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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内容

图
1 中国在刚果盆地地区的贸易与投资 1
2 中国1975年的宣传海报, 描述了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援助。 

中国在刚果盆地和非洲大陆的活动总体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增加。 
许多中国早期的发展援助项目均为农业项目，如，在1975年宣传海报中标题为 
“革命友谊深似海”的项目。 6

3. 加蓬、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向中国的木材出口  
加蓬的木材销量远远超过其它国家，而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销量增长， 
如右侧 所示的木材规模销量，也非常显著。 12

4 刚果盆地在2000-2008年间出口到中国的主要矿物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取代刚果（布），成为向中国出口铜更多的国家， 
加工铜的出口量与矿石相比呈增长趋势。 13

5 2003-2009，中国在喀麦隆、加蓬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14
6 2010年6月，中国公司拥有的区域和木材特许权分布图（黄线标识部分） 17

表
1 2005–2010年间，刚果盆地国家森林覆盖范围与森林覆盖率的变化 3
2 对刚果盆地国家调研的重点行业和地区 4
3 2010年中国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双边援助和贷款预算 7
4 林业对税收和GDP的贡献 8
5 刚果民主共和国矿物产品出口情况 9
6 喀麦隆农业出口情况 9
7 加蓬政府对经济特区的推动 11
8 从行业概况和贸易及投资数据得出的主要结论 这些数据仅从官方统计获得， 

不包括非正式贸易或间接投资。 15
9 各相关国家特许权拥有者被特许的面积排名 18
10 年木材产量，喀麦隆总量及香港集团产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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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H Association contre l’impunité pour les droits humains 
（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团体）

ANAPI Agence nationale pour la promotion des investissements 
（刚果民主共和国投资促进局）

APIP Agence de promotion des investissements privés 
（加蓬投资促进局）

CAR 中非共和国
CB 刚果盆地
CdC Cahier des charges 

（公司社会责任协议）
CFA franc 中非法郎
CFAD Concession forestière sous aménagement durable 

（可持续管理下的森林特许采伐权）
CICMH Compagnie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 des Mines Huazhou
CIF 到岸价格（成本、保险和运费）
CIFOR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ITIC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
CNY 人民币
CPAET 管理、开采和转型临时公约（加蓬）
DGF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forêts （刚果民主共和国环境部林业司）
DIMA 迪库卢韦-玛莎巴（Dikulwe-Mashamba）采矿许可权，科卢韦齐
DRC (DR Congo) 刚果民主共和国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FC 刚果法郎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MU 森林经营单位
FOB 离岸价格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écamines Général des carrières et des mines 

（国家矿业总公司，刚果民主共和国）
GEEC 刚果环境研究小组 (Groupe d’études environnementales du Congo)
ICRAF 世界混农林业中心
MOFCOM 中国商务部
MoU 谅解备忘录
OFDI 对外直接投资
PFA 林业协会许可
PGG 场外（交易）许可
PMURR 多行业复苏和重建应急计划，刚果民主共和国
RAID 发展权与责任机构
ROC 刚果共和国
SCC 中国-刚果合约
SEZ 经济特区
SME 中小企业
SOE 国有企业
TTRECED 技术培训和发展研究中心
UNCTAD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VAT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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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关注；在加蓬，2010年中国公司总共拥有121份
森林采伐许可权，可以对267万公顷的林地进行
经营与采伐，所涉林地面积达到加蓬森林茂密
地区总面积的10%以上。然而，这些公司在制
定并实施管理计划、确保可持续经营、履行社
会责任方面的进度仍然缓慢。相反，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由于中国企业未能适应《森林法》
规定的变化，因此没能获得或延续其许可权；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喀麦隆，中国农业公司近
期就整体购买1万至10万公顷土地进行粮食和棕
榈油生产的项目进行了谈判。但是，这些开发
项目最初的土地交易可能不符合当地农民的最
佳权益，而这些农民对同片土地拥有非正规的
或习惯保有权和使用权。

总体而言，初步研究的结果显示：
1. 中国公司进入采矿业，特别是参与采矿部门

小型和手工采矿段作业，很有可能会成为毁
林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那些吸引大量
外来采矿工人的地区，会造成森林退化。

2. 在林业领域，中国公司已经在加蓬获得了大
量的森林经营许可权，其中有一些林地紧邻
国家公园。我们的研究显示，需要对中国公
司在加蓬的实地活动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这些公司在遵纪守法方面、在森林中开展活
动时遵循的责任规范及其制定和实施可持续
经营计划等方面差异很大。在所有这三个国
家中，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公司与非正规
木材部门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对比研究分别
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公司与其他国家的市场
和公司所产生的相关影响。

3. 在农业领域，中国的投资尚未达到能够产生
重大影响的水平。然而，中国已经对未来的
投资进行了规划，并将在今后几年内实施完
成。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以衡量中
国投资的经济回报，并系统评价其相对于其他
投资者（包括欧洲、北美、南非和澳洲的公
司）带来的成本和效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
为了确保投资在对社会产生最大回报的同时降
低和减轻环境和社会成本，就需要更好的理解
国家、省区和地方法律、制度以及习惯等体系
的效力。下一步的研究（如：土地和资源法研
究）将纳入投资促进机构和环境监管机构以及
有权分配土地的官员和当地首领的参与。此
外，还需要对那些在刚果盆地国家进行投资的
投资者（如：银行、企业以及外国政府）的责
任进行明确规定，以制定并实施融资和项目实
施责任指南。

