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UTR 新闻 – 2016 年 10 月至 12 月
本期“EUTR新闻”提供了 2016 年 10 月至 12 月欧盟处理非法采伐的法律 – 欧盟木材法规 (EUTR) 的最新

应用情况。与之前所有的版本一样，本期将包括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

正确应用 EUTR 有关的信息，并提供国际上类似立法的最新信息。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EUTR 新闻，请联系 : forests-contact@clientearth.org

mailto:forests-contact@clientearth.org


1. 欧盟委员会支持实施和执行 EUTR

欧盟委员会已采取积极步骤，确保 EUTR 正常运行。在过去三个月中，他们已经开始对斯洛伐克进行

侵权诉讼，并更新了其执行情况记分牌，以便及时更新这些新信息。

欧盟委员会开始对斯洛伐克进行侵权诉讼

针对斯洛伐克不遵守 EUTR 的行为（首次出现于 2014 年），欧盟委员会重新开启试点诉讼程序。12
月 8 日，欧盟委员会向斯洛伐克发出了正式通知书（侵权编号 2016/4139）。这是诉讼程序的第一

步，如果斯洛伐克不采取适当措施，可导致欧盟法院作出判决，宣布该成员国违反欧盟法律。

这也反映在欧盟委员会的执行情况记分牌上，斯洛伐克的“得分”已经改为“在履行过程中”，因为存在相

关立法处罚违反 EUTR 的行为。

对西班牙和希腊的侵权诉讼仍然处于理性意见阶段

针对希腊的起诉案件 2015/4046 和针对西班牙的起诉案件 2015/2052 仍在由委员会评估，并处于理

性意见阶段。如果西班牙和希腊 2015 年通过的新规则被认定不符合 EUTR 的要求，作为下一步措

施，委员会可以将这些事项提交给法院。

访问委员会的侵权登记册

关于希腊和西班牙案件的更多信息

欧盟委员会更新成员国执行情况记分牌

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更新了记分牌，显示成员国在实施 EUTR 方面的进展情况。它表明，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中：

在编制记分牌时，委员会依靠成员国提供的信息。它不独立评估成员国的惩罚是否实际上如 EUTR 要
求的那样“有效、相称和劝阻”，或者是否存在惩罚措施来惩罚违反所有 EUTR 要求的行为。

访问记分牌

27 个成员国指定了主管当局（西班牙在履行过程中）；

27 个国家制定了立法来惩罚违反 EUTR 的行为（斯洛伐克在履行过程中）；以及

27 个国家已经开始对公司进行检查（希腊在履行过程中）。

http://ec.europa.eu/atwork/applying-eu-law/infringements-proceedings/infringement_decisions/index.cfm?lang_code=EN&r_dossier=20164139&noncom=0&decision_date_from=&decision_date_to=&active_only=0&title=&submit=Search
http://ec.europa.eu/atwork/applying-eu-law/infringements-proceedings/infringement_decisions/?lang_code=en
http://www.clientearth.org/greece-spain-adopt-national-legislation-illegal-logging/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EUTR_implementation_scoreboard_08_12_16.pdf


