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盟木材法规（EUTR）新闻——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 

 

 

本期《欧盟木材法规》新闻将为您提供欧盟打击非法伐木的法律《欧盟木材法规》（EUTR）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的最新进展。与之前的各期一样，本期将包含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用来

确保正确实施《欧盟木材法规》的措施的有关信息，并提供有关国际上的类似法规的最新进展。 

如果您有任何最新信息可以分享以便我们编入到下一期的新闻通讯中，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子邮件

接收本新闻通讯，请联系我们： 

forests-contact@欧洲环保协会.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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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委员会为欧盟木材法规的实施和执行

提供支持 

过去的一年中，欧盟委员会继续定期召开《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欧盟木材法规》

专家组会议并向罗马尼亚政府发送正式通知函，发布了原定的“《欧盟木材法规》和《欧盟森林

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适宜性检查”以及《欧盟绿色新政通讯》。欧委会还发布了一份有关

“冲突木材”的指导文件。 

 

欧盟委员会《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欧盟木材法规》专家组会议 

《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欧盟木材法规》专家组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举行了第 27 次

会议。会议日程包括：对新推出的“《欧盟木材法规》和《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适

宜性检查”进行讨论，通报了有关《欧盟木材法规》实施情况的“生命项目”（Life Project）的最

新进展，以及通过了有关尽职调查的指导文件等。会议记录即日发布。 

欧盟委员会还发布了 201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 26 次会议之会议记录。该会议讨论了绿色新政和

欧盟森林会议（2020 年 2 月 4-5 日）的情况，以及《欧盟木材法规》执法小组非正式会议的结果，

并通报了自愿伙伴关系协定（VPA）谈判的最新进展。 

 

欧盟委员会就《欧盟木材法规》实施不当向罗马尼亚发送正式通知函 

2020 年 2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向罗马尼亚发送正式通知函敦促该成员国正确实施《欧盟木材法

规》。罗马尼亚有一个月的时间用来实施必要的措施以纠正欧盟委员会所指出的不足之处。若该

国不能及时纠正，欧盟委员会可能会决定向罗马尼亚主管部门发布其充分论证的意见。 

此前，已经有三个环境非政府组织（EuroNatur、Agent Green 和欧洲环保协会）联合向欧盟委员会

提起了针对罗马尼亚政府的投诉。这些组织声称罗马尼亚国家林业管理部门罗马尼亚森林管理局

（Romsilva）在 Natura 2000 保护的区域实施伐木行为，且未评估这些行为对当地造成的影响。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原定的“《欧盟木材法规》和《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适宜性检查” 

2020 年 1 月 3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原定的“《欧盟木材法规》和《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

法规》适宜性检查”路线图。利益相关方可在欧盟委员会网站提交有关该路线图的反馈，截止日

期为 2 月 28 日。欧盟委员会在制作其《适宜性检查》时将会考虑这些反馈。预计 2020 年上半年会

就这两项法规征询公众意见。 

 

欧盟委员会关于主管部门检查的最新概览 

2020年 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面向实施《欧盟木材法规》的主管部门的最新简报（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制作，时间范围为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先前的版本见此处。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communication-european-green-deal_en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cfm?do=groupDetail.groupMeetingDoc&docid=38727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cfm?do=groupDetail.groupMeeting&meetingId=19770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cfm?do=groupDetail.groupMeetingDoc&docid=39135
https://ec.europa.eu/cyprus/news/20200212_1_en
https://www.clientearth.org/press/commission-urged-to-protect-europes-last-natural-forests-from-illegal-logging/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1630-Illegal-logging-evaluation-of-EU-rules-fitness-check-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EUTR%20Briefing%20note%20Sept-Nov%202019.pdf
https://www.unep-wcmc.org/featured-projects/eu-timber-regulations-and-flegt


 

 

