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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全球价值链助推中国实现了经济上的历史性增长，然而当前，全球价值链正

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和挑战。新冠疫情使全球贸易遭受七十年未遇的干扰；世界上

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破坏了几十年来为推动更加开放的边界所作的努

力；非洲猪瘟等疾病和污染问题对部分食品供应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因

素交织叠加，可能促使各国采取行动将其供应链回归本地化。 

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策略之一。绿色价值链可以增

强商品供应的安全性，重建全球商品贸易中的相互信任，并通过供应商、贸易商、

买方、出口国和进口国在行动与目标上形成共识来填补当前全球治理中的空白。 

在当前形势下，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尤为重要。不可持续的软性商品（大

豆、棕榈油、牛肉、林产品等）生产，对全球森林造成严重破坏，是导致生物多

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和生态功能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欧盟及其他主要经

济体已经开始朝着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的方向迈进。一些国际大型农业企业也

在制定和实施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战略。此外，包括中国在内，消费者也已开

始关注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是一些关键软性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和消费国，在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发生积极变化方面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也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与生态文明理念相一致，有利于保障

价值链安全，维护价值链合法性。同时，中国率先行动，也可以为未来市场提前

做好准备，并有效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 

中国推动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不干涉主权国家

的内政，尊重各国法律法规；二是解决方案应切实可行且成本较低；三是体现解

决全球问题的中国理念，与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相契合。 

在初始阶段，中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进程。 

（一）实施国家绿色价值链战略，建立政策与机构支持框架 

中国可以在 2021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宣布启动国家绿色价值链发展战略。初期主要涵盖部分以中国为主要进

口国并对自然生态系统有显著影响的软性商品。为落实这一政策承诺，中国可设

立一个部际高层协调机制（暂定名称“国家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以价值链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绿色化发展为关注点，负责协调推动国家绿色价

值链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中国应组建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持机构（暂定名称“全

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与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

社会团体等）及专家开展合作，负责拟定相关规划和计划，研究建立相关技术体

系，指导推动具体工作，为相关利益方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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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监管与市场手段结合，逐步推进价值链绿色化进程 

中国应加强对来自原产国非法收获或生产的软性商品的进口管理。实际上，

这也是对商品出口国落实其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管理法规的支持。最新修订的《森

林法》中对林产品合法性管理进行了规定，以此为基础，中国可逐步将监管范围

扩大到其他软性商品。鼓励企业利用现有的多种工具和方法加强尽职调查和可追

溯体系应用，确保商品生产和贸易活动合法透明。同时，中国应加大对高营养价

值的绿色植物性食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投资，增强食品安全保障，降低人

畜共患疾病风险，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促进价值链的稳定和贸易平衡。 

（三）推动绿色价值链理念融合，充分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中国可将绿色软性商品贸易管理措施纳入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在世贸组

织内牵头开展绿色软性商品贸易关税优惠工作，在亚太经合组织下支持建立统一

的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可持续标准。中国可以通过南南合作支持相关国家开展软

性商品可持续生产转型，帮助生产国提高现有农业用地的生产效率，改善产品可

追溯性，协助开展相关政策设计。中国应促进绿色价值链战略与其他相关政策的

相互融合，发挥协同增效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价值链的投融资模式，将

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的要求纳入信贷或资产投资的尽职调查程序。建议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会同银行监管机构，与政策性银行共同开展支持大宗软性商品贸易的绿

色金融试点。鼓励各有关国家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及其他国际合作机制框架

下，共同推进全球绿色价值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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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作为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转型事件，中国过去 40 年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已使超过 8.5 亿人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2020）。相比 1980

年，在人口仅增长 40%（至 14 亿）的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从 2,000

亿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14 万亿美元，增长 69 倍。同期，中国商品进口总值从 200

亿美元增至 2 万亿美元，增长 100 倍；商品出口总值从 180 亿美元增至 2.5 万亿美

元，增长 135 倍（国家统计局，2020）。 

伴随中国转型的同时，商品价值链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1980 至 2018 年间，

全球 GDP 从 11 万亿美元增至 85 万亿美元，增长约 8 倍，而同期全球商品出口价

值从 2 万亿美元增至 19 万亿美元，增长了近 10 倍。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不断成熟，中国也对未来发展提出了更加宏伟和全

面的愿景。中国在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于 2018 年将“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写入宪法，这些举措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全球绿色增长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辅相成。 

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中，生产过程被划分到不同的国

家，由不同企业承担特定工作。自 1980 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

一个日益重要的特征，其生产总值目前约占全球生产总量的一半（世界银行，

2020）。全球价值链在许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其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研究

表明，大豆、牛肉、棕榈油和林产品四种软性商品的全球价值链所造成的森林砍

伐量至少约占全球森林砍伐总量的 40%，由此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及

其他环境问题（热带雨林联盟，2020，2018）。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参

与者已逐步认识到对生产、贸易和消费进行绿色化的必要性。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尤其是上

述四种软性商品价值链）的核心。中国目前大豆进口量约占全球大豆进口总量的

60%，并在 2019 年成为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联合国商品贸易

统计数据库，2020）。中国牛肉进口增长迅速，自 2018 年以来已成为在数量上超

过美国、价值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2020）。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林产品进口国，2018 年中国木材（包括原木和锯木）进口

价值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2020）。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尤其针对那些关键软性商品）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全

球价值链复杂程度日益加大，它们面临的各种风险也越来越多： 

 新冠疫情在短短几个月内已从根本上扰乱了全球经济，暴露了全球价值链

在自然环境突发意外时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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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政策的转变和争端（如中美“贸易战”）可能会造成短期混乱，

也会增加全球价值链的长期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尽管从长远来看，经济互惠互

利和政治关系稳定的必要性可能会缓解这种紧张关系； 

 发生在生产国的政治和经济事件也会对其商品出口供应和价格产生影响； 

 过度开发可导致商品（如一些渔业物种和木材品种等）供应减少和（或）

价格上涨； 

 疾病、害虫和入侵物种（尤其是新冠病毒，也包括非洲猪瘟、禽流感、火

蚁、非洲蜗牛、蝗虫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全球价值链； 

 生产国或最终消费国对食品安全、劳动标准、植物检疫和环境保护等要求

日益严格，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这一趋势可能会加快。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也给中国带来众多机遇： 

 中国由于全球市场份额巨大，其政策改革很可能带动其他国家的类似变

化。如果中国成为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的“先行者”，其政策上的创新可

转化为经济上的先机。 

 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也将是中国履行其根据环境公约义务，落实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展示其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承

诺的重要机会。 

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但过去十年间中国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

强调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种政策导向在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中

得到充分体现。 

“生态文明”理念并非仅局限于国内。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也显著加强

了国际事务参与。例如中国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推动 2015 年巴黎气

候峰会取得成功等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 

本报告力图通过详实的说明和清晰的建议，帮助中国领导层充分认识推动软

性商品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重要意义。报告以大豆、牛肉、棕榈油和林产品（如

木材、纸和纸浆）等与热带雨林乱砍滥伐相关的软性商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

过程中参考借鉴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16 年发

布的《中国在全球绿色价值链中的作用》的研究成果和建议（专栏 1）。 

在本课题研究的同时，一些国内外相关重大活动也在筹备中，其中包括将于

2021 年在中国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及将在英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等。同时，当前也正是中国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

四五”规划的关键窗口期。 

对这些商品价值链的关注，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断增强的全球

基础设施投资地位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是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加

速器”，道路、港口、电网和工厂等建设项目的选址和建设方式都有可能成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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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森林砍伐和农业扩张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本课题研究也与“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以及国合会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相关工作紧密相关。 

本研究主要回答如下问题，以识别绿色商品价值链给中国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软性商品价值链对中国有何意义？ 

 中国为什么要推动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 

 中国如何实现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 

实施方案和政策建议的提出将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所提建议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尊重各国法律法规； 

 所提解决方案应切实可行且成本较低； 

 所提建议应体现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理念，与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愿景相契合。 

专栏 1  2016 年国合会研究结论和建议摘要 

结论 

 全球价值链需要绿色重启，中国可以引领。 

 全球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对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引领全球大宗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符合中国的利益。 

建议 

 在国际治理和政策制定中引领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可持续性。 

 发出明确的政策信号，鼓励中国企业和在华开展贸易的跨国企业绿色化全球价值链。 

 制定行动计划，将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任务。 

 利用发展援助及其他融资渠道推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 

第一步 

 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要求国有企业在采购可能对全球环境造成重大

影响的商品时，确保其具有可持续性。 

 试点项目：中国政府应开展试点项目，确定绿色化大豆、棕榈油和林产品全球价值链

的最佳方法。 

 发展援助：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应共同建设新成立的“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基金”下属的“绿色全球价值链南南合作平台”，支持中国的主要商品供应国

提高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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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关键术语定义 