2. 成员国执行 EUTR

在国家层面，一些成员国正在努力确保遵守 EUTR。瑞典法院确立了新的法律判例，裁定从缅甸进口木

材的公司违反了 EUTR。荷兰也再次针对不符合 EUTR 尽职调查要求的行为征收罚款，在罗马尼亚，已

经通过新的规则来规范对违反 EUTR 行为的处罚。

瑞典法院裁决柚木进口商违反欧盟采伐法

瑞典行政法院确立了执行 EUTR 方面的重要法律先例， 裁定 从缅甸进口柚木的公司违反 EUTR。在最

近的一份报告中，环境调查局 (EIA) 指出，瑞典进口商 Almtra Nordic 未能满足 EUTR 的尽职调查要

求，因为缅甸的森林治理薄弱。他们只能跟踪向国家管理的缅甸木材企业的供应，但无法精确跟踪进

口木材在哪里采伐以及由谁采伐。

EIA 随后向瑞典森林局（主管当局）提出投诉，该局对 Almtra Nordic 处以 17,000 瑞典克朗（约

1700美元）的罚款，并要求该公司停止销售从缅甸进口的木材，直到它能够适当评估和减少非法的风

险。瑞典法院同意这一决定，并发现 Almtra Nordic 违反了 EUTR。瑞典法院的做法表明，如果仅依赖

于提供的官方文件，从缅甸木材企业那里进口木材的欧盟公司不能满足 EUTR 的尽职调查要求。

关于瑞典案例的森林趋势文章

荷兰主管当局对运营商征收罚款

荷兰在发现文件不适用于从喀麦隆进口的木材后，对 Fibois VB Purmerend 公司处以罚款。因此，该

公司未能满足 EUTR 的尽职调查要求。荷兰主管当局颁布了一项不合规罚款规定，对投放市场的木材

处以每立方米 1800 欧元的罚款，直到进行正确的尽职调查。该公司已被提出警告，表示它本有足够

的时间来改进其做法。

在其他来源中，Fibois 从 CCT 进口木材，绿色和平组织透露该公司参与了非法采伐

成员国执行立法的最新情况

罗马尼亚于 2016 年 9 月通过了关于处罚 EUTR 违法行为的新规则。第 51/14.09.2016 号政府紧急法

令的第 19 条获得通过，这是欧盟委员会发起的进一步侵权起诉，此后已关闭。其中，罗马尼亚提出了

修正案，明确了可以对在市场上投放非法木材并且不遵守尽职调查义务的经营者施加罚款的数额和性

质。

在 ClientEarth 的信息简介中了解有关这些新规则的更多信息。

http://www.clientearth.org/swedish-court-rules-teak-importer-is-breaking-eu-logging-law/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report/overdue-diligence
http://forest-trends.org/blog/2016/11/22/swedish-court-on-myanmar-wood-imports/
http://www.fern.org/node/6213
http://www.greenpeace.nl/Global/nederland/2015/documenten/Bossen/Greenpeace%20Nederland%202015%20-%20CCT%20timber%20trade%20from%20Cameroon%20to%20Europe.pdf
http://www.forestnews.ro/legislatie-silvica/1256-acte-normative/4120-a-fost-publicata-oug-512016-privind-modificarea-si-completarea-legii-nr-1712010


3. 出版物和资源

最近，已经发布几个出版物和资源。以下是一系列资源和出版物，旨在向欧盟各国和国际上的利益相

关者通报与 EUTR 相关的进展和关键要素。

罗马尼亚新的在线木材跟踪系统

罗马尼亚环境部发布了一个新的网站，用于实时跟踪全国所有木材运输，该网站称为“Inspectorul
Padurii”（森林检查员）。基于地图的界面提供了木材装运卡车旅程的完全公开访问，包括它是否登

记、所运输木材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木材被装载到卡车上时的确切 GPS 坐标。但是，该界面目前没有

链接运输文件和采伐许可证；而这是遵守 EUTR 所需的关键要素。

有关更多信息，请阅读 EIA 关于该新跟踪系统的报告.

EIA 报告调查缅甸柚木进入欧盟市场

环境调查局 (EIA) 发布了一份关于缅甸柚木出口到欧盟如何违反欧盟木材法规的简报。简报详述了对进

入欧盟市场的缅甸柚木进行 EIA 调查的结果。

阅读 EIA 报告：逾期尽职

BVRio 发布负责任的木材交易

BVRio 在 11 月推出了一个新的木材贸易网站，向买家提供来自巴西的木材和木制品定价、供应链和认

证信息（计划扩大这一地理范围）。负责任的木材交易是一个平台，在安全、透明和用户友好的环境

中连接合法认证木材产品的买方和卖方。它包括一个内置的风险评估系统，以帮助用户对每个木材托

运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以实施 EUTR。

http://rt1.forestier.ro:5017/sumalsatelit/
https://eia-global.org/press-releases/romania-creates-revolutionary-public-access-in-new-online-wood-tracking-system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report/overdue-diligence
http://bvrio.org/timber/?_ga=1.22668859.1201420820.1482149558


4. 国际最新消息

在国际上，各个主管当局正在开展对非法采伐的执法活动。印度尼西亚已经开始颁发 FLEGT 许可证，

而越南正在朝着同一目标迈进。新的木材种类已被纳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之下，在美国有一个新的平台可以让举报者举报野生动植物犯罪。

印度尼西亚已成为第一个颁发 FLEGT 许可证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出口国之一，已成为第一个颁发 FLEGT（森林、法律、执法、治理和