欧盟委员会《欧盟木材法规》合规性检查概览 

2020年 1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最新报告，提供了所实施

的《欧盟木材法规》合规性检查概览，以及欧盟成员国和

欧洲环境署主管部门在 2019 年 1 月至 6 月所实施的处罚。 

 

欧盟委员会绿色新政 

欧盟委员会《关于欧盟绿色新政及其路线图的通讯》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发布，其中包含了有关

热带森林及欧洲森林的内容。该通讯力争推进涵盖整个森林循环的新欧盟森林战略，该战略还将

推动森林所提供的多种服务。在关于“加强欧盟保护和恢复世界森林的行动”的通报的基础上，

欧盟委员会将采取监管措施以及其他措施，推广不会导致森林滥伐和森林退化的进口产品和价值

链。 

 

欧盟委员会 2017 年《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报告 

2019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2017 年《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许可方案实施情

况的年度综合报告。2017 年，各成员国获得了 28826 项许可，其中 98%（涉及超过 6.58 亿公斤木

材及木材产品）得以生效。该报告着重强调了目前仍面临的挑战，并指出目前仍有必要确保对

《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许可以及海关申报数据进行一致的报告。欧盟委员会还指出

了一个问题，即各成员国对 SILK（印度尼西亚木材合法性信息系统）上的数据的访问受到限制。 

 

欧盟委员会关于“冲突木材”的指导文件 

2019年 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在尽职调查系统中考虑武装冲突的盛行以及相应制裁”

的《欧盟木材法规》指导文件。该文件对“武装冲突盛行”和“制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

定了在风险评估程序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UNEP%20WCMC%202019_Overview%20of%20CA%20checks%20January-June%202019_FINAL_17.01.2020.pdf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communication-european-green-deal_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59912290949&uri=CELEX:52019DC0249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Guidance%20conflict%20timber_EG%20Agreed.pdf


 

 

2. 各成员国的《欧盟木材法规》执行情况 

在过去的一年中，各主管部门继续开展其执行《欧盟木材

法规》的工作。在荷兰，一家法院判定缅甸柚木进口商必

须能够追踪从砍伐到装运过程的合法性，法国对违反《欧盟木材法规》的行为处以罚款；而在英

国，一家具公司承认触犯《欧盟木材法规》构成刑事犯罪。缅甸柚木被拒绝进入德国市场；在、

比利时主管部门在收到绿色和平组织的警告后，截获了从加蓬运来的热带木材，并对一家被全球

见证组织点名的经营商处以了罚款。 

 

荷兰法院判定缅甸柚木进口商必须能够追踪从砍伐到装运过程的合法性 

2020年 2月，荷兰行政法院判定缅甸柚木进口商必须能够追踪木材来源的合法性。这一判决支持了

荷兰食品和消费品安全局（Nederlandse Voedsel- en Warenautoriteit）查明的事实，即来自缅甸的用

于建造游艇的柚木并未遵守地方及荷兰法规。 

英国政府发布脱欧后木材进口简报 

2020 年 1 月，英国更新了其木材交易指引，其中将包含进口及出口的现状，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2021年 1月 1日起，对于目前欧盟法律所涵盖的木材及木材产品，经营商和进口商将需要遵

守与以往不同的交易流程。该指引强调英国将拥有自己的木材交易法律，这些法律将会有着与现

行的欧盟法规同样的要求。 

 

法国对违反《欧盟木材法规》的行为处以罚款 

法国木材贸易部门称，该国于 2019 年 12 月对 Carbon Market 公司处以 5000 欧元的行政罚款，原因

是该公司违反了《欧盟木材法规》。2019年 6 月 24日，一个法国行政主管部门向 Carbon Market公

司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其在一个月期限内建立起进口贸易的尽职调查系统，其中应包括风险分析