随着中国“走出去”政策的实施，过去十年间
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对刚果盆地资
源及投资机会的兴趣显著提升，在为当地带来
新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潜在的社会和环境影
响。本报告对国际林业研究中心与喀麦隆、刚
果民主共和国和加蓬三国合作伙伴进行的初步
调查研究主要结果进行了总结。报告关注了中
国在林业、矿业和农业部门的海外贸易和投资
对森林地区的林地和依赖森林生活的社区可能
产生的影响，并参考了远在中国和德国的合作
伙伴针对投资贸易数据与中国政策所开展的研
究。本报告中所有研究工作都是在国际林业研
究中心2010年启动的“中国对非洲贸易和投
资：评价和管理国家经济、地方生计和森林生
态系统”项目支持�下完成的。

本项研究选择了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加
蓬三个国家，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市场对喀麦隆
和加蓬两国原木和锯材产品的重要性日益增
加，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出口到中国的矿产量大
幅增长，并且刚果民主共和国对中国投资的依
赖度相对较高。调查研究的内容包括对相关文
档及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关键信息提供者
的访谈，以及实地考察中国开展的项目场所。
本研究一项初步研究，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所
选项目具体场所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提出并
完善设想。

调查研究取得了非常有益的成果，包括进一步
掌握了中国与目标国家之间自然资源贸易的主
要趋势,以及中国投资者主要关注的（以土地为
基础的）生产部门。研究也关注了国家机构在
推动投资和监督企业遵守环境与社会要求方面
的作用，使我们对投资及获取土地和其他资源
的非正规程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报告对
定量问题（如：森林受破坏的程度和创造的就
业岗位等）给出的解答程度有限，还需要收集
更多具有针对性的数据。相对于目前的初步研
究阶段，项目未来的研究阶段将选择具体案例
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对目标地区内中国与其他
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评价。

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在刚果盆地的
投资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高，这可能将导致原
材料贸易量的大幅增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价值60亿美元的华刚矿业（Sicomines）投资协
议将通过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来换取一座主
要铜矿的开采权。然而，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
参与小型采矿活动，并通过非正规部门购买开
采权，其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引起了广泛的





1. 前言

亚这六个国家共拥有近1.62亿公顷的湿润热带
森林和近3000万公顷的干性疏林（Eba’a Atyi et 
al. 2010）。在非洲中部地区，森林生态系统
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森林农场养活了3000
多万人口，超过5000万的人口通过各种方式使
用非木材林产品维持生计（Justice et al. 2001）
。我们开展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原因是非洲出口
到中国的原木中有70%产自刚果盆地，并且在
2009年加蓬成为中国原木市场的第五大供应国
（Huang et al. 2010）。

虽然木材产业可能是与森林经营管理最直接相
关的行业，但其他产业同样也会侵占土地并对
森林面积和质量产生重大影响。采矿业和农业

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刚果盆地资源及投资机会
的兴趣急剧上升，这与在非洲的整体趋势相
符。在刚果盆地与非洲其他地区，中非合作产
生的经济利益及其潜在的巨大环境及社会成本
已成为争论的热点之一。对于刚果盆地来说，
这一地区的某些特性和中国在此地的利益已经
产生了一系列特定问题，涉及该地区森林的未
来以及依赖于森林的人群福祉问题。

对于国际林业研究人员来说，刚果盆地地区最
显著的特征是现存原始森林面积广袤（图1）
。喀麦隆、刚果（布）、中非共和国、刚果民
主共和国（刚果（金））、加蓬和赤道几内

喀麦隆
贸易: 5亿美元

投资: 2500万美元

赤道几内亚
贸易: 23亿美元

投资: 6200万美元

加蓬
贸易: 18亿美元
投资: 1亿美元

刚果共和国
贸易: 37亿美元

投资: 1.15亿美元

刚果民主共和国
贸易: 16亿美元

投资: 3.97 亿美元

图 1. 中国在刚果盆地地区的贸易与投资

刚果盆地地区图上标明了森林覆盖率和具体国家贸易与投资数据。

来源：Landcover 地图, GlobCover (2008); 贸易与投资数据，Engelhardt (2010)。
© ESA GlobCover 项目，由MEDIAS-France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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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砍树和取土，这会对林区产生直接的影
响。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巨量的矿产资源，经
济高度依赖于矿业，其颁发的采矿许可中有许
多位于森林地区（Bélanger and Mertens 2011）
。随着中国与刚果盆地地区内政府签订了数十
亿美元的矿业投资协议，中国在刚果盆地地区
采矿业中的实质性利益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农产品中，除了棉花产自喀
麦隆北方干燥地区，其他大部分产品都来自非
洲的其他地区。但大量的试点项目和中国资本
的投资计划显示，中国即将在刚果盆地地区开
发土地生产棕榈油、水稻和其他产品。由于该
地区的人口持续增长，而且其土地所有制非
常复杂（法律规定所有权与习惯保有权相互交
叉），因此外国公司取得土地使用和开发权的
方式关系到这一地区人民未来的福祉。