软性商品：指农林业中种植和养殖的产品及其衍生物，例如农作物、家畜等。 

全球价值链：指从生产开始到消费结束各个阶段不断增值的过程，各阶段的执行者是世

界各地的参与者（国合会，2016）。 

供应链：指价值链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企业层面的物流联系（国合会，2016）。 

生产国：指生产大量相关软性商品且经常用于出口的国家。 

消费国：指消费大量相关软性商品且经常进口这些商品的国家。 

尽职调查：由企业实施，以识别、预防、减轻和说明其如何应对其运营、供应链和投资

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的风险管理过程。 

可追溯性：在供应链的各个阶段（如生产、加工、制造和分销）跟踪产品或其组件的能

力。 

绿色化：使减少经济投资、活动和生产过程对环境和社会有害的政策和做法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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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软性商品价值链对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 1980 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已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全球价

值链中，生产过程被分配到不同国家，由不同的企业执行不同的专项任务。目前，

全球价值链产值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世界银行，2020）。全球价值链将全世界联

为一体，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与人民相互联接。然而，新冠疫情和经

济危机对众多全球价值链构成了严重冲击。疫情封锁解除后，这些全球价值链能

否得到快速恢复尚不明朗。 

一、软性商品及用途 

“软性商品”是指农业和林业种植或生产的原材料及其衍生物，包括用作食

物、纤维、饲料、医药、化妆品、清洁用品、燃料等的植物和动物衍生材料。相

对应地，“硬性商品”主要指提取或开采的原材料及其衍生物，如金属、石油和

天然气等。 

软性商品对人类发展和贸易至关重要。它们为世界提供营养、牲畜饲料以及

造纸、服装、家具和建筑等原材料。虽然有些软性商品可以在本国生产，但许多

软性商品是在生产条件（如土壤、降雨和气候等）相对更具优势的国外其他地区

种植的。因此，各国通常依赖全球价值链来获取所需的软性商品。 

二、传统模式及挑战 

一些软性商品如大豆、棕榈油、牛肉、木材产品（木材、纸浆和纸张）、咖啡

和可可等，其传统生产方式对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挑战，涉及森林砍伐、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在许多软性商品生产国家，生物多样性相对丰富，

但森林砍伐率高（图 1）。事实上，大豆、棕榈油、牛肉和木材产品的生产，加起

来造成的热带雨林砍伐量约占全球砍伐总量的 40%（热带雨林联盟，2020，2018）

到 50%（Boucher 等，2011；Haupt 等，2018）。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主要生产国，

过去 20 年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与这些软性商品的生产（如印度尼西亚的油棕、纸和

纸浆，巴西的牛肉和大豆）关系最为密切（见图 2）。这些软性商品是与土地使用

变化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Taylor 和 Streck，

2018）。 

软性商品带来的第二个挑战与合法性有关。例如，全球每年林产品非法贸易

额在 500-1，520 亿美元之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巴西亚马逊地区 90%

以上的森林砍伐都是非法的，并且经常与贩毒和逃税等其他犯罪行为有关

全球绿色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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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FA，2019）。印度尼西亚政府 2019 年的一项审计发现，大约 81%的印度尼

西亚油棕种植园不符合相关法规（Mongabay，2019）。在全球软性商品供应中，有

很大一部分与非法伐木或开荒、违反劳动法、避税或许可证和执照分配不当有关。 

 

图 1 全球软性商品出口量及主要生产国（2017） 

 
数据来源：全球森林观察，2019 

图 2 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森林覆盖率下降因素分析 

第三个挑战涉及平等和包容等社会问题。例如，妇女在这些价值链中的参与

率往往较低，获得资本和财产的机会不平等，她们的工作价值被低估，获得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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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相对较低（Conlon 和 Reca，2020；Haverhals 等，2016；Coles 和 Mitchell，2011）。

当不可持续的商品生产使森林和土地退化，或限制农民获得高产作物品种、水或

能源时，农民的生计可能受到损害。缺乏对土地和资源权利的承认（可能是习惯

性的，也可能是非官方的）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挑战。此外，还有可能出现与劳

工有关的问题，如童工、奴役、缺乏集体谈判权、工资和福利低下以及工作场所

的安全和健康水平低等。 

因此，这些软性商品的传统生产和贸易方式对主要国际协定的履行构成威胁。

例如，违反国家法律和国际法规则，阻碍多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包

括目标 5（性别平等）、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 10（减少不平等）、

目标 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目标 13（气候行动）、目标 15（陆地生命）、目

标 16（和平、正义和强有力的机构）等。此外，这些商品生产和贸易如果继续对

森林构成威胁，将导致巴黎气候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全球一致目标无法

实现。 

同样，软性商品的传统发展模式也对经济构成威胁。近期很多案例表明，传

统的发展模式使一些企业和经济指标受到了严重影响。例如： 

 全球木地板生产和零售商Lumber Liquidators 2015年上半年市值缩水 11亿

美元，此前该公司因从俄罗斯进口非法木材而在美国被追究刑事责任，然后又被

曝光使用了可致癌的甲醛复合地板（Linnane 和 Kilgore，2019）。 

 可可和棕榈油公司 United Cacao 于 2016 年因在秘鲁亚马逊森林保护区开

发种植园而被曝光（Mongabay，2016）。2017 年初，伦敦证券交易所暂停了该公

司的股票交易，公司首席执行官辞职，股票市值下跌 55%（连锁反应研究，2017）。 

 2018 年，五家粮食贸易公司（Cargill，Bunge，ABC Indústria e Comércio SA，

JJ Samar Agronegócios Eireli，Uniggel Proteção de Plantas Ltda）及多家农户因涉及

在巴西 Cerrado 非法砍伐森林，被巴西政府罚款总计 2，900 万美元（Spring，2018）。 

 世界著名吉他公司吉布森吉他被发现从马达加斯加和印度进口非法砍伐

的乌木和红木，在与美国政府签署犯罪执行协议后，被罚款 30 万美元，并被没收

了价值超过 25 万美元的木材（Ghianni，2012）。 

此外，2016 年国合会报告也指出，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可能导致对全球

经济至关重要的商品和生态系统服务在短期内退化乃至消失（国合会，2016）。随

着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和政府对更可持续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传

统发展模式将给私营部门带来市场、声誉和合规风险（热带雨林联盟，2020，2018）。 

三、中国的重要作用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的贸易中心。受中产阶级需求不断壮大及

扩大内需的驱动，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木材和牛肉进口国，也是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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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度的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表 1）。中国对进口大豆、纸和纸浆的需求超过了

欧盟和北美，对棕榈油的需求与整个欧盟大致相当（图 3），并且预计还会增长

（TFA，2020，2018）。作为世界上最大或第二大软性商品进口国，中国的影响举

足轻重。如果中国采取积极措施与其他主要市场（欧盟、美国和印度）合作，全

球软性商品价值链将能够从传统发展模式向更可持续的方式转变。 

表 1 中国大豆、纸浆纸张、木材、牛肉和棕榈油进口量（2018） 

商品 中国在全球进口量中的比例 排名 单位 

大豆 60% 1 美元 

纸浆和纸张 38% 1 美元 

木材* 33% 1 美元 

牛肉 17% 1 吨位 

棕榈油 12% 2 美元 

*包括原木和锯木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8 

图 3 全球进口份额（2015 年、2025 年） 

中国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中发挥重要作

用。2019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 1.3 万亿美元，约占同期中

国贸易总额的 30%（中国新闻，2020）。截至 2019 年 4 月，中国已与 125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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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软性商品生

产国（新华社，2019）。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表示有意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在

这些国家推进可持续的“绿色”价值链。2017 年，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商务部

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

见》，强调要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促进绿色生产、采购和消费，加强绿色供应链

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四、价值链的绿色化 

“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一般具有以下环境和社会特征： 

环境特征包括自然资源利用率高、废物排放量少、污染水平低等。从根本上

讲，“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的采购和生产过程，不应直接或间接导致天然林和

其他重要自然生态系统（例如草地）的退化、破碎或转化。也就是说，绿色化的

大豆、棕榈油和牛肉生产应不涉及天然热带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砍伐和转化。

就木材产品而言，意味着木材不应从具有高保护价值的森林（即原生林）中规模

化砍伐而来。此外，软性商品的绿色化是通过提高和改进现有土地生产率（单产）

实现的。在现有土地上提高生产率是避免竭泽而渔、破坏自然生态的关键方法。 

社会特征包括尊重原住民、当地社区、妇女、儿童和工人的国际公认的权利

和利益，包括不受歧视和剥削，保障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等。 

合法性也是“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的要求，国家和国际法律义务必须得到

遵守，其中涉及许可、授权和收获、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税收和其他费用支付、

参与性决策过程、劳工权利和保护等。“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也应具有透明性，

从田间到最终市场，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能够获得商品生产和贸易过程合法性和

可持续性的相关信息。 

虽然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行动应体现在价值链的所有阶段，但本研

究将侧重于软性商品的生产阶段，特别是针对土地获取中的社会与环境影响、自

然生态系统保护、耕作和林业操作等进行重点考虑，其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生产阶段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土地相关