以及该公司采取的风险缓释措施。法国主管部门在其行政命令中着重指出了 Carbon Market 违反

《欧盟木材法规》的主要情形，其中包括：尽管该公司从高风险国家（玻利维亚、巴西、秘鲁、

喀麦隆、加蓬和刚果）进口木材，却对其进口产品没有采取严格的风险评估，同时又缺乏风险缓

释流程。2019 年 9 月时，Carbon Market 公司曾告知法国主管部门它签订了一份合同，将要对其所

有供应商进行审计。然而，法国主管部门认为这份合同尽管或许可保证未来的进口产品合规，但

是并不足以表明其已经对过去的进口产品履行了尽职调查。2019 年 3 月发布的全球见证组织报告

“买家注意”曾对 Carbon Market 进行了点名，不过目前并不清楚这份报告与法国主管部门实施的

罚款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欧盟执法行动升级，一家英国家具公司承认根据《欧盟木材法规》犯下了刑事犯罪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news/dutch-court-rules-importers-of-myanmar-teak-must-be-able-to-trace-legality-from-stump-to-shipping/
https://news.mongabay.com/2019/12/tainted-timber-from-myanmar-widely-used-in-yachts-seized-in-the-netherlands/
https://www.gov.uk/guidance/trading-timber-imports-and-exports-if-theres-no-brexit-deal
http://www.lecommercedubois.org/actualites.php?id=427&PHPSESSID=f4n3oueh6ram1v5bbnrnel13j1
http://www.jura.gouv.fr/content/download/17372/127943/file/BF-AMD_CarbonMarket_20190624.pdf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gb/campaigns/forests/buyers-beware/


 

据《森林趋势》报道，2019 年 9 月，伯明翰地方法院按照

《 欧 盟 木 材 法 规 》 维 持 判 定 Heartlands Furniture 

(Wholesale) 公司犯下两宗刑事犯罪，该公司董事承认了这

两宗犯罪。从所犯的罪行来看，该公司在确保其供应链的

可追踪性方面存在问题，并且对于两种具体产品未能履行尽职调查。2019 年 12 月 4 日，Heartlands 

Furniture 公司由于其两宗罪行被判处 2笔 4000 英镑的罚款，并且被判令全额支付 5177.86英镑的成

本以及 170.00 英镑的受害人附加费。Heartlands Furniture 公司必须在 2020 年 1 月 18 日之前支付共

计 13347.86 英镑。 

 

来自缅甸的柚木被拒绝进入德国市场 

2019年 8月，一家德国经营商从缅甸经新加坡进口的柚木被拒绝进入欧盟市场。德国主管部门在进

行了现场检查之后，将两批来自缅甸的柚木收押。由于经营商无法表明其中涉及的风险可以忽略

不计，这些木材被返回缅甸。 

 

比利时主管部门在收到绿色和平组织的告警后，截获了从加蓬运来的热带木材 

2019年 7月，绿色和平组织向比利时主管部门告警称：一批到达安特卫普港的木材，可能是一家与

加蓬热带雨林非法砍伐有牵连的中国公司生产的。海关人员迅速回应，截获了这批投放到欧盟市

场的热带木材。比利时主管部门还提起了诉讼，以便检查这家收货的比利时公司的行为是否遵守

了《欧盟木材法规》。 

 

罗马尼亚 Holzindustrie Schweighofer 公司的《欧盟木材法规》合规检查 

2019 年 4 月，欧洲最大的木材加工公司之一 Holzindustrie Schweighofer 宣布其已经通过了《欧盟木

材法规》合规检查，罗马尼亚主管部门在塞比什锯木厂进行了此次检查。在其发布的新闻稿中，

Holzindustrie Schweighofer 展示了一份所采取的措施清单，这些措施目的在于确保在罗马尼亚建立

安全、可持续的木材供应链。这些措施包括：一个 GPS 追踪系统，一项“不接收来自国家公园的

木材”的政策，对敏感林区的严格控制，造林项目，以及对罗马尼亚雇员进行合规培训。 

 

