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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印度尼西亚浆纸业巨头亚洲浆纸业（APP）1 由

尽管 APP 已做出承诺，其侵害活动仍在持续进行。

该国最大企业集团之一金光集团控制。APP 供

类似 OKI 制浆厂扩建计划的业务扩展活动将会给森

应链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有长达三十

林、泥炭地和当地社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年的记载。多年来，该公司一直参与或导致如森
林砍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森林火灾、土地冲

APP 的业务对银行和投资者构成重大风险。此风险

突及当地居民流离失所、以及针对环境活动家施

简报将指出该公司的侵害行为将会给银行及其他金

暴、甚至杀害等活动；公司的行为与其承诺存在

融机构所带来声誉、金融、监管、法律及其他方面

明显的不一致，并存在违反政府有关保护泥炭和

上的风险。

雾霾防护等法律法规的现象。

银行和投资者重大风险综述
搁浅资产风险：“搁浅资产”概念与气候风险的联

监管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当前，泥炭地上引发

系已被众所周知。相同的逻辑可以运用在森林风险

的火灾已导致四项针对 APP 位于新加坡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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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不可持续生产上 。例如，印尼政府针对停

的法律调查。未来火灾极可能触发其他跨界法律程

止森林砍伐、淘汰泥炭地种植园的措施将可能对当

序。

前现有和未开发的种植园构成风险。
纤维供应风险：APP 披露的 1570 立方米的木材来
未来社会冲突损失：社会冲突未经解决将会为

源，仅是工厂生产指标所需纤维量的一半 3。监管、

APP 带来更多债务。我们预计，APP 供应商种

或由泥炭沉降引发的洪水有可能诱发更多制约因素，

植园上发生的社会冲突未经解决将造成 7 亿至

牵制公司对现有种植园区的利用，致使情况进一步

57 亿美元之间的潜在损失（详情如下）。

恶化。

市场风险：APP 违背“不砍伐森林、不开采泥

声誉风险：APP 反复违背其承诺，持续侵犯人权、

炭、不剥削（NDPE）”的承诺，扩建所导致的

破坏环境。这些劣迹均表明 APP 既无法履行其承

木纤维需求使其恶劣影响变本加厉。公司有可能

诺，也无法保障其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危害，不对

被遵循 NDPE 政策的买家所孤立，从而构成市

投资者构成风险。恰恰相反，APP 需要扩建种植园

场风险。

以满足 OKI 制浆厂需求，这将进一步放大投资者及
商业合伙人所面临的声誉风险。

我们联系到了 APP，为他们提供一次回复针对 OKI 制浆厂扩建计划问题的机会。我们很高兴得到了
APP 的答复，相关内容请参见第 10 页《附录：亚洲浆纸业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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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过去及其现在的影响
3

APP 的业务对社会及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已被若干
当地 和国际组 织详尽 的记录 。 4 早在 2013 年，
APP 颁布了一项《森林保护政策》，保证在印度尼
西亚经营范围内停止森林砍伐。 5 然而，公司无视
其承诺，为获取木纤维持续砍伐森林，破坏了宝贵
的泥炭地，并加剧了社会冲突。

森林砍伐与破坏

APP、泥炭地、火灾&雾霾

关注森林组织（Eyes on the Forest）于 2010 年

在干泥炭地上进行大面积种植是造成大规模

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在 1984 年和 2020 年之

火灾的主要因素，尤其在受由气候变化影响

间，APP 在印度尼西亚廖內省和占碑省内所砍伐的

导致的极干天气季节。印度尼西亚于 2015

森林面积超过两百万公顷。 尽管 APP 于 2013 年

年、2017 年、和 2019 年分别经历了史上

推出了《森林保护政策》，砍伐频率有所降低，但

最惨烈的森林火灾，11 引发的烟雾与雾霾危

是砍伐行为却一直在持续进行。绿色和平组织

机波及整个东南亚。印度尼西亚于 2015 年

（Greenpeace）于 2018 年的研究披露，从 2013

的火灾烧毁了 260 万公顷 12 森林、泥炭

年至 2018 年，两处与 APP 及其母公司金光集团

地、和其他类型土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有关联的开采地中，几乎 8,000 公顷的森林和泥炭