贸易）许可证的国家。FLEGT 许可计划涵盖的印度尼西亚木材产品现在必须具有 FLEGT 许可证才能进

入欧盟市场，而采购具备有效 FLEGT 许可证的木材的欧盟公司会被视为遵守欧盟木材法规。

现在，注意力将从创建 FLEGT 许可证制度（在印度尼西亚称为 SVLK）转到如何确保其运行方面。

SVLK 对印度尼西亚民间社会具有内在作用，以监控该制度的操作，并且如果检测到问题，会提出投

诉。民间社会使用这种监督作用，以及许可证制度对提出的投诉的反应，将是 SVLK 日益增长的可信

度的关键。在欧盟方面，现在的重点将是欧盟成员国如何监督印度尼西亚木材产品的到来，以确保有

效的 FLEGT 许可证到位。

越南和欧盟原则上同意 FLEGT VPA

欧盟和越南原则上同意通过自愿伙伴关系协议 (VPA) 共同努力实施越南木材和木材产品的许可证制

度。这将确保越南对欧盟的木材和木材产品出口来自合法来源，并将具备 FLEGT（森林、法律、执

法、治理和贸易）许可证。重要的是，除了处理在越南采伐的木材之外，该协议还将处理越南进口然

后加工的木材。经过近 6 年的谈判，欧盟和越南预计将于 2017 年启动批准该协议的程序。

来自欧盟委员会新闻稿的更多信息

新的木材种类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附件 II 中

在 2016 年 10 月初举行的 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七次会议

(COP17) 上，新的木材种类（包括大量红木品种）列入 CITES 附件 II 中。当这些变化于 2017 年 2 月
在欧盟层面生效时，将意味着这些物种的大多数木材产品将需要有效的 CITES 许可证才能进入欧盟市

场。因此，它们将被视为符合 EUTR，并免除履行尽职调查的义务。

附录 I 和附录 II 的修正建议

澳大利亚协商改革非法采伐法律的尽职调查要求

11 月，澳大利亚农业和水资源部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其中列出了修订“2012 年非法采伐禁令条例”的
一系列选择。该部正在研究改进遵守该条例的“尽职调查”要求的成本与非法采伐木材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的风险之间的折衷选择。咨询文件的制定是为了鼓励利益相关者对拟议的监管选择进行讨论和反馈，

这可能会显著改变企业和个人如何对进口木材产品和国内生长的原木进行尽职调查。

咨询期间（于 12 月结束）收到的反馈将有助于制定最终的“监管影响声明”，并提交政府审议，并就修

订“非法采伐禁令条例”的最终决定提供指导。预计 2017 年上半年将通知任何监管变化。

http://www.clientearth.org/first-shipment-licensed-legal-timber-indonesia/
http://silk.dephut.go.id/index.php/info/svlk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pdf/18_11_2016_news_en.pdf
https://cites.org/eng/cop/17/prop/index.php
http://www.agriculture.gov.au/forestry/policies/illegal-logging/reform-aust-illegal-logging-regs


为美国的野生生物犯罪举报者提供新的安全平台

美国的国家举报中心 (NWC) 宣布，它正在推出一个新的安全平台 – 全球野生动植物举报计划，除了其

他野生动物法律外，还允许举报人与《雷斯法案》违规方面的律师联系。它包括一个安全的网站，潜

在举报人可以秘密和匿名提交关于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情报，以及律师转介服务，协助他们向适当的执

法机构提供线索，并根据适用的美国法律获得货币奖励。例如，对于《雷斯法案》，举报人奖励基金

至少为 50 万美元。美国公民和非公民都可以是野生动植物犯罪的举报人，有资格获得奖励。

 

 
本出版物已获英国政府资助。本文所含信息由本文作者承担全部责任，并不代表英国政

府的官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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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coal use drops 50% – but government risks gas
lock-in
NEWS / 26 Jan 2017

New �gures for the UK show coal use dropping, but the UK is also undergoing the biggest coal-to-
gas switch in Europe, which could set a dangerous precedent.
Edit

http://www.whistleblowers.org/
http://www.whistleblowers.org/wildlife
https://unsplash.com/photos/B2KgTWnNBd4
http://www.clientearth.org/wp-admin/post.php?post=14749&action=edit
http://www.clientearth.org/uk-coal-use-drops-50-government-risks-gas-lock/
http://www.clientearth.org/uk-coal-use-drops-50-government-risks-gas-lock/
http://www.clientearth.org/wp-admin/post.php?post=14650&action=ed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