比利时主管部门对一家全球见证组织报告中点名的经营商处以罚款 

2019 年 3 月，一家在全球见证组织的“沾血的木材”报告中被点名的公司被比利时主管部门罚款

12,000 欧元，原因是该公司违反了《欧盟木材法规》规定的履行尽职调查的义务。该报告揭露了在

中非共和国内战期间与该国进行木材贸易的相关严重违规行为。全球见证组织指出这是《欧盟木

材法规》生效以来比利时实施的第一笔罚款。 

 

芬兰自然资源研究所发布了一份 LesEGAIS 系统综述 

https://www.forest-trends.org/blog/uk-furniture-company-pleads-guilty-to-criminal-offences-under-the-eu-timber-regulation-as-european-enforcement-scales-up/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pdf/EUTR_Briefing_note_July-August_2019_final.pdf
https://www.greenpeace.org/belgium/fr/communique-de-presse/6153/greenpeace-a-fait-bloquer-une-cargaison-suspecte-de-bois-exotique-dans-le-port-danvers/
https://news.mongabay.com/2019/07/gabonese-timber-linked-to-illegal-logging-seized-in-antwerp/?n3wsletter&utm_source=Mongabay+Newsletter&utm_campaign=b44fc233a1-Newsletter_2019_07_25&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940652e1f4-b44fc233a1-77190069
https://www.hs.at/fileadmin/files/all_en/Press/190509_Press_release_-_16th_EUTR_control.pdf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bloodtimber/
https://www.levif.be/actualite/environnement/importation-de-bois-une-cargaison-sur-deux-controlee-est-problematique/article-normal-1110527.html?cookie_check=1582805222
https://www.levif.be/actualite/environnement/importation-de-bois-une-cargaison-sur-deux-controlee-est-problematique/article-normal-1110527.html?cookie_check=1582805222


 

2019年，芬兰自然资源研究所应芬兰主管部门芬兰木材局

的要求，发布了一份俄罗斯木材交易电子监控系统

（LesEGAIS）评估报告。该系统于 2013 年推出，为俄罗

斯主管部门提供以下方面的信息：伐木和木材交易公司，

森林利用声明，伐木和所有权文件，以及其他相关协议、报告和通知。他们计划进一步开发该

LesEGAIS 系统，使之包含电子货运记录簿以及木材存储登记册。另外的相关计划包括：通过卫星

追踪系统监测运送木材的卡车以及森林机器的运动情况。 

  

http://jukuri.luke.fi/handle/10024/543990


 

 

3. 其它欧盟以及国际最新进展 

欧盟以及国际上有多家组织一直致力于解决非法伐木问

题。值得注意的重要进展包括：缅甸的森林犯罪进展情

况，中国通过了《森林法》修订，欧盟委员会计划采取行动应对森林滥伐问题。ZSL Spott 发布了

新的棕榈油评估，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了关于巴西亚马逊森林滥伐的报告，非政

府组织呼吁欧盟针对巴西的森林滥伐行为采取行动。 

 

2020 年全球森林治理论坛日期宣布 

下一届全球森林治理论坛将于 2020 年 7 月 13-14 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举行。 

伦敦动物学会发布 2019 Spott 棕榈油评估报告 

今年的 SPOTT 评估报告中新增了 30 家棕榈油公司，其中包括棕榈油榨油厂和炼油厂，通过更为广

泛的简介让人们了解棕榈油行业的透明度状况。报告中对照 181 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

评估了总共 99 家公司，这些指标提供了企业透明度的衡量标准。 

 

欧盟委员会计划采取行动应对森林滥伐问题 

2020 年 2 月 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森林滥伐和森林退化——降低欧洲市场上的木材产品的影

响”行动路线图，该行动征集反馈意见的截止日期为 3 月 4 日。该路线图的基础是 2019 年 12 月欧

盟理事会《关于加强欧盟保护和恢复世界森林行动通讯》的结论。在以上《结论》中，欧盟理事

会对欧盟委员会的七月通讯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全球层面上有关森林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