在密林覆盖的刚果盆地发展林业、采矿业和农
业,需要新建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在多边发展
基金（如：世界银行）和中国发展基金的资助
下，中国承包商活跃在整个地区的公路、铁路
和水电建设活动中。虽然这些活动对于当地经
济发展非常重要，但随之增加的对资源和土地
的利用造成了森林破坏，同时人们沿着新路线
迁移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需要针对这些问
题制定解决方案加以缓解。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与各相关国家的研究人员合
作完成了三份初步调查报告。这三份报告初步
概括了中非贸易以及中国在三个重点国家投
资的基本范围、规模与潜在的生态影响和社
会影响。在加蓬，环境非政府组织大脑森林
（Brainforest）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分析与研究工
作；在喀麦隆，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与当地一家咨询机构——技术培训和发展研究
中心（TTRECED）进行了合作；而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
与金沙萨大学的一位专家一起工作，得到了加
丹加省人权非政府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团
体（ACIDH）的协助，这家从事矿业问题工作
的非政府组织为项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现场协
助和向导。

本汇总报告汲取了上述三份报告的成果，参考
了项目合作伙伴莱比锡大学亚洲研究所和世界
混农林业中心（中国和东亚区办公室）提供的

报告。其中莱比锡大学的报告对国际数据库中
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了概述，而世界混农林
业中心的报告则就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的数据
及其贸易投资管理政策进行了概述。这些研究
获得的初步结果显示：

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对于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十分
重要，但中国资金只占全部外国投资的一小部
分。由于中国很多援助项目是由国家元首确定
的，且通常由行政部门与中国谈判大宗交易，
因此，大部分中国援助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动
机。就林业部门而言，中国公司已经在加蓬取
得了大量许可权，其中有一些林地紧邻国家公
园。因此，就需要针对林区内活动以及可持续
管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开展更多的研究，并在
整个地区对公司参与非正规部门活动给予更多
的关注。在矿业领域，中国公司进入小型手工
采矿业可能会成为毁林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
会在大量外来采矿工人聚集的地区造成森林退
化。就农业而言，中国目前的投资尚未达到能
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水平。然而，中国已经对未
来的投资进行了规划，并将在未来几年内实施
完成。

中国企业倾向于和当地小型法人，如手工作业
的采矿工和伐木工进行业务往来，这意味着直
接利益的分配范围将相对广泛。但伴随这些利
益而来的将是代价增加，如危险行业中的小型
作业基本不受监管，参与这些作业的弱势群体
的劳动权甚至人权有可能受到侵犯。就此而
言，中国与其他和地区内非正规部门开展活动
的外国民族似乎没有区别。目前中国投资者越
来越多地采用与西方公司社会及环境保障措施
相类似的措施，中国的投资银行也越来越强调
环境及社会评价审批以及减缓影响计划，但在
其他针对中国法人的研究中，仍然充斥着大量
不良劳工作业的案例，如：工资低、工作时间
长以及工作环境恶劣等。因此，需要更深入地
探讨中国和当地国有生产者管理投资影响的能
力和意愿。

下一章节将描述对项目国家（喀麦隆、加蓬和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择方法和本项调查初期
聚焦的商品交易，之后将概述中国进入这些国
家的历史过程，最后则将阐述并讨论调查的主
要成果。



2. 方法

于近海1，而棉花则产自喀麦隆北部干燥地区的
农田2 ，因此在选择项目国家进行实地评估时
没有采用这两种商品作为指标。

初步分析后，项目组排除了中非共和国，这是
因为中国在中非共和国的投资及采购活动水
平都较低。同样，项目组也没有选择赤道几
内亚，这是因为赤道几内亚对华出口商品中石
油占了90%以上，且自2007年禁伐令实施之后
（Mugnier and Martinez-Plaza 2010），赤道几内
亚的木材出口量已开始下降，并低于加蓬、刚
果（布）和喀麦隆。在其他四个国家中，项目
组选择了加蓬，这是因为加蓬对中国贸易及投
资的依赖度相对较高，并且中国在加蓬具有重
要地位的林业部门内开展了大量业务活动。同
时考虑到以下几个原因，项目组选择了喀麦隆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排除了刚果（布）：
1. 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这一地区面积最大的湿

润雨林和干性密林。
2. 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刚果（布）更加依赖中国

的投资。

1 参见“喀麦隆的农业地图”，http://www.fao.org/ag/
AGP/agpc/doc/Counprof/cameroon/figure7.htm（2011年2月
25日）。

2 根据可查找到的国际数据来源，与其刚果盆地内的邻
国相比中非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居民、中国直接投资、中非
对华贸易活动都比较少。欲了解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请参
见http://www.rfi.fr/afrique/20101026-chinois-afrique（2011年
2月25日）。

2.1 选择目标国家进行初步调查

项目组对中国和刚果盆地各国之间现有的贸易
及投资数据进行了研究，以便选择其中三个国
家开展初步调查。项目组最先考虑了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
加蓬和刚果（布）这六个国家，并根据森林覆
盖率及其变化（表2）、对中国的贸易总额、对
中国贸易的依存度、出口关键商品占出口中国
商品总数的份额、当前的投资依赖度（即：中
国直接投资占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份额）等指
标对这些国家进行了筛选。在分析研究相关数
据的基础上，项目组选择了喀麦隆、刚果民主
共和国和加蓬这三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

项目组首先对刚果盆地各国对华出口的所有大
宗商品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查，并研究了哪些商
品可能会对森林产生影响。结果显示，目前这
一地区对华出口价值最高的大宗商品是矿物燃
料（石油）、矿石与金属（包括铜、钴和铁）
、木材产品和棉花。由于石油主要生产地区位

表1. 2005–2010年间，刚果盆地国家森林覆盖范围与森林覆盖率的变化

国家 茂密森林覆盖率 年度变化

公顷（百万） % 公顷/年(‘000s)