权利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商品的种植和收获可以直接导致自然生态系统退化，

并对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权益和生计造成影响。森林、泥炭地和红树林的丧失和

退化，是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进而加剧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重

要原因之一（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4；Alkama 和 Cescatti，2016）。

事实上，对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主要软性商品价值链来说，土地性质的转换是温

室气体排放增加的主要贡献者（图 4）。 

 其次，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 2020 年和 2021 年政府间议程中

的一项重要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一次缔约方会议将着重讨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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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农业等议题。此外，由中国主

办的下一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也将为下一个十年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设定全球议程。 

 第三，全球性金融和私营部门高度重视无毁林的软性商品生产。例如，

BlackRock 等全球性投资公司已开始采纳可持续标准，消费品论坛（Consumer 

Goods Forum）、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等组织在这方面已经开展

了许多重大合作。 

 第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施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是最为现实的选

择。如果试图同时解决价值链的所有可持续性问题，可能会负担过重而难以奏效。

相反，首先解决当前最重要、最受关注的问题，可以让政府和企业能够快速采取

针对性行动。例如，推动可追溯体系建设与应用，可有效实现可持续性目标，提

高价值链绿色化转型的费用有效性。同时，做好绿色化基础性工作，将为价值链

整体带来连锁反应，进而扩大绿色化转型效果。 

 

 

图 4 部分软性商品价值链中各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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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推动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全球最大的软性商品进口国和消费国，中国有能力推动全球经济发生积极

变化。同时，这也与中国的自身利益相符，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可以与生

态文明理念保持一致；2）可以加强商品供应链安全保障；3）可以维护商品价值链

合法性；4）可以为未来市场提前做好准备；5）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 

一、可以与生态文明理念保持一致 

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与中国最高领导层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完全一

致。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在过去

五年中，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他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必须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构筑尊崇

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

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开启中国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之旅，是这一愿景的具体体现，也将有助于确

保即将于 2021 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取得圆满成功。 

二、可以加强商品供应链安全保障 

新冠疫情危机对全球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和安全带来巨大考验。

软性商品供应链的绿色化是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的总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有助于实现更安全的全球贸易。环境健康与人

类健康息息相关。近期科学研究指出，自然生态系统的转变、人类与野生动物接

触的增加、新的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现（以及旧的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危害人类健

康的流行病（甚至是大流行病）之间存在关联，部分实例包括埃博拉病毒、冠状

病毒、马尔堡病毒、寨卡病毒和疟疾等（Vidal，2020；Seymour 和 Busch，2016）

（专栏 3）。新冠疫情的爆发，将促使国际社会、企业和民众更加注重确保国家的

主要经济活动（如产品获取和商品交易）不会引发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现和传播。

避免经济活动对森林的破坏，可以减少引发人类疾病的风险。 

其次，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有助于保证商品供应和价格的长期稳定。软性

商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的长期稳定，部分取决于我们当前对资源的管理方式。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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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发现，大豆种植和牛的养殖造成亚马逊森林过度开垦，使巴西“大豆带”

降雨减少，将使该国大豆产量受到长期影响（Seymour 和 Busch，2016；Lovejoy

和 Nobre，2019）。一份待发表的分析报告表明，所导致的产量降低可能在 10%数

量级，相当于每年损失 7 亿美元（Obersteiner 等，待发表）。一些地区不可持续的

生产也加剧了社会冲突和腐败，进而对商品的供应和价格的稳定带来了难以预测

的波动，某些商品（如有些树种）的过度开发，也可能导致供应链的崩溃。提前

对供应链的可持续性进行管理将确保未来供给的稳定性。相反，不可持续的管理

方式可能引发供应短缺、可靠性降低和价格的波动。 

专栏 3  绿色价值链如何促进人类健康？ 

绿色软性商品供应链可通过减少动物和人之间传播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保障人类健康。

超过 60%的新发传染病源于人畜共患，这些人畜共患病原体大多数（70%）是由于人和牲畜

侵入自然生态系统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增多而出现的（Rostal 等，2012；Jones 等，2008)。 

过去几十年里，人畜共患疾病的爆发与森林砍伐和退化以及对野生动物的开发密切相关，

如埃博拉、非典、禽流感和新冠肺炎（Evans 等，2020)。一项研究发现，中非和西非爆发的

埃博拉疫情与前两年的森林损失有显著关联（Olivero 等，2017)。当森林被砍伐用于软性商

品生产时，人类与动物（或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之间的缓冲带就会减少或消失（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6）。 

因此，打造绿色价值链是确保经济活动不会导致生态退化进而增加人类接触人畜共患病

毒可能性的关键。 

三、可以维护商品价值链的合法性 

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将确保中国和中国企业进一步维护价值链的合法性，

主要原因包括： 

 这本身就是正确的做法。遵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法律是中国外交政

策的一贯原则（专栏 4）。世界范围内有关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的法律正在迅速加

强，在这种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要继续坚持其一贯原则，中国企业要遵守贸

易国法律，这些都要求中国对软性商品价值链进行绿色化。 

 其他主要进口国正在加强有关软性商品的法律。全球对软性商品合法性的

审查和监管正在迅速推进。以林产品为例，全球许多主要林产品进口国近期都颁

布了禁止非法采伐或禁止进口非法木材产品的法规，其中包括欧盟、美国、澳大

利亚、日本和韩国等，这些国家的林产品进口额占全球林产品进口总额的 52%（粮

农组织，2020）。此外，自 2017 年以来，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已将数百种树木纳入非法贸易保护清单，其中很多是中国家具行业

所需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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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产品贸易日益严格的审查机制正在向其他软性商品延伸。例如，欧盟委员

会于 2019 年启动了相关政策研究，意欲确保其大豆、棕榈油和牛肉等大宗商品的

进出口与非法毁林无关。美国国会也在 2020 年开始讨论采取类似措施。除政府外，

许多跨国公司、行业协会和商业银行也在努力消除价值链中的非法性（热带雨林

联盟，2020，2017）。包括政府、公司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 200 多家机构已宣布

支持《纽约森林宣言》，以遏制农业商品供应链中的森林砍伐（纽约森林宣言，

2020）。 

 出口国正在制定实施有关软性商品的法规。中国几个主要的软性商品生产

和贸易伙伴已制定了旨在遏制软性商品的非法生产和贸易（进而提高可持续性）

的相关法规（专栏 4），并加强了执法。例如，2016 年，西班牙银行业巨头 Santander

银行因向非法破坏巴西森林的农户提供贷款而被罚款 1，500 万美元（彭博社，2016；

连锁反应研究，2020）。 

专栏 4  中国推动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会干涉其贸易伙伴的国家主权吗? 

中国推动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的努力不会干涉其贸易伙伴的国家主权。相反，

通过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中国实际上将支持其贸易伙伴的国家主权。这是因为中国的

许多贸易伙伴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鼓励合法和可持续的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例如：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近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消除和遏制木材和棕榈油

供应链中的非法毁林行为。例如，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部（BAPPENAS）2019

年推出《低碳发展计划（LCDI）》，制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议程。LCDI 呼吁通过提

高生产效率和利用退化土地来增加可持续棕榈油和木材的供应，同时避免天然林和

泥炭地的转化（LCDI，2019）。同样在 2019 年，印度尼西亚总统宣布在 660 万公顷

原始森林和泥炭地内永久停止森林砍伐（路透社，2019）。此外，该国还建立了国家

木材产品合法性保障体系，以禁止木材的非法采伐和贸易。基于该体系的建立，印

尼与欧盟达成了自愿伙伴协议，确保只有合法木材才能进入欧盟市场，用以换取欧

盟口岸的快捷清关通道（欧盟 FLEGT，2012）。中国寻求棕榈油和木材供应链“绿

色化”的做法将支持印度尼西亚实施这些经济发展计划、政策和贸易计划。 

 巴西：巴西亚马逊地区超过 90％的森林砍伐是非法的，并经常和其他犯罪如贩毒

和逃税有关（BCCFA，2019），因此巴西现行许多公共政策都对森林的非法砍伐给

予了关注。例如，《森林法》规定了每个农场为农业生产而砍伐森林的最大许可面积

（如亚马逊地区为 20％，塞拉多地区为 65％-80％）（Soares-Filho 等，2014）。超出

这个范围的任何砍伐都是非法的，并且在此类农场生产的产品也是违法的。此外，

巴西对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也要求加强政策和措施，以实现到 2030

年在巴西亚马逊地区实现零非法砍伐的目标（巴西政府，2016）。因此，中国寻求确

保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和牛肉合法且“绿色”，有助于巴西执行这些法律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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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中国自非洲进口的热带木材数量日益增长。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