理的政策和行动不足以制止森林滥伐行为，他们对此深感担忧。为了降低欧盟的土地消耗足迹，

欧盟理事会请求欧盟委员会对新增的供给侧监管和非监管措施进行迅速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提案。

欧盟理事会还着重指出需要加强《欧盟木材法规》的实施。理事会推荐了与生产国合作应对森林

滥伐和森林退化问题以及改善民生的做法，其方式为：请求欧盟委员会考虑在为生产国提供潜在

供给侧支持的背景下，制定和实施《自愿合伙协议》的经验能够如何适用于木材之外的商品。他

们还建议：针对所有相关的欧盟贸易全面协议，提出有关可持续森林管理以及无需森林滥伐的可

持续农业商品的具体规定。 

 

中国通过了《森林法》修订 

2019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修订由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此次修订为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将于 2020 年 7 月生效。《森林法》

修订的预期目标是更好地保护该国的森林以及促进绿色发展。修订后的《森林法》澄清了森林所

有权，加强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并致力于推动提高森林覆盖率。按照新的《森林法》，森林被

划分为公益森林和商业森林，相应地采用差异化的管理措施。修订后的《森林法》还包括禁止购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vent/global-forum-forest-governance-number-30
https://www.spott.org/palm-oil/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2137-Minimising-the-risk-of-deforestation-and-forest-degradation-associated-with-products-placed-on-the-EU-market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1860/st15151-en19.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65272554103&uri=CELEX:52019DC0352
http://f.mnr.gov.cn/201912/t20191230_2492464.html


 

买、运输和/或加工非法来源的木材，并要求所有加工公

司建立原材料和产品数据记录（第 65、67、78 条）。 

 

缅甸对森林犯罪实施新处罚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在其 2019年 5 月通讯中报道了缅甸国会 2018年 9月通过的缅甸《森林

法》修正。新的处罚适用于接受贿赂或者涉入获取、转移或拥有非法砍伐的木材的森林官员。预

计最严重的森林犯罪可面临长达 15 年监禁的处罚。此外，轻罪的罚金也大大提高。 

 

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关于巴西亚马逊森林滥伐的报告 

2019年 9月，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了巴西的非法砍伐行动与针对森林守护人员的暴

力行为和恐吓之间的联系。该报告着重指出了如下问题：所采取的保护环境守护人员的措施不得

力，该国未能调查和起诉巴西亚马逊森林的暴力犯罪人员。该报告建议巴西应采取“紧急措施终

止与亚马逊森林非法滥伐相关的暴力行为得不到惩罚的状态”。 

 

非政府组织呼吁欧盟针对巴西的森林滥伐行为采取行动 

2019 年 4 月，20 多个非政府组织签署了一份报告“博索纳罗的 100 天：终止欧盟在应对亚马逊森

林犯罪行为中发挥作用”。该报告指出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对于环境权利产生了重要

影响。根据本报告，2019 年 1 月亚马逊森林的森林滥伐行为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54%。此外，

该报告还揭示出，针对巴西土著居民的暴力和恐吓行为有所增加。由于这些原因，非政府组织呼

吁欧盟委员会阐明他们将计划如何应对博索纳罗当局带来的挑战。 

 

