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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是行�
业的未来”
作者�:�Meindert Brouwer

谈加蓬共和国水、森林、海洋、环境和气

候战略部长Lee White教授

Lee White部长
图片来源：加蓬水与森林部

�加蓬可以书写历史。所有的森林特许经营

都必须按照今天的最佳标准即FSC标准进行

可持续管理。如果成功转型、这将改变刚果

盆地的林业、甚至可能改变世界其他地区的

热带森林。Lee White部长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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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多年来一直担任加蓬国家公园管理局（Gabonese 
National Park Agency ANPN）局长。2019年6月、

您被任命为加蓬共和国水、森林、海洋、环境和气

候战略部长。是什么促使您决定接受这个职位、成

为这些领域的部长？

“从很多方面看、我管理国家公园的十年为成为部长

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必须与当地社区、议员、部长和

总统打交道、处理过本地及国际事务、并将国家公园

管理局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单位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00
多名工作人员的高效公园管理机构。2019年6月、我

接到新的任命、我将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海洋、

森林和环境部门、并且协调加蓬的气候变化政策。在

这方面、我担任加蓬森林和农业谈判代表11年、这

再次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我接受这份工作、是因

为它让我有机会将我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积累的有效管

理原则应用到整个土地部门。我有充分的政治授权、

可以做出必要的决定使加蓬林业真正实现可持续、百

分之百通过FSC认证。 同时、我也将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酸化、海洋塑料污染等全球性问题。”

您如何形容您作为部长的使命？

“确保在加蓬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之间保

持健康的平衡关系、并确保我们的发展具有可持续

性和气候适应性。”

决定

2018年夏天、加蓬总统Ali Bongo宣布、到2022年
底、必须按照FSC标准对加蓬所有特许经营的森林进

行可持续管理。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以前

特许经营森林管理得不好吗？

“有一些森林已经通过了FSC和其他认证、并且管

理得很好。但是、2009年施行原木出口禁令之后、

非法采伐开始变得严重。2017年、当我们发现了非

法采伐的规模之后——环境调查局（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做了一份题为《有毒商业》

（Toxic Commerce）的报告——总统决定实行百分

之百FSC认证、并且对林业部门任何重新实施的管控

政策进行外部评估。”

FSC认证的森林管理对加蓬有什么好处？

“目前FSC认证的特许经营森林几乎可以被视为保

护区——木材采伐遵循严格的可持续采伐计划、

该计划以详细的实地清查为依据；野生动物得到

保护；生态功能得以维护；为周围社区制定了有

效的社会方案。我们会通过六个月一期的评估来

监控进度。”

已经实施了哪些社会方案？

“在投资社区方面、FSC公司的表现要比其他公司好

得多、为学校、诊所、太阳能和许多其他地方项目

提供了资金。此外、公司的学校和医疗设施成为周

围社区可以利用的资源。”

FSC认证森林管理对在加蓬的森林特许经营权人有什

么好处？

“FSC认证打开了一些原本对我们的木材产品关闭

的市场、并带动一些市场价格小幅上涨——但说实

话、收益与所需付出的努力并不成正比、这是我们

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国土面积：267667平方千米、相当于瑞士的6.5倍。
•�人口:210万、其中80万人居住在首都利伯维尔
（Libreville）。
•�88%的土地被森林覆盖。
•�森林面积2370万公顷、占非洲森林面积的10%。
•�森林砍伐率低于0.01%。
•�21%的国土被划为陆地保护区。
•�13个陆地国家公园。
•�9个海洋公园。
•�11个水生动植物保护区。
•�拥有60%的非洲现存丛林象。

以上数据截至2020年4月30日。
资料来源：加蓬森林部门

加蓬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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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森林特许经营权人来说、施行FSC认证森林

可持续管理的主要动机是木材采伐可以在未来很好地继

续下去、而不是在短期内不可持续地采伐完木材、您同

意这样的观点吗？

“我相信、第一、FSC能确保我们的木材是合法的、对

气候、生物多样和社会都有利、这可以使我们的木材免

受无端的抵制；第二、FSC也能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

第三、FSC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能为人们创造就业机

会、为政府不断带来收入。”

投资

对于森林特许经营权人来说、向FSC标准过渡可能意味

着一项巨大的投资。加蓬政府有什么财政措施激励森林

特许经营权人开展此项工作吗？

“我们目前正在寻找推动进程的方法。例如、我们可能

会创建一家公司、帮助较小的加蓬公司开展认证工作。

但底线是、如果公司想继续在加蓬开展业务、它们必须

获得认证。”