法律，以消除非法采伐，避免其天然林的损失。例如，在过去十年中，至少八个

非洲国家（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加纳、利

比里亚、刚果共和国）已经或正在与欧盟签署自愿伙伴关系协议，以确保只有合

法采伐的木材才能进入欧洲和其国内市场（欧盟 FLEGT，2020）。刚果共和国于

2018 年发布了第 9450 号联合部长令，规定大于 5 公顷的新开发农业项目禁止在森

林中而只能在草原上实施（Arrete N 9450/MAEP/MAFDPRP）。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国家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REDD +）战略和投资计划》

也将大规模的农业发展引向草原。因此，中国寻求确保未来从刚果盆地进口的木

材合法，并确保从该地区未来进口的任何棕榈油为无毁林产品，符合这些非洲国

家的政府政策和计划。 

四、可以对未来市场提前做好准备 

当前，中国在全球市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未来在经济上能否取得进

一步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满足未来市场对绿色生产和消费的需求（国合会，

待发表）。从软性商品看，市场主要呈现三种绿色转型趋势： 

 中国消费者消费偏好的转变。随着各国人均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关注度不断上升（Pampel，2015）。中产阶级崛起与对可持

续性关注度的提升步伐相对一致，中国也存在类似情况。2017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超过 70％的中国消费者愿意为可持续商品支付 10%的溢价（中国日报，2017）。 

 零售商和制造商规范的全球化。跨国零售商和基于软性商品的产品制造商

其业务准则正在向更高的可持续性水平转变，并在所有地区进行了无差别应用。

例如，沃尔玛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包括供应链策略，适用于全球所有门店（Walmart 

Inc.，2020）。沃尔玛目前正在与全球供应商合作，对主要环境和社会保障工作进

行评估和披露，共涉及 100 多个产品类别，包括纸和纸浆、木材产品等（Walmart 

Inc.，2020）。销售巨头 H&M 在 2019 年宣布，鉴于养牛场是造成亚马逊森林大火

和毁林的原因之一，公司将停止从巴西采购皮革（Chambers，2019），这一政策对

其全球所有门店适用，并不因门店是位于欧洲或者中国而有所差异。Mars 作为以

软性商品为原料的巧克力和其他产品供应商，已经采取了一套全面的政策来消除

其价值链中的毁林行为（Mars，2019）。 

 资本市场政策的收紧。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正在制定投资指导原则，以

限制借款人将获得的资金用于可能导致热带森林砍伐的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例

如，2019 年 9 月，资产管理合计达 16.2 万亿美元的 230 家机构投资者呼吁针对亚

马逊毁灭性的森林火灾采取紧急行动。“作为投资者，我们有责任为受益人的最

佳长期利益采取行动，我们认识到热带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确保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Cere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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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原因，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可以帮助中国及中国企业面对快速发展

和转型中的市场，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从现在就开始行动，及时发出信号，以有

竞争力的价格为未来市场提供充足的绿色商品（专栏 5）。 

专栏 5  可持续棕榈油能以合理的价格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吗？ 

中国和世界可以继续使用棕榈油而不破坏热带森林，也不需要支付大量的“绿色溢价”。

在供应方面，目前全球对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量约占全球棕榈油供应量的 10％，而经可持续

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量已达到全球棕榈油供应量的 20％

（Raghu，2019）。因此，当前的棕榈油市场可以满足更多对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 

在价格方面，绿色棕榈油与传统生产方式种植和生产的棕榈油可以非常接近。例如，最

近一家主要棕榈油供应商的定价显示，分离的可持续原始棕榈油仅溢价 3-4％，而非分离的

可持续原始棕榈油仅溢价 1%。这一数值小于现货市场价格的每周变化幅度（Market Insider，

2020）。随着可持续棕榈油供给的增加，可持续生产的成本将有所下降，从而进一步有助于确

保其价格竞争力。 

作为棕榈油主要进口国，中国可以在加速可持续棕榈油供应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

果中国发出明确的优先采购信号，即其可持续棕榈油采购份额将稳步增加，那么市场将随之

做出回应。这种对可持续棕榈油需求逐步上升的“需求信号”，将给予生产国提前增加可持

续棕榈油产量所需的动力和时间，从而避免未来出现可能的供应短缺，保持价格稳定。 

 

五、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 

中国承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

发展与环境协定，通过发出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的强有力政治信号，中国可以

在这些里程碑式的协议中树立一个积极负责任的全球参与者地位。 

传统方式下的软性商品价值链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气候造成不利影

响的重要原因。这种不利影响阻碍了上述国际协定目标的实现。中国作为最大的

软性商品进口国，在最大限度减小这些不利影响进而推动全球实现上述协议目标

方面，可以与欧盟、美国和印度等共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将于 2021 年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国际社会对

中国寄予厚望。这次大会将制定下一个十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作为缔

约方大会主席国，中国将提出什么样的愿景？中国自己又能拿出什么样的行动来

激励其他国家？ 

如果中国能够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一道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其正在努力实

现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这将是一个鼓舞人心、广受欢迎的回应。这将有助

全球绿色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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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为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框架铺平道路，迈向更为成功的十年，并将有

助于确立作为《巴黎协定》的基石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使中国成为全球

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舞台上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

领者。此外，它还将有助于软性商品生产国小农户（包括妇女）摆脱贫困（专栏 6）

和履行国际协定下的义务（专栏 7）。 

专栏 6  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会损害生产国小农户的利益吗？ 

只要建立积极的政策措施来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就不会伤害生产

国的小农户。如果做的好，还可以帮助小农户提高产量，增加市场进入机会。 

小规模农户或“小农户”是一些软性商品的重要提供者。例如，全球 40%的棕榈油由小

农户生产（Dodson 和 Guindon，2019），但小农户生产的大豆不到全球总量的 12％（Samberg 

等，2016）。与大型农场相比，小农户由于获取生产资料、资金和技术的机会少，其每亩作物

产量往往较低，实施新的可持续发展措施的能力也相对较弱。例如，印度尼西亚小农户的棕

榈油每亩产量比企业化管理的种植园低约 20-25％（印度尼西亚农业部，2015）。在生产力和

收入方面，女性农民尤其处于劣势，与男性相比，她们获得种子、化肥、资金和土地的机会

更少（Haverhals 等，2016）。 

软性商品生产的绿色化转型（如更合理地使用化肥）可以促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每亩

产量，更多地获得资金，取得更好的收益。效率和产量的提高是软性商品绿色化的核心，可

以通过企业和政府实施相关项目予以支持。例如，在过去十年中，诸如奥兰国际、森那美集

团、春金集团等跨国综合企业已向小农户提供了大量培训、融资、生产资料和管理支持，以

采取可持续的耕作方式，避免砍伐森林。例如，春金集团为印度尼西亚的小农户提供棕榈油

培训，旨在采用健康和安全的做法，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产量（春金集团，2016）。来自中国

的海外发展援助，通过技术援助、资金投入和补贴融资等手段，可以推动农业实践的可持续

转型。 

 

专栏 7  绿色价值链能帮助中国的贸易伙伴履行国际协定义务吗？ 

是的，中国绿化其软性商品价值链可以帮助贸易伙伴国履行多项联合国协定下的义务。

例如，可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

下国家自主贡献中通过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支持伙伴国执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3 条关于各国“有责任确保其本国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会对其

他国家的环境造成损害……”的规定，还将支持对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的红木树种的贸易限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红木进口国（Treano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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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推动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行动路径策划 

中国应把握历史机遇，在全球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中发挥促进作用。这不

仅有利于中国的自身发展并在外交上赢得主动，也将为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和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可以采取如下三方面策

略来推进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进程。一是实施国家绿色价值链战略，建立政策

与机构支持框架；二是加强监管与市场手段相结合，逐步推进绿色价值链进程；

三是推动绿色价值链理念融合，充分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一、实施国家绿色价值链战略，建立政策与机构支持框架 

中国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实施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国家战略，并通过机

制和机构建设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全面支持。 

 宣布实施中国绿色价值链发展战略； 

 筹划设立绿色价值链高层协调机制； 

 推动组建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持机构。 

 （一）宣布实施中国绿色价值链发展战略 

2021 年，中国将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和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两项重点关注环境和贸易的国际活动。中国可以利

用此机会宣布启动绿色价值链国家战略，彰显中国向软性商品（特别是那些主要

由中国进口且对自然生态系统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方向迈

进的意愿和决心。这一举措可以纳入 COP15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揽子成果，并

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进一步扩大影响，推动相关政策和举措落地。 

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鼓励其他国家共同承诺，携手打造全球软性商品绿色

价值链。该承诺可以纳入 COP15《昆明宣言》，也可作为 COP15 高级别会议的成

果之一。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这一议题上开展合作十分必要，考虑到中国可

能寻求展示其全球领导地位，与主要进口国共同合作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作为

大会的主办国和全球软性商品市场最大的参与者，中国有能力促成该多边承诺与

合作。 

 （二）筹划设立绿色价值链高层协调机制 

为了推动上述政策承诺的有效落实，中国可以设立一个由多部委参与的高级

别委员会（暂定名称“国家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持续专注价值链

全球绿色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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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绿色化发展。该委员会在初始阶段可以围绕本研究提出的