喀麦隆 -17 -1.07 -220

中非共和国 5 -0.13 -30

刚果 20 -0.05 -12

刚果民主共和国 127 -0.20 -311

赤道几内亚 2 -0.71 -12

加蓬 21 0 0

来源：粮农组织（2010），Eba’a Atyi et al. (2010)
a 包括湿润森林和干性疏林

b 在所涉时间段内每年林地面积的增加或减少率（以百分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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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刚果民主共和国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矿石和金
属，因此，更有可能在不同部门中寻找到各
种各样的案例。

4. 喀麦隆向中国出口的木材数量在持续增长，
相比之下，刚果（布）向中国出口的木材数
量在不断下降。

5.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地区办公室位于喀麦隆，
同时，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已经与喀麦隆和刚
果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些都将帮
助项目获得更多的资源。

2.2 调查方法

国家层面上的调查涉及三项主要活动，包括：
相关文件及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关键信息提
供者和利益相关方访谈、以及实地考察前两项
活动所确定的中国项目地点。这其中相关文件
包括：关于在这三个目标行业投资的国家法
律、新闻报道、政府报告和各个机构的项目报
告；而统计数据则包括国际上提供的贸易和投
资统计数据和国家政府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

在项目国内，研究团队走访的利益相关方包括
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官
员（如：投资、环境、林业、矿业和土地等部
门）以及民间团体成员（如：非政府组织代表
和私营部门人士）。研究团队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共进行了72次访谈，其中金沙萨省47次，加
丹加省25次；在喀麦隆共进行了30次访谈；在
加蓬共进行了33次访谈，其中利伯维尔省21
次，奥果韦-伊温省12次。根据研究团队的最佳
判断、国家层面文献的信息初步综述与初步访
谈结果以及针对项目初始阶段预算限制的实际
考虑，研究团队确定了开展项目实地考察的地
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考察主要集中于南部
地区的采矿业，研究团队还通过短期考察来观

察金沙萨附近中国农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和赤道
省姆班达卡原木采伐的总体情况。在喀麦隆，
由于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已经针对中国进行的木
材采伐开展了大量工作，因此，研究团队主要
针对中国在中部区域的农业经营进行了实地调
查。在加蓬，项目团队走访了奥果韦-伊温省中
国伐木许可地区内以及周边的村庄（表3）。

在实地考察中，研究团队通过走访当地官员、
居民以及相关公司员工了解了地方的看法，所
采取的各种访谈方式均为半结构化访谈，并围
绕着以下主要研究问题：

 • 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森林资源、农产品及矿产
品是什么？

 • 除石油之外，哪些经济部门吸引了中国政府
或私营企业的主要投资？

 • 对于中国政府/企业采购或投资的这三种商
品，中国及其他国家目前已开展的和计划开
展的投资范围和规模有多大，特点是什么，
它们对林业、农业和矿业行业中感兴趣商品
的采购范围和规模有多大，特点是什么？

 • 涉及的法人参与方有哪些？
 • 这些投资去向何地？采购的商品来自何地？
 • 目前有哪些企业政策、国家的法律及制度框

架、双边协议和非正规程序对中国及其他国
家的直接投资和企业行为发挥管理作用？

 • 主要专家如何评价中国及其他国家对目标商
品或行业的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如：创
造利润、提供工作岗位、建设基础设施）和
成本（如：与本国产业的竞争）的性质？

 • 通过与关键信息提供者进行访谈，对中国投
资/许可项目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了哪些社
会、经济和环境影响？是否有大面积毁林的
证据？

 • 计划实施的投资可能会对森林产生什么样的
破坏？

表2. 对刚果盆地国家调研的重点行业和地区

国家 行业

林业 采矿业 农业

喀麦隆 南部伐木行业的总体形
势，重点放在喀麦隆-中国
木材出口趋势。

采矿业的总体形势，从官
方文件和访谈中获取。

中国在楠加埃博科（中部
地区）对生产大米、木薯
和玉米的投资。

刚果民主共和国 赤道省首府姆班达卡伐木
行业和金沙萨的木材加工/
贸易总体形势。

中国在加丹加省利卡西、
卢本巴希与科卢韦齐的铜
钴采矿贸易投资。

中国在恩吉利（金沙萨）
和巴泰凯高原的农业项
目。

加蓬 中国在加蓬奥果韦－伊温
多省的三个村庄的伐木行
业投资。

采矿业的总体形势，从官
方文件和访谈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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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取得了非常有益的成果，包括进一步
了解了中国与目标国家之间自然资源贸易的主
要趋势、中国投资者主要关注的（以土地为基
础的）生产部门、国家机构在推动投资和监督
企业遵守环境与社会要求方面发挥的作用，并
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了解了投资及获取土地及
其他资源的非正规程序。研究团队已经获得了
目标国家和部门中具体对象的信息，这将有利

于开展后续的具体案例研究。报告对定量问题
（如：森林受破坏的程度和创造的就业岗位
等）给予的解答程度有限，还需要在项目下一
阶段中收集更多有针对性的数据。相对于目前
的初步研究阶段，项目未来的研究阶段将选择
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对目标地区内中
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进行更加深入的比
较评价。