加蓬政府将如何引导和支持森林特许经营权人、使他们

能够达到FSC认证标准？

“我们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但这项工作的承担主体是私

营企业。如果它们缺乏部分或全部能力、现在有很多顾

问可以提供帮助。”

到2022年底、如果森林特许经营权人没有达到FSC标
准、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将在2020年对进展情况进行一次评估。在此基础

上、我们将确定对未完成进程的公司进行何种处罚。惩

罚的严厉程度将取决于进展情况。”

何种情况会受到何种处罚？

“现在还没有决定。我认为、对于那些已参与但尚未完

成的公司可能会处以罚款；极端情况下、对于没有参与

的公司、可能会撤销许可证。”

从2018年夏天总统宣布将实施FSC认证、到2022年12
月31日的截止日期、中间有四年时间。在此期间、有些

公司也许会尽可能多地开采木材、然后在2022年底撤

出。您将如何应对这种风险？

“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将在2020年对进展进行评估、

并定期监督。没有取得进展的公司将受到制裁。”

一些人认为、加蓬的FSC强制认证会在某些情况下导致

森林特许经营权在截止日期前消失殆尽、从而为新的油

棕榈种植铺平道路。您怎么看？

“根据我们2020年的地图、油棕榈只允许在热带稀树

草原或碳储量不足118吨/公顷的高度退化的森林地区种

植。我们将对采伐进行监控、任何过度采伐都将受到严

格制裁。管理计划中不允许出现这种行为、这不是一种

风险。”

退化的特许经营森林的最终归宿是什么？

“这在加蓬不是问题——不管有没有FSC认证、我们的

法律都要求有可持续的管理计划、防止森林退化。在一

些发生过度砍伐的特殊情况下、森林将得以自我更新。

我们的航天局得到了“中非森林倡议”项目（Central 
African Forest Initiative）的资金支持、并从林业公司获

得税收、航天局负责监控采伐的范围和强度、我们的林

业部门也将进行实地评审。”

能力

您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实地评审、检查公司行为是否

符合森林法律法规？加蓬军队会参与执法吗？

“是的、通过一些附加的在职培训、我们有能力做到

这一点——但我们不会让军队来做这些。这并非其职

责所在。

我们计划通过电子数据库和跟踪系统加强可追踪性
和监控、确保加蓬所有的木材都是合法的。�

我们的愿景是建立一个示范性的
林业产业、并使加蓬所有木材的
使用变得正规。

一名妇女在加蓬热带工业公司（Tropical Gabon Industries）的单板厂中使用一台旋耕机。和赤道森林公司（Compagnie 
Equatoriale des Bois）一样、加蓬热带工业公司是加蓬珍贵木材公司（Precious Woods Gabon）的一部分。两家公司都
获得了FSC认证、2020年、雇用了大约900名员工。加蓬珍贵木材公司隶属于珍贵木材集团、总部位于瑞士楚格（Zug）。

加蓬珍贵木材公司所属的赤道森林公司的锯材储存。



   

Lee White部长：
“我相信、第一、FSC能确保我们的木
材是合法的、对气候、生物多样和社会

都有利、这可以使我们的木材免受无端

的抵制；第二、FSC也能保护森林和野
生动物；第三、FSC是一个可持续的方
法、能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为政府不

断带来收入。除非我们实现转型、否则

我们的木制品将在未来面临越来越大的

威胁、这些威胁来自消费者团体的善意

的、不知情或轻信的、甚至恶意的抵

制。认证是该行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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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加蓬森林特许权的认证将分步骤进行:首先

是PAFC认证、然后是PEFC认证、最后是FSC认证。这

只是谣言吗？（编者注：PAFC是指泛非森林认证委员

会、PEFC是指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了。公司通常喜欢从一个不那么

全面的体系开始（因此、挑战性也就没有那么高）、然

后慢慢向上发展。我们对这种方式感到满意。”

在加蓬全境实现向FSC认证可持续森林管理过渡的障碍

是什么？

“关键的障碍将是林业领域和认证领域的能力、部分企

业缺乏动力、以及进程的前期投资。

实现转型的机会有哪些？

“除非我们实现转型、否则我们的木制品将在未来面临越

来越大的威胁、这些威胁来自消费者团体的善意的、不知

情或轻信的、甚至恶意的抵制。认证是该行业的未来。

考虑到欧盟的森林执法、施政与贸易（FLEGT）行动计

划、将FSC认证系统纳入全国性的核查和追溯系统可以

使加蓬向欧盟出口木材变得更加容易。这也可以帮助

FLEGT重新把重点放在规范不正规的领域上。您同意这

样的观点吗？您会考虑整合这些系统吗?