四家印度尼西亚木材公司的董事被判入狱 

2019年 8月，一家印度尼西亚地区法院判处四家印度尼西亚公司的董事各入狱一年，并处以 5亿印

尼盾（大约 32,000 欧元）的罚金。环境调查局（EIA）指出被告承认了如下罪行：通过伪造的文件

运输印茄木（ntsia bijuga），试图规避该国有关木材合法性的法规。森林保护局截获了 57 集装箱

非法木材，其中 21 箱属于上述被告。另据环境调查局称，来自巴布亚和西巴布亚的另外若干装有

非法木材的集装箱目前仍在调查中。 

  

https://www.itto.int/files/user/mis/MIS_1-15May2019.pdf
https://www.mmtimes.com/news/government-enacts-tougher-forest-law.html
https://www.mmtimes.com/news/government-enacts-tougher-forest-law.html
https://www.hrw.org/report/2019/09/17/rainforest-mafias/how-violence-and-impunity-fuel-deforestation-brazils-amazon
https://www.fern.org/fileadmin/uploads/fern/Documents/Ending-the-EUs-role-in-the-assault-on-the-Amazon-briefing.pdf
https://www.fern.org/fileadmin/uploads/fern/Documents/Ending-the-EUs-role-in-the-assault-on-the-Amazon-briefing.pdf
https://www.fern.org/fileadmin/uploads/fern/Documents/Ending-the-EUs-role-in-the-assault-on-the-Amazon-briefing.pdf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news/jail-time-for-directors-of-indonesian-companies-over-possession-of-illegal-timber/


 

 

4. 出版物和资源 

过去的一年中出版、发布了许多出版物和资源。以下是这

些资源和出版物的摘选，旨在为欧盟和国际利益相关者提

供有关《欧盟木材法规》的进展和关键要素的信息。 

 

欧盟 

 

《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最新进展简报 

2020 年 1 月，LoggingOff 和 Fern 各自发布了最新进展简报，描述了实施《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

贸易法规》自愿伙伴关系协定的进展情况。报告的作者表示这一过程仍在得到民间社会、政府和

私人部门的支持。其中透露了如下讯息：如果自愿伙伴关系协定讨论和谈判停止下来的话，《欧

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将无法实现其目标。另外，该简报还表示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绿

色新政要达成的预定目标抱有希望。 

此外，去年 11 月发布的欧盟 FLEGT 基金关于印度尼西亚《森林法》执法、施政和贸易许可系统的

实施情况的简报，不仅对印度尼西亚的《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许可所面临的系统性

和操作上的挑战进行了概述，还描述了政府为应对这些挑战而作出的努力。 

 

世界自然基金会《欧盟木材法规》执法综述 

最新一期世界自然基金会《欧盟木材法规》执法综述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该综述的基础是世界自

然基金会和 16 个成员国的《欧盟木材法规》主管部门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实施的调

查。该综述指出了实施中存在的差距以及现有的良好实践；尽管许多差距和不足看起来是共同的

并且普遍存在，但是上述差距和良好实践未必适用于全部 16 个成员国。该报告为各成员国以及欧

盟委员会提出了建议，包括： 

 欧盟委员会应该对各国层面上的惩罚和制裁措施以及它们各自的效果进行详尽的分析，并

应建立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平台以讨论分析结果； 

 应基于定期更新的检查计划并运用可获得的最新信息实施国家层面上的检查，涵盖国内和

进口木材产品（并评估这些产品为非法的风险有多大），并应为检查计划设定目标和时间线； 

 必须加强国家层面上的能力，以确保充分覆盖相关经营商并能够实施定期的频繁检查。 

 

《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资源 

2019 年 12 月，欧盟 FLEGT 基金发布了一份关于“2007-2017 年中国与欧盟和自愿伙伴关系协定国

家之间的贸易分析”的简报。该简报是“中国与欧盟、欧盟成员国和资源伙伴关系协定国家之间

https://loggingoff.info/library/how-to-ensure-flegt-is-a-success-make-sure-we-stay-the-course/
http://www.euflegt.efi.int/publications/flegt-licensing-lessons-from-indonesia-s-experience
http://www.wwf.eu/?uNewsID=357125
http://www.euflegt.efi.int/publications/analysis-of-china-s-trade-with-the-eu-and-vpa-countries-2007-2017


 

的木材贸易”报告的摘要；该报告是由 2018 年“欧盟-中

国森林法律执法和施政双边协调机制”会议的成果汇编而

成。资料来源为中国海关。 

 

