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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合作模式——加蓬森林可持续经营初见成果

      自 19 世纪 90 年代，中资企业开

始在加蓬投资林业，之后一直稳步增

长，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拥有了当

地接近 50% 的商业用材林经营许可。

随着中资企业影响力的增长，提高林

业管理能力、遵循林业与贸易规则，

促进林业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

随之增长。

      由 WWF 中国办公室委托的调查显

示，通过努力，加蓬的中国林业投资

的企业的合规和可持续经营状况和表

现正在提高。

中 资 林 业 企 业 拥 有 的 符 合 CFAD

（长 期可持续林地许可证）林地面

积从 2010 年的 818,932 公顷，增长

到 2015 年 的 3,964,249 公 顷， 增 加

了 384%。

一家中国林业企业正在进行 FSC 认

证，森林面积约为 33 万公顷。

2014 年 6 月，12 家中资公司做出了

保护野生动物和改善当地员工工作

环境和条件的承诺。所有这些公司

都有木材采伐和加工的业务，管理

着加蓬 4 百万公顷的林地。

      在过去五年中，WWF 广泛建立合作

关系，为企业、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搭建合作桥梁。中资木材公司取得

的进步表明了与这些利益相关者进行

合作十分重要。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加

蓬—中国可持续林业圆桌”的建立。

该倡议由 WWF 在 2014 年 6 月与中国、

加蓬双方政府以及加蓬的中资林业企

业共同发起。圆桌的建立使各利益相

关者逐步建立互信，并最终促成中国

林业企业做出了负责任的承诺。

曲折的历史
     中国企业在加蓬的历史较为曲折，

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报道时有发生。

本报告的调查显示，一些在加蓬已经

经营十几年的中资公司已有了明显改

善。许多公司已经拥有在加蓬进行长

期经营的计划，并开始重视森林资源

的价值。

      加蓬政府在 2010 年颁发的原木出

口禁令对加蓬的林产工业产生了深远

影响。这部禁令在某种程度上在促进

工业化和吸引投资上取得了成功。禁

令实施后，加蓬的原木出口几乎减少

为零，而投资与国内木材的加工得到

了显著增加。该禁令的另一影响是自

从 2010 年以来中国企业的投资不断增

长，国有企业和大型私有企业提高了

他们的木材加工能力。禁令带来的机

会也吸引了众多小规模投资者。然而，

这些小规模投资并没有吸取原有林业

投资企业的教训，对法律的无视以及

腐败行为如今依旧存在。

加蓬森林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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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0 年开始，中资企业开始关

注森林认证，并获取长期的森林经营

权。在未来的发展中，中资企业面临

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从短期临时的

许可经营权转化成长期经营权。

      表 1 显示的是中资企业和非中资企

业的总体情况。

●　

●　

●　



管理类型 i 2010
（公顷）

2015
（公顷）

变化百分比2015/2010

1,837,620 2,053,505 +12%

326,985 First case 

CFAD 长期可持续的许可证 （非中国） 1,614,644 2,881,857 +78%

CFAD 长期可持续的许可证 （中国） 818,932 3,964,249 +384%

CPAET – 临时许可 （非中资） 4,027,036 2,062,526 -49%

CPAET – 临时许可 （中国） 2,025,881 1,635,973 -19%

其他许可 2,823,198 827,853 -71%

总面积（非中资） 10,302,498 7,825,741 -24%

总面积 （中资） 2,844,813 5,927,207 +108%

总森林面积（所有国家的所有权） 13,147,311 13,752,948                  %5+

 

通过 FSC 认证 （非中国）

通过 FSC  认证 （中国）

正在实施 FSC 认证 （非中国）

正在实施 FSC 认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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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中资企业和非中资企业 2010-2015 年在加蓬的进展

       CFAD 指已获得长期可持续经营许

可证，这是以制定合格的森林经营方案

为前提的确保企业进行合法和可持续林

业管理的基础性文件。遵守 CFAD 的

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并且一般需要

通过三年的经营规划和系列评估才能获

取。这一进程包括完整的生物多样性评

估，森林资源评估，社会经济影响评估，

最终形成全面的林业管理计划。

      CPAET 指临时许可，拥有该许可

的林业管理者需要在三年内实现 CFAD

的要求。然而，一些没有在此期间内实

现 CFAD 的公司，在三年后，通过变

更法律名称来刻意避免自己的责任和投

资，也就没有像 CFAD 那样的经营规

划和系列综合评估来确保森林的负责任

经营。

合作带来改变
      五年的共同努力促进了圆桌会议在

加蓬的建立，在圆桌中，中资企业、中

两国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均派出代表参加

了各次会议。

      森林资源对加蓬未来的繁荣非常重

要，是该国长期发展的核心。未来，中

国市场对木材资源的需求仍将不断促使

中国投资份额的增加，因此一个长期可

持续的合作关系，对加蓬森林资源可

持续管理以及两国的发展十分关键。

WWF 倡导的合作模式，为共建一个更

加可持续的未来带来了启迪。

新对话 新希望
      然而，加蓬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仍然

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中资公司已经取

得的进步还需要继续加强，尤其是那些

在圆桌会议中做出承诺的企业。各方需

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和增加透明度等

来共同支持中国境外林业企业森林管

理、贸易和投资指南的实施。其中特别

包括必须不断鼓励小规模和经营行为较

差的中国企业遵守加蓬的法律和规章。

加政府以及 WWF 就共同利益和议题进行

了不断的讨论。

       由于来自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障碍，

让双方政府与中资公司进行有效的沟通

十分不易。中资公司认为当地政府没有

考虑他们的权益，而当地政府认为很难

有效适宜地传达指令等信息给中资公司。

      在组织了几次研讨会和培训之后，

WWF 认识到有必要为当地政府和中资公

司建立起沟通交流的平台。与此同时，

WWF已经把当地的法律法规译成了中文，

并把中国国家林业局（简称 SFA）的海

外森林经营管理指南介绍给了中资公

司。随着信任的建立，经由 WWF 的推动，

在 2014 年 6 月，中资公司和加、中政

府同意建立“加蓬—中国可持续林业圆

桌”，而圆桌会议的建立为中国负责任

的投资行为建立了有效沟通的平台。圆

桌会议的目标是通过有效沟通来共同支

持中资企业在加蓬实施可持续经营 。圆

桌机制的形成，得到了中国国家林业局

的大力支持。作为圆桌的重要参与方，

Sources:  
i  Data for 2007 is based on ITTO (ITTO (2011) Status of tropical forest management 2011- Gabon. 
  Data for 2010 is based on IUCN (IUCN (2011) 

  Data for 2015 is also based on  “Gestion durable des forêts au Gabon” – Presentation by Mr Simplice Nteme, Directeur du Développement des
  Forêts, Government of Gabon, Libreville, June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