“我同意。我们的愿景是建立一个示范性的林业产业、

并使加蓬所有木材的使用变得正规”

您将如何使加蓬所有木材的使用正规化?

“很多非法木材被转运到锯木厂、这些锯木厂专门负

责“洗木材”（使木材合法化）。锯木厂要么为木材交

易商和出口商提供木材、交易商和出口商把利润隐藏在

离岸账户中；要么为加蓬的非正规部门提供木材。我们

计划通过电子数据库和跟踪系统加强可追踪性和监控、

确保加蓬所有的木材都是合法的。”

审核员

FSC在森林管理方面的一些指标似乎可以有多种解释、

审核员可以严厉或宽松地进行指标审核。审核员是独立

的、但由他们认证的公司任命和支付报酬。这可能会导

致公司任命使用宽松指标的审核员。您是否考虑使用加

蓬的一些森林税收建立一个基金、用于支付FSC认证、

而不是让公司支付费用？

“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选择——这是个有意思的想法！

我们将同时进行自己的评估、尽量降低这种风险。”

在加蓬、随着加蓬经济特区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加工单

位、对于原木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希

望所有的森林特许经营权在2022年之前获得FSC认证。

除此之外、政府还打算将特许的森林面积减少300万公

顷。这些政策意味着每年砍伐的木材将会减少。您认为

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差距？需要填补吗？

“我们的中期计划是用生长在热带稀树草原或高度退化

森林地区的人工林来补充天然林里的珍贵木材。”

您计划种植硬木还是软木、抑或二者兼备？

“我们的计划是从桉树和柚木开始、然后测试其他速生

物种、但也要研究是否可以在退化地区种植改善土壤、

生长缓慢、更加坚硬的本地物种。”

到2030年、加蓬的木材种植面积将是多少公顷？

“我们计划种植30万公顷、产量达到1000万立方米

左右。”

FSC是一个监督工具、�
法律才是真正的保障。

我们的计划是用生长在热带稀树草原或高度
退化森林中的人工林木材补充天然林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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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认证森林特许经营为雇员和他们的家庭提供当地住宿。

运往锯木厂的木材。

讨论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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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300万公顷土地不再具有特许经营权、它们最终

将如何归属?

“我还没有完整的答案。一些将是新的保护区、其他

可能会获得生态系统服务或可持续发展特许权。这

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在2014年通过了可持

续发展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对国

家可持续发展登记和补偿系统进行了立法。我们计划

在2020年实施。我们将建立一个共同的核算体系、

评估对气候（碳排放或碳汇）、生物多样性、人力资

本的影响。公司或行政部门将计算它们对每个项目积

极或消极的影响、并得出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如果

是负值（或高于该部门的配额）、它们必须补偿和

支付可持续发展特许权（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ssions）的贷款。我们也在研究哥斯达黎加生态

系统服务付费的模式。”

可持续发展特许权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特许权？情况怎么样、谁拥有可持续

发展特许权？

“可持续发展特许权是一种官方认可的特许权——就像采

伐特许权、特许权人通过一些活动增加碳储存量、创造碳

信用额、方法也比较容易、统计二氧化碳的吨量即可。特

许权人也可以通过一些活动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创造生物多样性信用额。但是、我们还没有制定出

测算方法、也就是大象密度增加多少相当于1吨碳的折算

量。特许权人还可以通过创造可持续的就业和生计、投资

教育和卫生等方式增加人力资本、增进福祉。”

加蓬沿海有两个经济特区、一个靠近利伯维尔

（Libreville）、另一个靠近让蒂尔港（Port Gentil）。

它们为包括中国木材加工公司和棕榈油巨头Olam 

International在内的新投资者提供财政激励政策、包括

25年内100%免征预扣税、财产税、增值税和进口关

税、允许将资金汇回国内。这些财政激励措施还会继续

吗？这两个经济特区是否会扩大？

“恩科（Nkok）的经济特区推动了从初级加工向高价值

家具制造的转型、并使用了几乎所有的边脚料。这是一

种“出口导向”的模式、在促进就业、发展运输业以及

带动供应行业发展方面带来了显著的实惠、也带来了税

收。我认为目前有关绝对实惠还没有定论：许多经济学

家对此观点不一。我们计划继续发展这一模式、在弗朗

斯维尔（Franceville）和让蒂尔港（Port Gentil）进行新

的开发。但我们也计划进一步发展针对当地市场、特别

是大陆共同市场的‘在岸’投资。”