政策建议开展工作，后续逐步扩展到其他商品及价值链的其他领域。 

设立价值链部际协调机制可以有效解决价值链跨越部委职能和专业界限的问

题。贸易、金融、农业、林业、海关和环境等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贸易管

理有关，因此在该部际委员会中应有各相关部门的代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

全球价值链造成了严重破坏，进一步凸显了全面统一应对价值链问题的必要性。

将绿色价值链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政府整体协调，通过部际协调机

制可实现跨部门合作，有利于指导中国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 

国家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商务、

国际发展合作、海关、农业农村、林业草原、金融监管等相关主管部门共同组成。

根据工作需要，可适时联合更多其他部门加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1）研

究审定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规划与计划；（2）研究制定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

发展相关政策；（3）协调建立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机制；（4）协调解决

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5）审查推进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工作进展。委员会日常工作可由“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拟组建，见下文）

具体承担。 

 （三）推动组建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持机构 

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或其他重要活动场合宣布

组建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持机构（暂定名称“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以此建立

长效技术支持机制，为部际委员会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与技术支持。该机构将与利

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社会团体等）及专家开展密

切合作，就“做什么”、“如何做”、“谁来做”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制定相

应计划。鉴于软性商品与生物多样性及《生物多样性公约》最为相关，研究院可

首先关注软性商品，之后可逐步向其他商品扩展。 

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对部际委员会负责。鉴于绿色价值链同时涉及环境与

贸易问题，研究院可由生态环境及商务主管部门联合筹建，同时应考虑与正在筹

建中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研究院协同推进。促进合法、安全和可持续的全球

价值链构建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和关注，中国率先组建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

将为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的主要职能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专业技术

支持。具体职责和任务包括：（1）研究拟定各类商品、各行业绿色价值链实施计

划；（2）研究分析相关政策途径和制度，明确相关部门与行业的各自职能，推动

相关政策落地；（3）研究制定原料与产品进出口合法性标准，建立尽职调查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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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系统技术规范，推动建立绿色软性商品认证体系；（4）通过贸易、金融和发

展援助支持生产国可持续生产转型；（5）建立利益相关方合作网络及信息与宣传

服务平台，鼓励政府机构、行业企业、研究院校、非政府组织（包括从事社会和

与性别问题相关工作的机构）、消费者参与，共同推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进程；（6）

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合作平台对接，形成协

同增效效应，交流良好实践。 

在起步阶段，该研究院可重点关注本报告第四章第二节（见下文）所提出的

以软性商品为重点的政策与技术手段，包括加强进口软性商品的合法性管理、推

动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体系应用、发展新兴产业以推动可持续饮食等。此外，研

究院应推动将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相关考量纳入更广泛的中国现行政策领域，

包括多双边贸易协定、南南合作、绿色金融、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等（见下文

第四部分第三节）。 

上述职能任务是本专题研究团队综合分析其实施有效性、可行性和相关性的

基础上提出的，可作为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的优先领域。 

二、加强监管与市场手段结合，逐步推进绿色价值链进程 

中国可以分阶段分步骤采取监管与市场相结合的政策与技术手段，逐步推动

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进程。这些手段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关键领域： 

 加强进口软性商品的合法性管理； 

 推动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应用； 

 发展新兴产业以改进可持续饮食。 

在推行这些政策，特别是前两项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寻求与其他主要国

家的“绿化”标准相协调。 

 （一）加强进口软性商品的合法性管理 

  1. 主要内容 

中国可以在最新修订的《森林法》和其他主要市场的相应合法性标准的基础

上，加强对软性商品合法性的进口管理。加强对非法来源软性商品的进口管理，

也是对原产国依法打击软性商品非法生产和贸易行为的有力支持。 

一些软性商品非法来源的典型例子包括：在印度尼西亚，在未经许可通过砍

伐森林获得的耕地上种植生产的棕榈油；在巴西，在森林砍伐量超过巴西《森林

法》允许范围的农场上种植的大豆。 

为有效加强软性商品进口合法性管理，中国必须与原产国紧密合作，并须针

对具体商品进行具体分析。通常，原产国需首先对其软性商品的生产制定合法性

标准并建立认证体系，这种合法性标准和认证体系也需得到中国法规的认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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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中国应鼓励并逐步要求软性商品进口企业开展尽职调查，确保所进口

的商品在原产国是合法生产的（见下节有关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部分）。可以采

取一系列激励措施，促使不作出反应的公司采取行动，从最初的警告到最终形成

有约束力的监管框架时的民事和刑事处罚，以此向外国出口商发出强烈信号，他

们应确保运往中国的软性商品遵守原产国的相关法律。考虑到中国进口大宗软性

商品的规模和复杂性，进口合法性管理可以按商品、按国家分阶段实施，并应进

行明示。一方面要确保中国进口商和外国出口商能够及时审查和调整其采购方式，

避免供应中断；另一方面也要保证与原产国的相关政策相协调。 

  2. 参与各方 

中国相关机构应与各有关生产国的对应机构合作，以便明确哪些产品是合法

生产的，并与各生产国的合法性验证标准和体系相协调。中国国内也需要多个主

管部门合作，共同提出进口商开展进口软性商品的合法性尽职调查的具体要求，

确定如何对未履行尽职调查的进口商进行惩罚。这些部门包括生态环境、商务、

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市场监管、海关等主管部门。此外，这些部委还应与技

术专家合作，为企业提供工具和培训，帮助他们履行新的合法义务。由于需要整

体性的政策协调，这些工作可由部际委员会在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的支持下发

挥协调作用。 

  3. 现有基础 

中国在建立进口软性商品合法性标准体系方面已有相关工作基础。例如，近

年来，中国制定了国家木材合法性核查框架草案，并在一些木材企业中试行了自

愿核查标准。2019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森林法》修订案，明确了木

材产品价值链合法性要求。修订后的《森林法》第 65 条规定：“木材经营加工企

业应当建立原料和产品出入库台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加工、运输明知

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考虑将合法性尽职调

查和核查要求扩大到其他主要软性商品（如大豆、棕榈油和牛肉）的进口中。 

  4. 重要意义 

确保进口软性商品的合法性是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的一个基本特征，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体现了对生产国法律的尊重，进而有助于加强和稳定

多双边贸易和政治关系；第二，为遵守法律但又受到廉价非法进口商品损害的中

国进口商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三，表明了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

作规则的支持。 

  5. 国际实践 

当前，贸易合法性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如果中国能够建立并实施软性商品

进口合法性尽职调查要求，那么中国将与各国携手迈入合法贸易的新时代。例如，

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近年来都已经实施了木材合法性法规，更多

的国家也在制定类似措施。其中，欧盟要求进口商开展尽职调查，以评估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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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木材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风险。2017 年，韩国修订了《木材可持续利用法》，

用以规范进口和国产木材及木材产品的合法性。2019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加强欧盟保护和恢复世界森林的行动”的重要信息。该政策承诺欧盟“促进包

括保护和可持续森林管理条款的贸易协议，并进一步鼓励不造成森林砍伐或森林

退化的农业和森林产品的贸易”（欧盟委员会，2019）。截至 2020 年年中，美国

国会也正在考虑类似的立法措施。 

 （二）推动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应用 

  1. 主要内容 

中国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加强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

的建设与应用，为打造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奠定基础。尽职调查是企业实施的一

种风险管理流程，用以识别、预防、缓解和说明其应对运营、供应链和投资中的

环境和社会风险。可追溯性是指在供应链的各个阶段（如生产、加工、制造和销

售）跟踪产品或其组件的能力。 

目前有很多种工具和方法（如风险评估、认证、遥感、供应商保证和报告、

计算机化产品跟踪、区块链技术等）可用来支持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的建设与

应用。问责框架倡议（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Initiative）提出了一套供应链评估

和可追溯性指南，可以帮助企业选择针对来自特定地区特定商品进行风险评估的

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设计合理的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可以降低成本，促进绿

色软性商品的充足供应。中粮国际尝试了一种开拓性实践（专栏 8），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基于风险管理的渐进做法的例子。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可以自行开发和

应用，也可以纳入政府的监管控制体系。 

专栏 8  基于风险管理的低成本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系统 

中粮国际等企业在对来自巴西的绿色大豆价值链进行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跟踪时，采取

了以下方式： 

 分阶段采取行动。不要试图同时考虑价值链可持续性的所有方面。相反，应从最重

要、最具时效性的方面入手，确保软性商品与毁林无关是目前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随着