出版物：“保护森林、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权：欧盟行动案例” 

2019 年 10 月，一个由欧盟环境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发布了一份简报“保护森林、自然生态系统

和人权：欧盟行动案例”。这是在欧盟层面上保持良好的政治态势的优先事项。该简报旨在用于

面向欧盟层面以及成员国中的决策制定者进行宣传，表明欧盟应对森林滥伐的行动的重要意义。 

 

NEPCon 在柏林举行《欧盟木材法规》研讨班，并将开展后续培训 

NEPCon于 2019年 10月 29日在柏林组织了一场关于木材法律（包括《欧盟木材法规》以及相关尽

职调查要求）的研讨班。参与人员学习了如何进行风险评估、选择适当的风险缓释措施以及评估

尽职调查表现。计划中的后续 NEPCon 培训研讨班涉及森林法律和产销监管链，将会在尤尔马拉

（3 月）、Tarty（4 月）、哥本哈根（5 月）和柏林（10 月）举行培训。 

 

西班牙农业部关于木材身份识别的视频 

2019 年，西班牙农业、渔业和食品部与全国农业和食品研究与技术研究院合作发布了关于用于木

材取样和木材身份鉴别的视频。 

 

Timberleaks 关于法国的《欧盟木材法规》执法情况的文章 

2019 年 7 月，Timberleaks 发表了关于法国公司和涉嫌出口商之间当前进行的勾结的文章。文章称

有些法国进口商从刚果盆地或利比里亚的公司购买木材，这些公司涉嫌非法森林砍伐、贿赂政府

以及环境滥用。这篇文章还指出了法国的《欧盟木材法规》执法问题。Timberleaks 称在 2017 年 3

月至 2019年 2 月之间，法国《欧盟木材法规》主管部门只对 14,000家木材进口经营商中的 53 家进

行了检查。 

 

健康的森林 = 公平的生计、包容性发展以及适应性强的气候 

2019年6月，Fern、环境调查局、欧洲环保协会、森林居民计划和透明国际发布了一份简报，其中

建议了欧盟为了更好地保护森林而应采取的行动。这5个环境非政府组织呼吁欧盟：（1）恢复对

自愿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欧盟木材法规》执法的支持，（2）在自愿伙伴关系协定中维护人权，

（3）采取额外的监管措施应对森林滥伐危机并保护权利，（4）加强《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

易法规》和气候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日程之间的联系，以及（5）

利用贸易作为支持人权和保护森林的手段。 

 

国际 

https://www.fern.org/fileadmin/uploads/fern/Documents/2019/Briefing_-_Protecting_forests___human_rights_-_a_case_for_EU_action.pdf
https://www.fern.org/fileadmin/uploads/fern/Documents/2019/Briefing_-_Protecting_forests___human_rights_-_a_case_for_EU_action.pdf
https://www.nepcon.org/training
https://www.mapa.gob.es/es/desarrollo-rural/temas/politica-forestal/Madera_Legal_FLEGT_EUTR/sistema/videos-muestras-analisis-maderas.aspx
https://www.timberleaks.org/amp/african-timber-from-firms-linked-to-bribery-conflict-and-illegal-logging-floods-into-france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NGO-Briefing-note-forests-for-livelihoods-development-and-climate.pdf


 

 

红木披露，环境调查局的新工具 

环境调查局发布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工具“Rosewood 

Revealed”（红木披露），可以显示每月从加纳进口到中

国的非法红木的数量及价值。该工具显示，2019 年 12 月（该工具的最新更新月份）有近 8 吨红木

（价值 500 万美元以上）出口到中国，这些出口违反了加纳禁止收获、运输和出口该物种的监管规

定。 

 

2018 年欧洲木材贸易执法情况 – 森林趋势 

2019 年 10 月，森林趋势（Forest Trends）评估了最新的 2018 年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以及其他资料