请您解释一下“在岸”的意思。

“这些经济特区是免税的、因此在海关方面被认为是离

岸地区。如果特区里的企业要在本地市场销售、就必须

支付进口税。经济特区以外的锯木厂受国家税收政策的

约束。”

非洲大陆共同市场对锯材和木材产品的需求是否在增

加？哪些国家需求更多？

“我们正在以极大的兴趣关注尼日利亚、南非、东非和

北非的市场。”

除了对特许经营森林进行FSC强制认证外、您还会采取或

计划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加蓬的森林及其生物多样性？

加蓬的油棕榈行业致力于实现碳
平衡、不得在高碳储存量或高保
育价值的地区种植油棕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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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是一个监督工具、法律才是真正的保障。我们在

2014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法很有远见、但实施起来有些

复杂。该法要求每年进行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评测每

家公司对碳储存量、生物多样性和人力资本（福祉）的影

响。我们将强化我们的林业部门、特别是强化林业部、确

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奖善罚恶。严厉打击腐败

的新刑法也是一个重要工具。贿赂官员的林业从业者将被

判入狱4年、而收受贿赂的政府官员将被判入狱10年。”

森林的定义

您对森林的定义是什么？您是否在考虑提高森林覆盖率

标准、或者采用基于碳储存的森林定义、采用什么碳储

存标准？

“当前、有关森林的国际定义是1公顷土地上的树木覆盖

率为10%～30%、且树木可以长到5米以上、碳储存量约

25吨/每公顷；皆伐后两年内长出伞形树的土地；以及

很多生长树木的热带稀树草原。当我们问生活在农村、

甚至是城市的加蓬人什么是森林时、他们说森林就是有

很多大树的植被、科学家会说胸径大于70厘米的树。当

我们给人们看照片时、它对应的碳储存量约为175吨/

公顷。当我们将“零”（净值）毁林的概念应用到粮农

组织的模式时、我们在热带稀树草原上的耕作甚至也可

被认为是毁林。我们正在研究定义、目前还没有做出决

定。我们可能会根据“幼龄次生林”、“成熟完整林”、 

“沼泽林”等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森林、而不是简单地

说“森林/非森林”。我们的高碳储存量标准是每公顷

118吨、这是加蓬次生林的平均碳储存量。”

在什么情况下、森林可以被砍伐并变成油棕榈种植园？

加蓬的棕榈油生产适用哪些可持续性标准？

“所有加蓬油棕榈都是经过RSPO认证的（编者

注：Round 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可持续棕

榈油圆桌会议）。加蓬的油棕榈行业致力于实现碳平

衡、不得在高碳储存量或高保育价值的地区种植油棕

榈。允许为种植油棕榈而砍伐森林的标准是每公顷碳

储存量118吨的土地。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有更好政

策和百分之百未开发土地种植园认证的国家！（编者

注：Greenfield是指未曾有过此类活动的土地）”

加蓬政府的发展议程是什么？重点领域将是哪些？

“我们计划到2030年将5亿美元规模的木材产业转型为

50亿美元的产业、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天然林木材和人工

林木材的三级改造；大力发展以水力发电为基础的可再

生能源；发展可持续渔业、包括金枪鱼的国内加工、我

们的金枪鱼约占大西洋捕获量的25%；在加蓬加工更多

的矿产资源；改善服务行业（特别是银行、金融市场和

IT行业）；以及发展旅游业、包括发展一个强大的保护

性旅游行业。如果世界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我们甚至会

发展一个碳排放市场。”

案例

到2030年、要把5亿美元规模的木材产业转变为50亿美

元的产业、这样的转变是巨大的。您能举一些关于天然

林木材和人工林木材三级改造的例子吗？

“三级改造：现在的家具、门、窗、拼花地板等使用的

木材都是来自天然林。其中一些产品的成本效率其实可

以更高一些、它们可以使用刨花板、刨花板的外层用我

们美丽的硬木制成的单板进行覆盖、这样可以扩大天然

林木材的使用范围。”

贫穷和失业会迫使人们从事非法的林业活动、这是他们

唯一的生存手段。您认为加蓬的发展议程能否提供足够

的就业机会、提高加蓬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预计未来5年将在该行业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在

加蓬、林业犯罪的罪魁祸首不是贫穷的农村人、而是不

法分子和非法林业公司。”

在像加蓬这样森林覆盖广泛的热带国家、以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为基础的国民经济能否为所有人带来繁荣、从而

没有必要像法国或英国那样发展工业和工厂了？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想法

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看看REDD（编者注：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减少

因毁林和退化引起的排放）、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实现

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只有不到使其成为全球现实所需

资金的5%。发达国家不准备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系统服

务买单!”