3. 概况

非洲国家而言，非中外交关系以及中国对非洲
的援助和投资的历史却由来已久。中国与喀麦
隆，加蓬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正式关系可以追
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为了在以西
方和苏联竞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获得更大影
响力，中国积极向非洲国家示好（Brautigam 
2009, Shinn 2008）（图2）。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后，中国就立即开始向非洲提供援助和技术
支持。例如：1973年，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
塞•塞科访问了北京，随即获得了中方1亿美元
农业援助的承诺（Young 1978）。在随后的几
十年间，中国对非援助的性质从实用性援助（
如：对农业和医院的投资），发展到标志性援
助（如：体育场馆和纪念性建筑的建设）、纯
战略性援助，例如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喀麦隆
提供武器，并在中国培训两国的军事人才（见
Shinn 2008）。

3.1 中国与喀麦隆、加蓬和刚果民主共
和国的经济政治关系

本世纪的头十年，特别是在中国实施“走出
去”的政策（Luo et al. 2010）以后，中国企业
在海外运营得到了诸多新的便利条件。非洲向
中国输出的自然资源，以及中国流向非洲的投
资（和人力）数量都急剧增加。商业杂志公布
的上行趋势、新闻报道的关于日益频繁的正式
访问和随之而来的援助和贷款计划、2006年成
立的中非合作论坛以及时有发生的中国企业涉
嫌非法木材交易和侵犯人权事件，这些都引发
了国际上许多领域内对中国对非政策的激烈争
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带来的潜在惠
益与其造成的社会环境成本之间的矛盾上。

虽然“走出去”政策的实施使中国越来越多地
参与非洲发展，但对整个非洲和本研究关注的

图 2. 中国1975年的宣传海报, 描述了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援助。中国在刚果盆地和非洲大陆的活动总体在20世纪
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增加。许多中国早期的发展援助项目均为农业项目，如，在1975年宣传海报中标题为“革命
友谊深似海”的项目。

来源：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设计者：Guo Hongwu.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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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对刚果盆地地区的投资是史无前例
的，并且很有可能大幅增加物资贸易流。华钢
矿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业务投资达60亿美
元，其中30亿美元用于采矿作业，另30亿美元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道路、桥梁建设
以及包括水电站建设在内的能源开发项目。作
为回报，中国获得了储量约700万吨的铜矿开采
权（Tambwe K.’a Mwimba 2010）。在加蓬，中
国企业目前拥有121项特许许可权，可经营、
采伐267万公顷的林地（Bilogo Bi Ndong and 
Banioguila 2010），占加蓬密集林区面积的10%
以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喀麦隆，中国农业
综合企业正在就大型的粮食和棕榈油生产项目
进行谈判，项目所需农业用地面积从1万至10
万公顷不等（技术培训和发展研究中心和国际
林业研究中心（TTRECED and CIFOR） 2010, 
Brautigam 2009）。

中国向非洲提供的金融服务是综合性的，包
括：援助、优惠贷款、附条件贷款及直接投
资一揽子计划。贷款通常是由中国的银行向
中资国有和私有企业发放,重点对象是投资回
报高的、能够实现双赢的项目（German and 
Schoneveld 2011）。刚果民主共和国高度依赖
中国投资，资金主要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投向非
常具体而实际的发展相关行业（表3）。源源不
断来自中国的好礼本质上也许是务实的，而这
些礼物到来的时机（两国官员进行国事互访期
间）及实质（总统本人提出的项目）也反映了
其政治本质。

3.2 行业概况：加蓬、喀麦隆和刚果民
主共和国的林业、矿业和农业

林业
木材行业是刚果盆地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柱（表
4），在加蓬和喀麦隆尤其如此，刚果民主共
和国木材行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则较低。在加
蓬，木材行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木材行业是继
政府部门之后最大的用工行业，为1万4千人提
供了就业（接近人口的1%）。林木业还被视
为补偿性收入的潜在来源，可以弥补不断减少
的石油资源（Chevalier et al. 2009）。在喀麦
隆，木材行业约为1万3千人提供了直接就业（
约占人口的0.07%），为超过16万人提供了间
接就业机会，间接就业人数约占人口的0.8%
（MINEF 2006）。

过去十年中，加蓬、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三国都对林业治理进行了重大改革。过去二十
年推出的新立法措施主要以特许体系为核心，
并要求制定更为详尽的林业管理计划。在加
蓬，新制定的法律不仅要促进森林可持续管
理、加强当地社区参与，还要促进整个行业的
工业化水平。在2010年实施的木材出口禁令的
支持下，新法律有望在加蓬的木材出口市场
细化与木材加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重大变化
（Ndjimbi 2010）。在喀麦隆，虽然木材依照
每年的配额出口，但国家从1999年开始实施了
木材出口禁令。喀麦隆在2001年出台了一部法
令，以提高单位面积收获木材的效率，法令要

表3. 2010年中国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双边援助和贷款预算

行业 具体的预算方向 承诺金额（美元） 占行业总资金的百
分比

贷款或赠与

运输 铁路 195 400 916 99% 贷款

基础设施 道路建设/修复 396 642 159 78% 贷款

农业 500台拖拉机 26 405 529 76% 贷款

能源 水利行业 211 244 233 28% 贷款

能源 电力行业 190 088 699 25% 贷款

防御 军事援助 2 313 124 7% 赠与

公共卫生 医院复建（所有区
域）

15 315 207 6% 贷款

来源：刚果民主共和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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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经营单位在管理计划中明确供采伐的树种至
少要达到20种，要占森林管理单位立木材积存
量的75%以上（Cerutti et al. 2011）。刚果民主共
和国于2002年出台了一部新森林法，随后采取
了一系列行动，旨在调整、重振林业，并使林
业管理制度化。