来源，制作了一份关于贸易和执法活动之间的联系的报告。该研究发现欧盟进口的《欧盟木材法

规》规定范围内的森林产品于 2018 年达到了 1750 亿美元的高点，比 2017 年高 12%。2018 年 7 月

至 12 月之间从乌克兰进口的受《欧盟木材法规》监管的森林产品下降了 33%，与前两年的上升趋

势形成明显对比，而从缅甸进口的数量在 2017 至 2018 年之间增长了 50%。从 2013 年以来，出口

至欧洲市场的印度尼西亚森林产品价值上升了 23%，从 2016 年 11 月印度尼西亚开始发放《欧盟森

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许可时起增长量为 9%。该研究指出《欧盟木材法规》执法情况正发生

演变，执法官员越来越多地着重于处以经济罚款以及考虑采用新技术检查可追踪性系统中的欺诈

和管理不善。 

 

《纽约森林宣言》5 年评估报告 

2019 年 9 月，《纽约森林宣言》（NYDF）评估合作伙伴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以及 Climate 

Focus 合作发布了一份报告，评估了在实现《纽约森林宣言》方面取得的进展。根据该报告，2020

年的《纽约森林宣言》目标可能无法实现。报告作者指出，恢复森林系统的工作必须加速，热带

森林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广泛、协调水平更高的措施，努力遏止驱动森林滥

伐的因素。 

 

科学测试的运用：森林趋势出版物 

2019年 6月，森林趋势发布了一份关于在执行木材进口法规时运用科学测试的出版物。根据他们的

研究，所调查的 21 个国家中有 57%目前在执行木材贸易法规时运用科学测试，预计至 2024 年这一

比例将会上升到95%。该报告还指出用于位置鉴定的同位素测试是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其运用比

DNA 分析更为广泛。 

 

全球见证组织关于中国木材进口的报告 

2019 年 4 月，全球见证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木材进口的简报。这份文件显示，中国 80%的热

带木材进口来自于 10 个国家；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这 10 个国家在治理措施方面在所有国家

https://www.rosewoodrevealed.org/
https://www.rosewoodrevealed.org/
https://www.forest-trends.org/publications/how-has-the-eu-timber-regulation-enforced-the-european-trade-of-timber-in-2018/
https://forestdeclaration.org/
https://www.forest-trends.org/wp-content/uploads/2019/08/5-Things-To-Know-About-the-Use-of-Scientific-Testing-in-Enforcement-FINAL.pdf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forests/lessons-from-chinas-global-forest-footprint/


中排位为最后 25%。该报告建议中国应制定全国性政策以

便降低与原材料采购相关的负面影响，中国所有的木材进

口商都应被强制实施尽职调查。 

LoggingOff 平台重新发布 

LoggingOff 平台于 2019 年重新发布。该平台创建之初是一个由欧盟的多个非政府组织和木材生产

国共同管理的平台，是一个民间社会用来提供有关《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流程的最

新消息的场所。目前，LoggingOff 已经成为一个享有盛誉的公认场所，被民间社会和规模较小的网

络用来分享和交流有关如下问题的看法和经验：《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流程，以及

认可社区的土地权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LoggingOff 的另一个目标是在木材生产国的民间社会和各

国以及欧盟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联系。该网站拥有一个有关《欧盟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法规》

自愿伙伴关系协定的资源库，以及有关 REDD+、社区林业、独立森林监测和气候变化的信息。 

Forest Logbook，欧洲环保协会的最新工具 

欧洲环保协会的 Forest Logbook 这一工具汇集了有关全球林业的现有法律、指导文件以及执法简报，

定期进行更新。 

本出版物得到英国政府资助。本文档中涵盖的信息由其作者自行负责，并 不一

定代表英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如欲参阅英文原版，请访问 ClientEarth 网站。 

https://loggingoff.info/
https://logbook.clientearth.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