内释放了 17.5 亿吨二氧化碳。13 据估计，

地被清空。7 另一项绿色和平的研究发现，在 2018

2015 年的火灾有可能造成该地区 10 万人

年 8 月和 2020 年 6 月之间，三处属于 APP 或其

过早死亡。14 南苏门答腊地区一大部分火灾

主要供应商的开采地中，大约有 3,500 公顷的泥炭

发生在 APP 开采地上：2015 年，APP 位于

地被摧毁。8APP 在 2013 年做出承诺后，虽然被

南苏门答腊省的开采地被烧毁的森林面积为

纤维供应商清空的土地面积有所减少，但是火灾对

293,065 公顷，其中几乎五分之三形成碳密

泥炭地的破坏却有所增加。

集泥炭地。152019 年，APP 位于南苏门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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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的开采地再次发生火灾，这是印度尼西亚

森林与泥炭地火灾

火情最为严峻的区域之一，受波及面积超过

大多数 APP 纤维供应种植园处干泥炭土壤上。这

60,000 公顷。16 同年，相较其他企业集

类土壤极其易燃，是引发大规模火灾和释放大量碳

团，金光集团及其供应商的制浆木材开采地

排放的主要因素。由此引发的雾霾危机对公众健康

燃烧面积最大。17

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担心，由于新冠疫情的额外
影响，下一次雾霾危机对受影响人群的危害将会加
剧。种植园在干泥炭地上极易易燃，一旦起火，泥
炭便变成燃料源，火情几乎无法得到控制。APP 在
极其敏感的泥炭地生态系统中运作， 大大增加了
火灾风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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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

社会冲突

每年，由于建立种植园而被抽干的沼泽森林，每

尽管 APP 在《森林保护政策》中，对《原住民及当

公顷可向大气中排放多达 80 吨的二氧化碳。此

地社区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FPIC）作出承诺，

外，泥炭地火灾（见上文）导致更多温室气体被

在 APP 开采地区还是发生了上百起社会冲突和土地

排放。18 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 36%的高碳泥炭地， 纷争事件。 环境纸张网络（Environmental Paper
APP 拥有将近 680,000 公顷（或约 55%）的种

Network）针对在印度尼西亚纸浆木材种植园发生的

植面积位处泥炭地，造成大量温室气体被排放。

社会冲突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五个省份（廖

19

最近，经非政府组织估计，如不考虑森林火灾

内、占碑和南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和东加里曼

和下游排放，APP 的木材供应商于 2015 至

丹），至少有 107 个村庄或社区与 APP 附属公司或

2019 年期间共释放了约 4.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其供应商正处于持续冲突中。此外，该研究在 APP

（CO2e）； 平均每年释放 8600 万吨二氧化碳

供应商开采地范围内或周边，确认了 544 个村庄或社

当量，超过新加坡的年总排放量。 虽然 APP 计

区与其存在潜在冲突、或将会发生进一步冲突，涵盖

划宣称欲将其碳足迹缩减 30%， 该计划却不包

面积约为 250 万公顷。22近年来，APP 供应商被指责

括缩减其主要排放源的计划：整个木材纤维供应

参与多起暴力事件。 2015 年，一家供应商的安全承

链中土地利用及土地利用改变。

包商杀害了一名农民维权人士。2020 年新冠疫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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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一家 APP 供应商用无人机向种在争议土地上的
农作物喷洒除草剂。232021 年，另一家 APP 供应商
侵犯了保护祖地的原住民妇女。24
4