目前，加蓬正在新立法的指导下开发1000多万
公顷的森林，以促进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根据
新法，投资者必须签署“管理、开采和转型临
时公约”（CPAET），并在签约后实施3年的管
理（加蓬森林法，23条）。这一体系提供3种伐
木许可：可持续管理下的森林特许权（CFAD）
，只发放给加蓬国民的林业协会许可（PFA），
和场外（交易）许可（PGG）。截至2010年年
中，加蓬已有符合CPAET许可的林木面积达7百
万公顷，管理计划已通过审批的CFAD许可林地
面积340万公顷，以及森林管理委员会（FSC）
认证的，隶属3家公司的6个特许经营项目，森
林面积达180万公顷。

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行业改革带来了特许权
利的转变，很多已有特许经营项目的特许证已
暂停使用。撰写本报告时，颁发特许证的工作
已被暂时叫停，木材行业仍在进行重组，这直
接导致了木材出口疲软（见表4）。截至2010
年年中，持有特许经营证的企业都还没有通过
审批的管理计划，已经安排的特许经营项目集
中在少数实体手中；三分之二已完成变更的伐
木特许证全部颁发给了两家企业实体（du Preez 
and Sturman 2010）。

1996年，加蓬试图向国内引进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认证程序但未能成功。此后，2006年至
2008年间，拥有特许经营权、经营林地总面积
达300万公顷的7家来自加蓬、喀麦隆和刚果的
企业迅速获得了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已经在
加蓬认证了大约120万公顷森林的Keurhout认证
体系，目前正在被逐步淘汰，逐渐被森林管理

委员会认证体系取代。加蓬还使用了ISO14001
环境管理认证以及其它合法认证或可持续森林
管理认证，但是使用范围较小（Eba’a Atyi et 
al. 2010）。是否将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延伸应
用到伐木企业这一问题引发了极大争议。部分
原因是行业重组尚未完成，另外，候选企业有
可能会在满足新法基本要求之前扩大其经营业
务（详见实例,绿色和平组织 2011）。然而，
截至2010年底，几家公司为获得认证做出了努
力，并且已有一家公司获得了产销监管链认证
和受控木材认证（FSC 2011）。

新的有关管理森林特许地的分配、木材加工和
贸易的法律措施是基于可持续经营管理、租金
收益最大化、为国家基础资源带来附加值的原
则。实际上，由于国家立法和传统做法或地方
法规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在实施新法律的过
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例如，在加蓬，很多政
府要员都是特许权分配的受益者，并没有根据
新森林法规定支付必要的税金。在加蓬，另一
种颇具争议的做法是在沿海地区为了地方官员
的利益把特许经营项目分包给外国人，从技术
上说这些特许经营项目是保留给加蓬国民的
（FSC 2011）。最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
省长发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拥有合法特许权、
获得国家政府审批的企业从该省输出木材，以
此来附加一系列条件，包括向省级政府支付款
项，这种做法显然与国家森林法相矛盾。

矿业
自从独立后，多数非洲国家将矿业国有化。而
在过去的20年间，特别是在21世纪的头十年，
很多国家通过新的立法开放了矿产行业，旨
在吸引外国投资、刺激勘探、增加出口收入
（McMahon 2011）。矿业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出
口市场的支柱行业，几乎贡献了国家出口收入
的80%，约合28亿美元（表5）。加蓬是重要的
锰矿石生产国，铁矿储备也很丰富；矿业占出

表4. 林业对税收和GDP的贡献

国家 登记的木材出口量，

年（圆木当量, m）

对税收的贡献（百万欧
元）

对GDP的贡献（%）

喀麦隆 968 000 (2007) 62.1 6.00

加蓬 2 414 000 (2007) 31.3 4.30

赤道几内亚 579 000 (2007) 13.8 0.22

刚果（布） 999 000 (2007) 10.0 5.60

刚果民主共和国 249 000 (2008) 1.7 1.00

1 077 000 (2007)

来源：Eba’a Atyi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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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收入的8-10%（5亿5千万-6亿美元）。在喀麦
隆，矿业还处在发展初期，但有望通过开采北
方铝土矿和临近加蓬边境的铁矿储备而变得更
加重要（Tieguhong et al. 2009）。

刚果民主共和国2002年通过的采矿法(矿山法
则)和2003年发布的相关采矿法规(Reglément 
minier)，及部委法令都是针对矿业治理进行
的改革，旨在吸引投资。这些改革表明了新实
体准入的自由化（而此前，采矿行业由刚国一
家国有实体——国家矿业总公司（Général des 
carrières et des Mines 矿业,或 Gécamines）垄
断）。同时，对涉及授权土地和管理环境社会
影响的机制和指南也进行了调整。随着新法颁
布，矿业部也建立了多个新机构，包括矿山环
保部门、地籍相关负责部门以及专门管理小型
开采和手工开采作业的机构。新机构的设立旨
在管理采矿空间配置、环境影响，解决与手工
开采作业相关的社会问题。手工开采不仅立即
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几个省数十万人的主要生
计，同时也成为涉及冲突和侵犯人权的因素（
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 2010）。根据新法
规，进行手工开采作业的矿工必须隶属于合作
社并持有许可，买方也必须进行注册。