时间的推移，可以分阶段逐步考虑其他环节的可持续性。 

 为“无毁林”设定一个“截止日期”。承诺在“截止日期”后停止采购与森林砍伐

相关的商品。截止日期后在砍伐森林清理出来的土地上种植和生产的农产品将不被认为是绿

色的或可持续的。截止日期可通过利益相关方协商共同确定，并应针对具体的生态群落或区

域。例如，亚马逊生态群落中大豆的截止日期是 2008 年。 

 要求供应商提供生产边界。要求供应商提供其农场（牧场）的边界，或其来源的辖

区（如市、区）边界。 

 利用卫星图像。查阅商品生产地点在截止日期当年的历史卫星图像，并与最近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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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图像进行对比。如果在截止日期那一年该土地上没有森林，那么所种植商品就不涉及森林

砍伐行为。如果有森林，那么这种商品种植就涉及到森林砍伐。可以继续使用最近的图像来

监测供应商对“无毁林”目标的遵守情况。如今，许多用于此类分析的卫星图像都可以免费

获得。 

 与供应商合作。除了将尽职调查和可追溯系统告知供应商外，还应与他们合作，以

确保他们实施了无毁林措施。与供应商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其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提

高其现有耕地和牧场的产量。供应链其他参与者、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参与，可进

一步推动这种合作。 

这种方法成本很低，因为必要的数据可以免费获得，分析工作可以在办公室进行，而且

不需要有人去农场或牧场做现场审计或验证。 

中国政府可以规定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标准（包括在上文提及商品进口合法

性监管体系中），鼓励企业实现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这样政府规定有助于营

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遵守规定的公司在与那些生产廉价非法产品的企业竞争中，

不再处于不利地位。  

  2. 参与各方 

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体系的建立和应用，要求商品价值链中各环节企业采取一

致行动。应在实施前，调动全行业共同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方法，以避免企业各自为

战而导致的低效。中国在建立软性商品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系统相关规定时，需要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与商务、市场监管、海关、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工信等主管

部门协调。可以利用或基于一些现有的方法、技术和体系构建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

系统（专栏 9）。在完善和应用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体系时，应与商业企业密切合作，

以确保所使用的方法适合商业流程并具有成本有效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专栏 9  支持尽职调查的方法和工具举例 

现今已有很多工具和方法可以支持企业开展尽职调查并遵守相关法规。其中包括： 

 免费的在线森林监测系统，可为企业和监管机构提供公开的卫星和相关数据，并评

估哪些地区正在进行森林砍伐。企业可以将这些地理空间数据与供应商的采购区域

相叠加，以对森林砍伐和其他风险进行监控。 

 以可持续标准为基础的自愿性认证系统，通常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团体管理，可为企

业提供第三方认证，证明商品生产是否符合可持续标准，且其产销链是否能够得到

充分控制。 

 强制性生产者国家认证体系，可用于监控软性商品的生产和贸易是否符合可持续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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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辖区管理法”，即在一个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如州、省、区、市）内采取整体

行动，确保软性商品生产的合法性，减少森林砍伐或避免将森林改变为其他生态系

统。一些辖区制定了“生产和保护契约”，农民同意不向森林扩张，以换取相应援

助，用于提高现有耕地的产量。 

 “风险筛查”法，指零售商、制造商和贸易商将风险较低的地区或企业（如对合法

性高度信任以及没有砍伐森林或侵犯人权行为）与风险较高的地区或企业区分开

来。进口商可以优先对来源于高风险地区或企业的商品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这

些措施包括合法性验证、认证以及更强的可追溯性等。对于在全面执行可持续标准

上取得进步的供应商，可以采取供应商合作方式继续开展采购合作。这里再次说明，

对土地用途变化情况的监测可以通过免费的、公开的卫星和相关数据来实现。 

  3. 现有基础 

中国已经在木材、食品和药品等产品监管中对尽职调查和可追溯系统进行了

规定。中国还处于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最前沿，这些技术可以促进商品

价值链的可追溯性。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已草拟了一份国家木材合法性体系建设

方案，拟将合法性验证制度从森林管理延伸到价值链（“产销链”）全过程。近

年来，这一制度已在一些大型木材企业进行了试点。中国可以基于试点经验，将

合法性认证和追溯体系扩展到中小企业、进口木材及其他软性商品。此外，商务

部还建立了国家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对食品、药品、稀土和危险产品等重点商品

的生产和流通进行跟踪。作为开始，商务部可以将软性商品也纳入该体系。此外，

绿色“一带一路”大数据平台也可为可追溯体系建设提供存储和数据服务。 

  4. 重要意义 

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是打造绿色供应链的基础，能够允许进口商、金融机构、

政府和消费者将符合绿色标准的软性商品与不符合绿色标准的软性商品区分开

来。将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结合起来使用，可以验证商品的来源、监管情况、

合法性、可持续性和（或）安全性。实施尽职调查和可追溯性通常还能带来良好

的商业利益，使企业能够更好地管理物流，保证整个价值链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企业如果有能力证明所采购商品的来路并确保其符合可持续标准，将有助于其在

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5. 国际实践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使用可追溯体系来实现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

例如嘉吉（Cargill）、金农资源（Golden Agri Resources）、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s）、

亿滋（Mondelez）、沃尔玛（Walmart）等公司正在使用“全球森林观察专业版软件”，

从农田开始即对其软性商品供应链进行监控，可有效区分绿色和非绿色供应。玛

氏（Mars）、联合利华（Unilever）和丰益国际（Wilmar）等食品巨头正在使用“棕

榈风险工具”（Palm Risk Tool）来识别不可持续种植的“高风险”棕榈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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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国际目前正在对其供应链上部分来自巴西的大豆进行跟踪。依据《中国食品

安全法（2015）》要求，科尔沁牛业利用区块链和其他可追溯技术来跟踪冷冻牛肉

的生产和运输，防范受污染的牛肉进入其供应链的风险。 

各国政府也在引入可追溯体系。例如，印度尼西亚使用条形码技术跟踪木材

从采伐到港口的情况，随后通过在线系统发放出口许可证。新西兰和乌拉圭建立

了国家牛追溯系统，以确保肉类质量、卫生标准、原产地和监管链的透明度。 

 （三）发展新兴产业以推动可持续饮食 

  1. 主要内容 

发展植物性食品产业是应对国内、国际蛋白质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有效途径

之一，中国应加大对高营养价值的植物性食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投资，实

现植物蛋白生产“强国”目标，提高粮食自给自足水平，改善国民健康（如降低

饮食中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水平），增强食品安全保障（如减少污染），降低人畜

共患疾病风险。基于新兴产业的价值链将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有利于价值链的稳

定和贸易平衡，并且“更为绿色”（如不需砍伐森林进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

将形成一个全新的 21 世纪产业，而中国有望成为这一产业的全球领先者。 

  2. 参与各方 

中国应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和私营企业积极采取共同行动。例如，农业主管部

门可与市场监督、工信等部门协调，采取政策和市场手段，确保国内原料的充分

供应，并为植物性食品生产制定必要的国家标准。此外，为加快植物蛋白产品研

发，也需要国家科技等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加大对食品科学创新研究领域的投资

力度。 

  3. 现有基础 

中国在农业技术和土地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已使其具备了发展植物性

食品产业的良好基础。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豆制品生产国和植物性食品原材

料的出口国，其加工设施能力足以支撑这一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例如，2016

年，中国大豆分离蛋白生产能力已达全球四分之三以上，大豆组织蛋白生产能力

约占全球的一半。大豆是目前中国生产植物基肉制品使用最多的原料。此外，中

国还种植了其他替代原料，包括魔芋和真菌。 

中国投资者已经在向初创企业投入资金，以推动技术发展，扩大生产规模。

例如，中国首家致力于食品科技的风险投资公司 Bits x bites 已经在世界各地投资

了几家开发植物性原料的初创企业。此外，一些开发植物性原料的中国公司，如

Whole Perfect Food 和 Godly，也开始得到广泛认可。 

投资于这些不断增长的机遇也符合中国为确保粮食安全所做的广泛努力。新

冠疫情之下，中国将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稳定供应放在保证供应链稳定和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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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2020 年，中国将制定新的国家中长期粮食安全计划，并施行应对疫情的粮

食安全计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0）。2020 年 5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在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报告草案中着重强调了实现主要农产品进口多样

化和确保粮食、食用油、肉、蛋、水果和蔬菜等关键产品的稳定安全供应（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0）。 

  4. 重要意义 

发展植物性蛋白产业将提高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减少对进口肉类和动物饲

料的依赖，改善贸易平衡，缩短供应链，提高食品安全，降低人畜共患疾病的风

险，减少粮食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处于创新和新市场发展的前沿。 

这在当前的食品供应链形势下尤为重要。尽管中国对蛋白质的需求持续增长，

但蛋白质的供应仍然面临着一些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仅 2019 年的非洲猪瘟就几

乎使中国的生猪养殖减少了一半。这种猪瘟虽然对人体无害，但对猪却是致命的，

导致了大面积的肉类短缺和价格飙升。禽肉和牛肉并未能弥补猪肉生产的损失。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预测，2020 年猪肉产量将比 2019 年下降 10-15%。此