风险扩张计划：OKI 制浆厂及黛美达公司收购交易
OKI 制浆厂扩建
APP 经营世界上最大的制浆厂之一，即位于南苏

OKI 制浆厂的环境影响分析（AMDAL）考虑了

门答腊的 Ogan Komering Ilir (OKI)制浆厂。该

与废物管理相关的环境风险，却未考虑木材供

厂计划要将牛皮纸浆产量翻三倍，从原有的 245

应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如抽干泥炭地的影响、

万吨增加到 700 万吨。25 扩建对纤维的需求将加

以及为配合木纤维需求增长在天然森林中扩建

大工厂对高碳泥炭地的依赖性。但公司尚未为木

种植园的影响。分析还将火灾风险归类为“自

材 来 源 提 供 可 靠 的 计 划 。 针 对 OKI 制 浆 厂 的

然灾害“，实则在误导潜在投资者。

《环境影响评估》表明，生产 700 万吨纸浆需要
3010 万吨的木材。 26 评估还表明， 1570 万立

APP 扩建 OKI 制浆厂还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

方米木材的来源，大约只是所需木材 3010 万吨

增加，因为 APP 木纤维供应链中土地利用/土地

的一半。 然而，另一半木材来源仍然未知。APP

利用变化（包括火灾）的排放是 APP 业务中最

的长期木材供应计划缺乏透明度，这应当引起银

大的排放源。OKI 扩建还将威胁到苏门答腊和加

行和投资者的极大重视。

里曼丹地区的火灾预防、社会冲突、和森林砍
伐。OKI 制浆厂的最大三名供应商就位处于
2015 年和 2019 年印度尼西亚火灾最严重的区
域。27

五问 APP
• APP 是否已编制涵盖其所有业务的详尽温室气

• 针对 OKI 制浆厂扩建的《环境影响评估》

体清单，包括全部来自木纤维供应链的土地利

(Amdal) 表明，生产 700 万吨纸浆需要

用/土地利用变化的排放？如果是，请公开这些

3010 万 吨 木 材 。 Amdal 还 指 出 ，

估算。

15,725,540 立 方 米 木 材 的 来 源 大 约 是
3010 万吨木材需求量的一半。 另一半木

• APP 能否确认 APP 业务中最高的温室气体排放

材的来源是什么？

量来源于木纤维供应链中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包括火灾）？

• 针对 2015 年和 2019 年的火灾，APP 是
否曾对从其供应商所处区域中释放出来的

• 据估计，APP 有将近 680,000 公顷，或 55%

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PM2.5）

的种植区位处于泥炭地上。APP 供应商的开采

的排放量进行估算？如已做出估算，请与

地整体面积为 2.6 百万公顷，其中 790,000 公

我们分享这些数据。

顷的泥炭地（开采地的 30%）根据印尼环境及
森林部颁布的《2016 年泥炭地条例》被指定为
“受保护区域”‘KLHK’。如这项旨在保护和
恢复泥炭地的 2016 年条例被全面实施，APP
的木材生产区域将估计损失多少面积？
5

收购黛美达公司

市场风险：APP 无法达到买家的特定标准，如
针对纸浆和造纸行业的 NDPE 政策。这有可能

6

2021 年 7 月，巴克莱银行、瑞士信贷、和蒙特利

导致合同被撤销或需求减少的风险。此外，收

尔银行承诺融资总计 19.5 亿美元，支持 APP 附

购黛美达公司可能导致其丧失森林管理委员会

属公司卓越纸业（Paper Excellence）收购加拿

（FSC）认证，这也会构成市场风险。

大纸浆和造纸公司黛美达公司（Domtar）。 卓
28

越纸业相对来说不为人知，其实为黄奕聪

法律和合规风险：目前，由于违反《跨境雾霾

（Widjaja）集团的组成部分。该集团最近通过收

污染法案》（THPA），APP 在新加坡的制浆

购遍及加拿大、欧洲和巴西的纸浆和造纸厂，建

木材供应商正在接受四项法律调查。 33APP 的

立起了一个全球帝国。

扩建计划可能触发受雾霾影响的邻国开展跨境
法律调查。印度尼西亚政府法规表明，为防止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已与 APP 脱节。因此该