中国

2019年9月、中国与加蓬签署谅解备忘录。就中方企

业在加蓬木材、采矿等自然资源开采、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中国企业设施建设和贸易等方面、您能否介

绍一下您的看法？

“这是林业部门之间的一项协议、因此重点放在了林

业和生物多样性上。我们承诺共同努力确保加蓬林业

行业的合法性——包括起诉在加蓬违法的中国公司；

在国家公园管理和世界遗产方面进行合作、并开展 

技术和知识交流、确保可持续采伐和合理利用森林 

资源。”

您说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和知识？

“主要是关于木材转化的技术。”

我们计划到2030年将5亿美元规模的木材产业转型为50亿美元的产业、
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天然林木材和人工林木材的三级改造。

加蓬森林公司(Compagnie des Bois du Gabon)锯木厂的工人。加蓬森林公司通过了FSC认证、这意味着工作场所的安全必
须得到保证。右图显示工人们戴着手套和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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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非森林倡议”、挪威将向加蓬提供高达1.5亿欧

元的支持。您会把这笔钱（部分）用于向FSC认证森林

管理的过渡吗？加蓬人民将如何获益？

“这个项目是基于成果进行支付的、用于减少森林碳排

放、增加森林碳汇。这些资金将用于维持加蓬的低森林

砍伐率、进一步减少森林碳排放。我们可能会将这笔资

金平均分配给森林保护、良好森林管理、以及与农村社

区合作改善传统农业、减少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

对于传统的乡村社区农业、您是否考虑推动以定居农业

取代刀耕火种？

“是的——我们正在和IGAD（编者注：Gabones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upport、加蓬发展支持研究

所）一起做一个试点项目、建造电子围栏防止大象进入

农田。我们的目标是利用现代热带农业方法增加产量、

固定农业。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展农林业、而不用再刀耕

火种。这在刚果盆地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那里每年的森林砍伐率高达1.8%、主要是因为不科

学的农业行为。”

您能否举例说明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以及解决这

些冲突的方法？

“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类和大象之间的冲突。我们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大象遍布全国的国家。大多数加蓬人

对保护大象表示认可、但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大象破

坏作物的事件。更糟糕的是、偏远地区（主要是边境地

区）的严重偷猎行为迫使幸存的大象离开它们偏远的森

林据点、向人类靠近。解决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包括：

停止偷猎、在大象聚集地建电子围栏、在问题可控的地

区开发保险和进行补偿。”

经历

您多年来一直参与加蓬的自然保护工作、担任过加蓬国

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现在担任水、森林、海洋和环境部

长。您最难过的经历是什么？

“在2006至2012年间、跨国犯罪团伙杀害了25000头
大象、这样的悲剧本可以避免。”

您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

“请允许我分享两个令人高兴的时刻。2002年、 Omar 
Bongo（编者注：加蓬前总统、现任总统Ali Bongo的父亲）

拉着我的手、带我走出总统府、当天他宣布建立13个国家

公园。2012年的一天、 Ali Bongo Ondimba对我们保护海

洋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激动、他指示Mike Fay和我创建加

蓬海洋保护区。我们在2018年完成了这项任务、建立了

20个新的海洋保护区、覆盖了我们专属经济区的27%。”

是什么驱使您坚持自然保护？

“大自然的奇妙和重要性、以及我的下一代们、他们的

未来取决于我们重新建立地球的平衡。”

我们预计未来5年将在该行业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现代热带农
业方法增加产量、固定农业。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展农林业、
而不用再刀耕火种。

加蓬总统Ali Bongo Ondimba访问了Rougier Gabon公司的一处锯木厂、工人们感到非常自豪。2020年、Rougier Gabon公司雇
用了大约1200人、平均分配在伐木和工业木材加工环节。该公司隶属于总部位于巴黎的Rougier S.A.公司、并通过了FSC认证。

森林象。�©加蓬国家公园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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