喀麦隆矿业法规也包含对小型开采作业和手工
开采作业的管理规定。法律规定，采用这两种
开采形式，必须获得许可证，部分原因是为了
保护国内约1万名独立矿工的利益（全球见证 
2010）。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喀麦隆都实施了促
进手工开采系统化的发展项目；尽管如此，刚
果试图叫停此类开采活动并遣散矿工，但未取
得成功（详见全球见证 2011a）。

农业
喀麦隆的农业相对发达，大量出口可可、棉
花、咖啡和橡胶等产品。加蓬的农业相对欠发
达，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因当年发生的冲突破坏

了关键基础设施，经历了数年的衰退，农业才
开始复苏。

喀麦隆拥有930万公顷适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约
占土地总面积的15%，而其中只有26%是耕地(
经合组织（OECD），2006)。农业对喀麦隆经
济的贡献很大，2008年贡献了喀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14.7%（亚洲开发银行（ADB）
，2008），并解决了70%的劳动就业，也是重
要的出口收入来源（表6）。喀麦隆出口的主
要农业产品包括可可、棉花、咖啡、香蕉和橡
胶。尽管过去十年棕榈油生产量不断增加，但
喀麦隆在棕榈油生产国排名中始终徘徊在12至
14位，比尼日利亚和泰国的产量相差一个数量
级，比印度尼西亚和马莱西亚相差两个数量级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
，2011）。

作为整体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喀麦隆正在努力
推动农业领域的外国私人投资，为此，政府为
各类项目安排了充足的资金（MINADER 200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粮农组织
（FAO）出资的多边援助项目主要针对减贫和
粮食保障这一备受关注的领域：2008年2月因粮
食价格上涨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引发了人们

表5. 刚果民主共和国矿物产品出口情况

商品 2008–2009平均出口值

（1000美元）

出口收入

（%）

贱金属矿和精矿（不另作说明） 853 762.00 23.90

铜 609 758.00 17.10

铜矿和精矿 559 901.00 15.70

黑色碱金属 467 023.00 13.10

珍珠，宝石，半成品宝石 332 412.00 9.30

2 822 856.00 79.10

nes =不另作说明

来源：UNCTAD（2010）

表6. 喀麦隆农业出口情况

商品 2008–2009平
均出口值

（1000美元）

出口收入

（%）

可可 406 589 10.2

棉花 160 696 4.0

咖啡和咖啡替代品 111 715 2.8

水果坚果（不含
油），鲜果或干果

74 212 1.9

天然橡胶、乳胶、
树胶等

74 037 1.9

来源：UNCTA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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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稳定问题的关切（国际危机组织（Crisis 
Group），2010）。

喀麦隆的农业发展战略包括：寻求投资项目，
例如建设化学肥料工厂；提高玉米、芭蕉、棕
榈油、水稻、家禽和猪肉的生产竞争力；支持
扩大可可和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对水
稻和玉米的生产采用机械化设备。

加蓬拥有将近1520万公顷的耕地，目前只有
49.5万公顷的土地得到了开发。2005年，加蓬
人口为138万，其中只有15%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国家投资报告，加蓬2008）。农业发展受到
若干结构因素的制约，包括农村人口外流、农
村人口老龄化和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等。通常情
况下，相关政策更多地向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倾
斜，涉及的产品包括：橡胶、棕榈油、可可、
咖啡、牛肉和家禽等。尽管峡谷地区拥有肥沃
土地，但加蓬仍然不是农业国家。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支持下，加蓬政府制订了
国家农业发展战略——2015年展望，战略主要
围绕两个主要轴线，即：不断提高农村家庭生
产者的能力，发展私营领域的农业综合企业，
同时重点支持乡村企业和中小型农场。政策导
向是扩大经济作物生产并使作物多样化（联合
国粮农组织，201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农业正在复苏，刚果也是世
界粮食计划署开展的“持久救济和救援行动”
的目标国家。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目标是减少饥
饿、拯救生命、保护冲突后过渡时期的民生。
相关项目包括向当地机构的移交策略以及安排
当地购买用于发放的救济粮食（Agrifeeds 2011
）。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重新吸引着投资者
对棕榈油和橡胶等经济作物的兴趣，并根据多
行业复苏和重建应急计划（PMURR）开始了
相关研究。然而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
受严重毁坏，农村人口极易受到影响，因此，
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见实
例，Agrer-Earth 2005）。

3.3 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加蓬的
投资促进举措

为促进私有领域的投资，这三个国家都已经建
立了某种形式的立法和机构促进投资。加蓬
于1998年通过了加蓬投资宪章，随后于2000
年成立了私人投资促进局（APIP）。刚果民
主共和国于2002年通过了新投资法，并成立
了全国投资促进局（ANAPI）。喀麦隆虽然于
2002年就通过了投资宪章，但推迟了宪章的实

施。直到2010年，才成立投资促进局（ANPI）
（Fankam 2010）。

设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宣传企业利用国家申
请程序可获得的益处来促进投资。这种方法被称
为‘单一窗口’。企业通过投资机构进入目的
国，可以享受各种类型的税收和关税减免。各国
免税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原则上是相似的。
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投资促进局（ANAPI）的
官员解释说，根据投资法，获得审批项目的投资
者有权享受海关优惠，财政优惠则是为了鼓励行
业稳定性和再投资。海关对材料进口的优惠方
面，包括：除消耗品以外的机械进口，投资者需
向海关关长支付到岸价的5%。同样，对于出口
物品，如：转换产品，投资者也要支付离岸价的
5%。财政优惠方面，虽然通常利润税率为40%
，但通过审批的投资者可享受3年至5年的税金全
免，具体期限取决于各经济地区情况。土地税（
地产税）同样免征，而通常土地税的计算是依据
土地的开发情况。与资本改良相关的税收、公司
股票税收也同样免征。

