡人数 1.00 1.00 1.00 1.00 1.00

25 提供个人防护设备和相关培训 1.05 1.37 1.86 1.10 2.00

6项所选问题（黄色阴影） 0.83 0.83 0.58 0.17

注：绿色＝是或完整回答，.
蓝色＝部分回答，.
红色＝无答案

是 部分 无

数据：SPOTT平台的“棕榈油：ESG政策透明度评估，2019年10月”。于2020年2月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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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中国对所选种植园的资金支持情况

图A3a： 2011-2019年中国金融机构对前五大种植园的资金支持情况

2010-2018年间金光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金光集
团融资总额160亿美元（所有商品，按国家分类）

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各商品的总
融资额，76亿美元（按国家分类）

荷兰 	4.2.6%
马来西亚 	4.10.1%

瑞士 	4.2.6%

荷兰 	4.5.4%

日本 	4.1.8%
0.6%.法国
1.1%.印度印尼

29.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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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奥地利
0.3%

奥地利
0.3%

中国
0.3%

德国
0.3%

中国
42.0%日本

5.4%

新加坡 	4.2.0%

金光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GAR） 
(金光集团)

金鹰集团- 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团 
（新加坡金鹰集团)

金光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金光集团
各商品的总融资额，160亿美元

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集
团各商品的总融资额，76亿美元

纸浆&纸
70.4%

纸浆&纸
95.4%

棕榈油
29.6%

棕榈油
4.6%

中国融资机构对金光农业资源与科技有限公司-金光集
团棕榈油的总融资额，47亿美元

中国融资机构对金鹰集团-顶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种植
集团的总融资额，3.5亿美元

台湾 	4.2.5%

百
万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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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万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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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集团 丰益（丰益集团）

中粮集团所有商品融资总金额，19亿美元

中粮集团所有商品融资总金额（分国家），
19亿美元

中国金融机构对中粮集团棕榈油部门的融
资总额，19亿美元

丰益集团所有商品融资总金额，55亿美元

丰益集团所有商品融资总金额(分国家)，
55亿美元

中国金融机构对丰益集团棕榈油融部门的
融资总额，55亿美元

棕榈油
100%

棕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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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比利时

3.3%.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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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数据为2011年1月至2019年8月;（2）部门规范是热带森林风险部门的生产和初级加工活动，但这似乎不确定，因为它可能被标
记为棕榈油或其他商品活动的子类别；（3）在印尼的中粮国际（雅加达和南邦办事处），天津聚龙和中兴的业务没有融资数据；（4）相比
于金光农业资源和春金集团

新加坡
29.2%

荷兰
0.3%

日本
0.3%

英国
3.6%

18.6%.印尼

2.6%.澳大利亚
4.0%.中国

怡和-Astra Agro 
(怡和集团)

怡和－Astra Agro所有商品的融资总额，
24亿美元

中国金融机构对怡和－Astra Agro棕榈油
部门的融资总额，24亿美元

怡和－Astra Agro所有商品的融资总额
（分国家），24亿美元

棕榈油
100%

百
万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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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rest的生产区域性项目是由英国
政府的援助资金-.森林施政、市场和气
候项目（FGMC）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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