火灾，泥炭必须得到保护和恢复。 34APP 已经

交易很可能导致黛美达和卓越丧失其 FSC 认证

在法律合规上出现问题，其扩建计划在未来很

。这也意味着该集团所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无法获

29

有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35

得 FSC 认证。

银行及投资者为 APP 及其
关联公司融资的风险
与金光集团、APP 及其子公司产生财务联系将对
银行和投资者构成一系列风险。

纤维供应风险：APP 尚未为 OKI 制浆厂制定完
整的采购计划，这构成了严重的供应和运营风
险。由于很大面积的种植园可能受到社会动荡
和控火法规的影响，社会冲突和泥炭火灾将构
成进一步风险。

搁浅资产：在不久的将来，印度尼西亚纸浆种植

此外，现有木纤维来源也面临风险。 当干泥炭

园开采地变成搁浅资产的风险极大。为加大减少

将碳释放到大气中时，它会溶解，导致泥炭土

温室气体排放的力度，印度尼西亚政府做出了更

壤下沉，引发洪水。这是 APP 木纤维供应问题

严格的可持续性承诺。这有可能对现有（和即将

上存在的一个长期风险。荷兰三角洲研究院

被开发的）种植园构成风险。最近的一份针对印

（Deltares）于 2015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度尼西亚棕榈油行业的搁浅资产风险的报告分

抽空的泥炭地上建立的种植园不可持续，最终

析，至 2040 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未开垦开采地将

将导致经济效应衰败，种植园被废弃。36

有可能被搁浅。30 纸浆和造纸行业正面临来自环境
保护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很有可能遭遇相同风

声誉风险：屡次违背承诺、持续侵犯人权、和

险。此外，泥炭侵蚀导致泥炭土地沉降，由此引

负面环境影响均说明 APP 无法兑现自己的承

发的洪水将迫使现有的一大部分种植园停业（如

诺。37

下）。
APP 的扩建计划将带来大规模森林砍伐、二氧
社会冲突损失：APP 木材供应商种植园中社会冲

化碳排放增多、和更多森林火灾的风险，为地

突不断，且得不到解决，为公司带来进一步财务

区居民健康构成威胁。 这些负面影响将使支持

负债的风险。由 APP 供应商种植园中的社会冲突

APP、以及黛美达、卓越纸业和附属公司的金

导致的社会风险补偿将预计在 0.7 至 57 亿美元之

融机构面临严重的声誉风险。公司结构的不透

间。31 而这个数字仅涵盖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已知冲

明性更是加剧了业务合作伙伴的声誉风险。

突。实际冲突数字很可能要更高。32
6

缺乏透明度
金光集团内部故意以复杂、不透明的企业结构

结 构中 的 一些 公 司为 金 光集 团 的正 式 组成 部

方式连结在一起。APP 是其中众多公司之一。

分，而另一些公司虽然名义上处于独立状态，

金光集团中多数公司均在避税天堂国家注册，

但实际也被黄亦聪家族操控，并以单一的商业

混淆了透明度。这类所有权结构通常用于保护

策略运营。39 出于商业或财政原因，亦或为了切

母公司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它助长 APP 及其所

断公司与森林砍伐的联系，这些公司的一些关

有关联公司有罪不罚的现象，使得针对其大规

联 公司 很 有可 能 遭到 故 意隐 瞒 。这 样 ，尽 管

模环境和社会侵权行为追责难上加难。38

APP 集团已被 FSC“孤立”，这些公司仍然能
够使用 FSC 认证。

ⒸRAN/David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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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业务风险对融资人的影响
据“森林与金融”（Forests & Finance ）数据库