外，新冠肺炎疫情对肉类（如进口牛肉）和动物饲料供应的贸易影响仍不明晰，

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Alistair，2019）。 

国产植物蛋白可以弥补供应短缺，并使供应更加安全（由于其产地在国内），

也可以避免传统食品供应链中经常出现的细菌等污染问题。如果植物性蛋白产品

能做到“看起来和吃起来”更像肉，那么它就能满足消费者对肉类味道的兴趣。 

  5. 国际实践 

植物性肉类产业在过去几年里发展迅速。根据好食品研究所（Good Food 

Institute）和植物性食品协会（Plant-Based Foods Association）的数据统计，从 2017

年至 2019 年，仅美国植物性肉类销售额就增长了 37%。对比两三年前植物性食品

全球市场微不足道的情形，2019 年全球植物性食品市场达到 185 亿美元，到 2025

年预计将达到 406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4%（研究和市场，2019）。市值较高

的新公司，如“不可能的食品（Impossible Foods）”和“超越肉类（Beyond 

Meat）”，已经出现在几个大洲的市场上。主要的餐厅和快餐零售商已开始向顾

客出售植物性肉类食品。这说明中国国内制造商在满足供应国内市场前提下，向

海外市场扩张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推动绿色价值链理念融合，充分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 

中国可以将绿色价值链理念与其他绿色发展相关机制结合，充分发挥各机制

的协同增效作用，推动价值链绿色化取得快速进展。主要包括： 

 在多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绿色价值链理念； 

 利用南南合作支持生产国可持续生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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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绿色金融及绿色“一带一路”机制作用。 

加快推进现有政策和经济杠杆的协同作用将有效提升实施措施效率，同时还

可确保与私营部门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紧密合作。 

 （一）在多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绿色价值链理念 

  1. 主要内容 

中国政府可以将绿色软性商品进出口贸易管理要求及措施纳入双边和多边贸

易协定。例如，在双边协议方面，中国可以与印度尼西亚协商达成协议，印度尼

西亚政府应确保所有合法出口到中国的棕榈油都是“无毁林”和可持续的；作为

回报，中国可以提供贸易激励措施，例如提供入境口岸的“快速通道”或“无毁

林”棕榈油的关税优惠。此外，也可与巴西就大豆和牛肉达成类似协议。 

中国还可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促进在多边贸易协定中建立

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的相关规则。例如，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下引领绿色软性商

品贸易关税优惠，还可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建立软商品生产和贸易协

调一致的可持续性标准。中国可以在现有标准和机制下，对一种或两种商品开展

试点。比如，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主要成员，中国可以针对《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下的相关木材产品开展试点。试点项目

可通报世贸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以确保符合世贸组织规则。鉴于国际

贸易规则的复杂性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可以考虑在拟议中的全球绿色价值链研

究所的工作中，优先研究如何将中国在绿色全球价值链方面的措施与 WTO 和其他

国际贸易规则和条例协调起来。 

上述贸易协定可以分阶段推出，可先在一个国家/商品组合中试行，然后扩展

至新的国家/商品组合。此外，这些贸易协定也可以与中国的南南合作战略相协调，

并纳入生产国的能力建设活动（见下节）。 

  2. 参与各方 

绿色价值链相关贸易措施应首先得到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各方的同意。一旦

达成协议，中国多个相关部门，包括商务、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以

及海关等主管部门等，需协作设计实施机制，与生产国的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并

通过南南合作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相关部门可与生产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建立沟通

协调机制，促进定期沟通，确定核查标准，识别并通过技术援助消除技术障碍。

中国商务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牵头制定激励政策，为“无毁林”软商品提供

贸易便利，协调拟定多边贸易协定中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合法性标准。 

  3. 重要意义 

将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措施纳入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可实现中国及其贸易

伙伴的双赢，有利于推动商品的可持续性生产和贸易，有助于中国实现本报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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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所阐述的多重效益。对于贸易伙伴而言，有助于实现其国家法律和法规的相

关要求（专栏 4）。就可持续性而言，它将使贸易协定与自然资源的健康管理协调

一致。 

  4. 国际实践 

一般来说，生产国并不希望他国单方面对其强加绿色要求，中国也不会寻求

这样做。软性商品价值链的绿色化发展，只有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达成一致，

并确保各自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正是中国可以做的，而且国际上已有

先例可以借鉴。例如，欧盟与加纳、圭亚那、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木材出口国共

同签署了自愿合作协议。 

签署独立的或专门的绿色商品贸易协议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国际上惯常的做

法是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订立环境目标和保障措施。例如，2009 年签署的《秘

鲁-美国贸易促进法（PTPA）》是一项涵盖多个经济行业的一般性自由贸易协定，

其中就包括了一个专门针对森林治理的附件，提出了旨在防止秘鲁非法木材进入

美国的严格而具体的条款。 

多边贸易协定一般也会加入环境条款。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 46 个 WTO 成

员正在积极开展 WTO《环境商品协定（EGA）》谈判，旨在取消如风力涡轮机和

太阳能热水器等环境产品的关税，以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气候目标（WTO，

2020a）。《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世界贸易组织（WTO）和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也在合作，以期通过国际贸易规则进一步实现保护目

标。 

2014 年，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建立了 APEC 绿色供应链合作

网络（GSCNET），率先开展了绿色价值链国际合作，并在中国天津建立第一个合

作网络示范中心。 

 （二）利用南南合作支持生产国可持续生产转型 

  1. 主要内容 

中国可采用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研究制定具体的

发展援助方案，用以支持有关国家可持续生产转型，提高其现有农业用地的生产

效率（避免毁林），改善其可追溯性及政策手段。援助方案中还可纳入促进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权益的政策（专栏 10）。通过中国主导的这种南南合作，将新增的发

展援助计划与前面提及的各类措施相结合，可以使这些措施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

受并便于实施。 

  2. 参与各方 

中国主管国际发展合作的部门可以与生态环境、商务等主管部门以及中国智

库等单位协调，与南南合作伙伴国家共同开发建立相关发展援助项目，并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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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资质的实施机构承担援助项目的具体组织和实施。 

  3. 现有基础 

在帮助其他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中国曾采取过多种形式的援助。对于

有些国家来说，提高现有农场、牧场、人工林的生产率，可以有效减少毁林、提

高小农户收入、改善性别平等、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国可以考虑对这些相关国家

提供更多的援助。 

中国目前已经在向一些国家提供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援助，中国可以此为基

础，支持主要软性商品生产国划定适合绿色商品生产的土地和不适合商品生产的

土地（如天然林、泥炭地、湿地）。对于后者，中国可以基于国内实施生态红线政

策的经验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 

中国还可以依托 2019 年启动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

汇集所有合作伙伴的环境专业知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各国带来长期的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支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还提供了与贸易相关的援助，后续可根据 WTO 规则扩大援助范围，以涵

盖符合“绿色”标准的相关国家软性商品。例如，中国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商检

和其他与贸易有关的设备，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其商品生产的合

法性，提高其产品来源追溯的可靠性。中国还可以通过实施绿色商品贸易优惠政

策，例如差别化关税和配额、取消非关税措施以及相互承认检验检疫制度等，来

加强此类援助。 

  4. 重要意义 

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的绿色转型需要对传统方式进行改革，这意味着农户需

要提高现有农田单产率，避免对森林的破坏，意味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

更公平的劳动，也意味着要提高产品取得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认证的能力，并确保

女性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公平的收入。这种改革需要技术与资金上的支持，而

中国可以通过南南合作推动改革取得成功，通过与前述其他措施（见第四章第二

节）形成多效互补，助力软性商品的可持续供给。 

专栏 10  在全球绿色价值链和国际贸易中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益 

性别平等在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绿色化转型中有重要作用。中国在为可持续软性商品生

产提供发展援助时，应考虑与性别有关的问题。 

主要捐助方（特别是发展援助捐助方）大都制定了性别平等政策、行动计划和执行机制。

《爱尔兰援助性别平等政策（2004 版）》规定了两种实施途径：（1）开展性别主流化；（2）

对妇女权益计划提供直接支持。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其性别战略中强调，性别平等议题不应局

限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 下，而应将其贯穿于全部 17 个目标中。 

捐助方的这些性别政策适用于各行各业，对于在绿色软性商品价值链中保障性别平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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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关键作用。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编制了一本手册，用以促进农业价值链中

的性别公平。该手册给出了一个五步法，并针对各农业产业提供了一些案例分析。类似地，

为促进巴拉圭大豆和牛肉行业的性别平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绿色商品计划推

动建立了由各主要参与方加入的全国性对话机制，其长期目标是让妇女参与所有经济活动，

并展现自我能力。 

所有这些政策都要求将重点放在赋予妇女经济权能以及妇女的健康、教育和社会福祉上。

性别平等促进者联合会（由代表发展援助组织的性别专家组成）提出了一套性别平等主流化

最低标准。这些标准为发展援助机构制定了性别主流化基准和基本实施步骤框架，其中包括

为促进性别主流化，建立一种组织文化、加强员工能力建设、设立预算用以对合作伙伴提供

支持等。 

这些政策还包括报告和跟踪机制，以确保其得到遵守。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和瑞典国际开