此外，巴克莱银行、瑞士信贷、和蒙特利尔银

数据显示，APP 和金光集团其他子公司的纸浆和

行由于最近为 APP 关联公司卓越纸业收购黛美

造纸特许权的前三名融资方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

达公司提供财务支持，均受到 APP 和金光集团

几家银行。 2015 年至 2021 年间，印尼人民银行

的影响。 41 这一举动违背了这些银行在签署

为金光纸浆和造纸特许权提供了 39.06 亿美元的

《负责银行原则》时做出的承诺及其部门政

融资，为其最大债权人。中亚银行和曼迪利银行

策。

紧随其后，同期信用风险分别为 17.01 亿美元和
19.78 亿美元。 其他与该集团拥有重大联系的金
融机构包括位于北美和欧洲的资产管理公司，如
先锋领航（Vanguard）、贝莱德
（BlackRock）、 和德明信基金（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40

金光集团纸浆和造纸特许权最大融资方
数据来源：森林与金融（Forests & Finance ）数据库
印尼人民银行（41.90 亿美元）

曼迪利银行（21.08 亿美元）

中亚银行（17.96 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15.79 亿美元）

瑞穗银行（14.85 亿美元）

中国工商银行（13.35 亿美元）

CT Corp 银行（7.69 亿美元）

中国银行（7.62 亿美元）

马来亚银行（7.24 亿美元）

巴克莱银行（6.1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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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为APP融资将持续为一项高风险业务。数十年的劣迹
让该公司在承诺兑现方面信誉尽失。因此，银行应当
考虑与该集团相关的所有风险。除非APP、金光集团
及其附属公司能够保证并证实其在各项业务上已做出
彻底改变，并已彻底停止其供应链上发生的任何形式
的森林砍伐、泥炭破坏、和侵犯人权行为，建议停止
所有与该集团目前现有及未来的融资项目。同样，投
资者及其他与APP、金光集团和/或关联公司发生关系
的金融机构应当注意其中的重大财务风险，建议撤销
全部投资，并慎重考虑与该集团合作的潜在未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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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亚洲浆纸业答复
我们联系到了 APP，为他们提供一次回复针对

• 关于 OKI 工厂扩建：APP 声明《环境影响评

OKI 制浆厂扩建计划问题的机会。我们很高兴得

估》“[OKI 的相关]AMDAL 仍在修订中，尚未提

到了 APP 的答复。详情请参见如下内容。

交批准。如需扩建种植园面积，全部操作将负责任
进行，保证零森林转换，并坚持贯彻 FPIC 原则与

• 总结：APP 表示许多问题“均在我们的年度可

当地社合作。”

持续发展报告中定期披露”，并且“APP 一贯坚
持执行 2013 年《森林保护政策》。所有现存和

• 关于 APP 维持可持续木纤维来源的能力：APP

新进供应商，无论所有权归属，必须遵守这些政

表示：“我们在纤维作物的研发上投入了大量资

策，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保持一致”。

金，每公顷的平均年增量（MAI）一直在稳步提
升。我们发现只要得到有效利用，产量便有可能在

• 关于泥炭地：APP 称：“受保护泥炭地是我们

现有种植园范围内翻倍。而所有通过合作伙伴提供

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

的额外木材，无论来自当地、本地区、甚至更远地

APP 运用了光学雷达（LiDAR）技术对供应商开

区，都必须符合 APP 的 FCP 和 SERA 准则。”

采地开展了详尽的勘察，以便更好的了解和定位
关键泥炭地区域。不仅如此，光学雷达还绘制出
所有泥炭和非泥炭区域，帮助我们确认土地类
型。 我们随后于 2018 年，根据实地调查和全面
考核向政府提交了最新的地图。事实上，在 APP
获得 OKI 的 HTI 许可证前，该生产区域曾于 90
年代初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火灾，已经被确定为非
泥炭地。”
• 关于社会冲突：APP 针对社会及土地冲突的立
场声明发表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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