发署（SIDA）的性别平等政策规定，所有政策、方案和项目都需要进行性别分析。欧盟的性

别行动计划要求所有欧盟组织（欧洲对外行动局、代表团、委员会服务处和成员国）每年提

交报告，汇报其在各项计划活动中开展性别主流化的进展情况，包括其机构组织文化上的改

进情况（Connell，2015）。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可以参考这些既定政策，结合自身实际，在南南合作援助方案中制

定和加强其性别政策和性别行动计划。 

 （三）发挥绿色金融及绿色“一带一路”机制作用 

  1. 主要内容 

中国金融行业监管机构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支持企业实现价值链绿色化的

融资形式。包括： 

 创新贸易融资方式，对满足绿色绩效标准的生产商、制造商和贸易商，提

供低利率和（或）快速支付方式，以激励借款人实现可持续性和可追溯性目标。

例如，2019 年，中粮国际由于其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例如在巴西的大

豆可持续采购行为，从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 20 家银行组成的财团获得了 21 亿美

元的低利率贷款。据世贸组织估计，全球贸易中有 80％至 90％依赖贸易融资

（WTO，2020b）。 

 采取保障措施，确保对基础设施项目和商品生产设施的投资不会以直接或

间接的方式鼓励不可持续的软商品生产。例如，已有 100 多家金融机构采纳了赤

道原则，用以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向生产国提供赠款和贷款（参见上文有关南南合作的部分），支持绿色生

产体系转型以及相关进展监控、报告和核查工作。 

金融机构可以在其内部制定软性商品可持续性政策，并将其纳入信贷或资产

投资的尽职调查程序。对于属于此项政策范围内的资金，可为其设立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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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激励机制，确保其遵守与农林业土地获取和劳动条件相关的环境和社会标

准。还可以制定激励措施，鼓励贷款方针对软性商品价值链中商品的合法性和可

持续性，采用更为严格的风险监测、报告、核查、披露以及风险控制机制。 

  2. 参与各方 

主要参与方因融资形式而异，但应包括参与下列活动的所有金融机构及其监

管部门： 

 向参与软性商品生产或采购的实体提供金融服务； 

 对新建或扩建软性商品生产区域和加工设施的项目进行投资或融资； 

 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或融资，目的是改善边远地区通达能力，促

进林业或农业发展，但有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作为南南合作的一部分，向生产国提供贷款或赠款。 

中国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可在推动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采用最佳实践助力软

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可以与主要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合作，对创新金融

工具进行试点，或就如何在中国背景下实施最佳实践制定具体指导方针。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可以与主要政策性银行共同开展绿色金融试

点，以支持软性商品贸易。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可与生态环境、商务等主管部门

合作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绿色转型，修订其《绿色信贷指引》，加快《关于构建绿

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施和绩效评估，进一步强化金融机构投融资项目环

境风险管理及其可持续性，并将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理念纳入其绿色化转型的相

关政策和制度设计与建设之中。 

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启动供

应链金融计划，提升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例如，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

银行共同出资对潜在项目提供支持，同时降低投资风险。 

  3. 现有基础 

推进绿色融资机制总体上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目前的改革和创新重点相一

致。中国银保监会出台了《关于促进银行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并计

划修订《绿色信贷指引》和《绿色信贷统计制度》，以提高信息披露要求，供央行

开展宏观审慎评估。此次修订可能会扩大绿色信贷的范围，涵盖符合相关可持续

性和可追溯性要求的软性商品供应商和采购商。 

绿色价值链融资机制还可以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相关工作结

合。正在研究建立的用以评估“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环境绩效的“交通灯”机制

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手段。如果将这一制度应用于软性商品生产建设项目，或应

用于支持软性商品生产发展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可为价值链的绿色化提

供更好的支持。在该制度中的环境与社会保障标准中，应体现鼓励采用可持续林

业和农业做法，同时限制软性商品生产对环境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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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要意义 

金融机构可以为软性商品的可持续生产和贸易建立激励机制，鼓励软性商品

价值链上的客户企业和商品生产国共同实现绿色价值链目标，在这方面，金融机

构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绿色融资，银行可以对不可持续的行为所带来的投资风

险（如客户合规性及社会和市场风险、银行违约和声誉风险）进行有效管控，更

好地创造或把握商业机会，为社会提供更加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有助于确保来

自政府、融资人和投资方信息的一致性，从而使企业能够充分认识绿色价值链的

重要性。 

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应发挥好行业层面的整体协调作用，否则，由于追求短

期利润或面对竞争压力，个别银行单独实施绿色改革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 

事实上，金融机构已越来越关注毁林风险。例如，2019 年，中国资产管理公

司联合 230 家机构投资者（管理资产共计 16.2 万亿美元），呼吁企业公开披露和实

施一项针对特定商品的无毁林政策，包括做出可量化、有时限并覆盖整个价值链

和所有采购区域的承诺，建立透明的无毁林监测和验证体系，确保其供应商遵守

无毁林政策，并每年报告毁林风险的暴露和管理情况，包括公司无毁林政策的实

施进展情况（PRI，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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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政策建议 

根据前述研究，本项目研究团队建议中国启动绿色价值链国家战略，并采取

如下具体行动，有序推进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进程。 

一、实施国家绿色价值链战略，建立政策与机构支持框架 

（一）宣布实施中国绿色价值链发展战略 

中国可以在 2021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启动关于推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进程的一项新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在实施

初期将主要涵盖部分以中国为主要进口国并对自然生态系统有显著影响的软性商

品。 

（二）筹划设立绿色价值链高层协调机制 

为落实上述政策承诺，中国可设立一个由多个相关政府部门组成的部际协调

机制（暂定名称“国家价值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价值链的安全性、

可持续性和绿色化发展为关注点，负责协调推动国家绿色价值链发展战略的实施。

价值链范围涵盖软性商品及硬性商品，初期重点推进落实本研究中针对软性商品

价值链提出的相关建议。 

（三）推动组建绿色价值链技术支持机构 

为确保对部际协调机制提供有效的政策与技术支撑，中国应组建绿色价值链

技术支持机构（暂定名称“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院”）。该机构将与利益相关者（包

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社会团体等）及专家开展密切合作，负责

拟定相关规划和计划，研究建立相关技术体系，指导推动相关具体工作，为相关

利益方提供技术服务。 

二、加强监管与市场手段结合，逐步推进价值链绿色化进程 

（一）加强进口软性商品的合法性管理 

中国应加强对来自原产国非法收获或生产的软性商品的进口管理。实际上，

这也是对商品出口国落实其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法规的支持。可以最近修订的《森

林法》中关于林产品合法性的规定为基础，逐步扩大到其他软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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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应用 

中国应鼓励企业（国有和私营企业）加强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应用，推动

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现有许多工具和方法可支持尽职调查和可追溯体系的应

用。政府通过鼓励企业参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守法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

再处于劣势。 

（三）发展新兴产业以推动可持续饮食 

中国应加大对高营养价值的植物性食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投资，这有

助于改善国民健康，增强食品安全保障，降低人畜共患疾病风险。同时，减少对

进口的依赖，有利于价值链的稳定和贸易平衡，并且“更为绿色”。这将是一个

全新的 21 世纪产业，而中国有望成为这一产业的全球领先者。 

三、推动绿色价值链理念融合，充分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一）在多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绿色价值链理念 

中国可将绿色软性商品进口管理措施纳入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包括签署

双边“无毁林”商品贸易协议，或按照 WTO 规则，将相关措施纳入多边贸易协定。

中国可在世贸组织内牵头开展绿色软性商品贸易关税优惠工作。中国还可以在亚

太经合组织下，支持建立统一的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可持续标准。可以从试点开

始，在南南合作战略下与主要软性商品生产国协同推进。 

（二）利用南南合作支持生产国可持续生产转型 

中国可以制定具体的双边发展援助路线，支持相关国家开展软性商品可持续

生产转型。通过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帮助生产国提高

现有农业用地的生产效率，避免森林滥伐，改善产品可追溯性及相关政策设计。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将发展援助与上述其他举措结合，可以使这些举措在政治上

更容易被接受，并便于实施。 

（三）发挥绿色金融及绿色“一带一路”机制作用 

中国应将绿色价值链战略与其他相关政策（如绿色金融、绿色“一带一路”

等）相互融合，发挥各有关政策和机制的协同增效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

价值链投融资模式，将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要求纳入信贷或资产投资的尽职调查

程序，确保实现价值链的绿色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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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要政策性银行共同开展绿色金融试点项目，以支持软性商品贸易。鼓励各有

关国家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及其他国际合作机制框架下，共同推动全球绿色

价值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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