虽然投资促进局的初衷是要吸引新的投资，但仍
然有大量外资并没有通过这些机构进入。比如，
刚果投资促进局不负责矿业、银行业和商业领域
的投资促进，这些领域要遵循不同的法律。此
外，多数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由投资企业或中国
投资机构与当地执行部门的分支机构直接达成投
资协议。

随着经济特区（SEZ）的开发，加蓬的投资促进
已经跃上了新的台阶。加蓬政府和新加坡的农
业综合企业、在加蓬拥有40万公顷木材特许权的
伐木业巨头奥兰国际公司共同管理经济特区。奥
兰国际公司正积极在亚洲推广经济特区。（详见
2010年新加坡商业评论）。经济特区向投资者提
供了一系列特殊条件，尤其是对投资加工业的木
材企业；如上所述，在加蓬伐木的外国企业现在
必须要在加蓬国内进行木材加工。经济特区还制
定了与木材出口禁令并行的增值战略（表7）。
了解经济特区激励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各种利益，
理解‘放宽的劳动法’的含义，非常重要。

至于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管理，投资促进局并没
有发挥太大作用，因为这些管理责任被下放到了
各个部门。管理采矿业和林业的相关部委负责这
两个行业的管理计划审批程序、环境和社会影响
评估。投资促进局至多会审查项目资料，检查
是否符合相关部委的要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环境部下成立了一个集中管理的机构：刚果环境
研究小组（GEEC）。该小组的工作任务虽然广
泛，但主要还是接受由开发银行出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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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社会评估的项目，通常是公路项目；矿
业部也有自己的环境部门。

3.4 中非在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
加蓬在相关行业的商品贸易和投资趋势

3.4.1 贸易
从价值和数量上看，中国从刚果盆地国家进口
的商品主要是木材和一些矿产品，如：铜和
锰。产自喀麦隆的棉花没有列入此次研究，因
为棉花并非产自重要的森林覆盖地区。中国从
刚果盆地进口的农产品很少，因此，在贸易这
一节不涉及农产品。后面的章节会讨论几个有
趣的水稻和玉米试点项目以及中国对棕榈油生
产的意向。本节概述了刚果盆地国家和中国在
林产品和矿产品方面的贸易发展情况。

3.4.1.1 中国-刚果盆地国家的林产品贸易
十多年来，加蓬一直是向中国输出原木的最大
非洲供应国，其次是刚果（布）、赤道几内亚

和喀麦隆（图2）。刚果盆地的几个国家对木材
的加工程度一直很低，因而出口大量的木材：
特别是2007年，加蓬林业部公布的加工率为
34%，而喀麦隆林业部的数据是75%（Eba’a Atyi 
et al. 2010）。两国如此大的差距源自喀麦隆于
1994年开始实施的法案。它要求五年内，除少
量的批准出口配额外，原木出口一律禁止。另
一方面，加蓬继续大量出口原木，直到2010年
突然开始实施原木出口禁令。禁令的实施导致
出口量的骤然下降（详见实例，国际热带木材
组织（ITTO） 2010年）。有关该出口禁令对中
国进口加蓬木材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相对而言，刚果民主共和国向中国提供的木材
一直较少。根据国际贸易数据，在木材贸易量
最大的2008年，加蓬和喀麦隆对中国的出口额
分别达到了4亿美元和1亿美元，而刚果民主共
和国则不到2000万美元。然而在趋势上，该国
自2002年以来对中国的出口则一直在快速增加
（图3），这还不包括通过边境国家非法运送的
木材。因此，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木材行业
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表7. 加蓬政府对经济特区的推动

加蓬经济特区的战略位置处在恩科，与奥文多港相距30公里，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到达港口提供了多条便捷的
物流线路。最近的火车站有恩图姆和奥文多，最近的国家公路RN 1距离经济特区北部分界线仅500米远。

财政激励措施

• 10年暂缓缴付所得税，之后5年享受10%的优惠税收。

• 完成豁免材料进口和加工产品出口。

• 减免工厂机器和配件的进口关税。

• 减免增值税。

放宽与豁免措施

• 50%优惠电价

• 100%资金返还

• 宽松的劳动法

• 最多可达5%DTA销售许可，免税

普通基础设施

• 水处理工厂

• 污水处理厂

• 普通园木区

• 常见干窑设施

• 一个15兆瓦装机容量的生态友好型热电联产发电厂，利用本区的废木发电。

单位获得的森林特许权

可持续管理下的森林特许权，可覆盖5万公顷到20万公顷的地表面积。

每个木材公司可以获得多个可持续管理下的森林特许权，但一家公司的累计许可面积不能超过60万公顷。

法规和法定许可

加蓬经济特区将加快在该区域建厂的申请报批办理手续，帮助企业获得相关的合法许可权，通过加蓬政府部门
的单一窗口，简化办理程序。

来源：加蓬政府和奥兰国际（OLAM）的合作网址，“加蓬经济特区优势”，http://www.gabonadvance.com/HTML-Website/
advantage-gabon-sez.html（201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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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中国-刚果盆地矿产贸易
2000年至2009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矿石和矿
产品由每年3.5亿美元增长至70多亿美元。从刚
果盆地国家进口的产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加蓬
的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布的铜和钴。截
至200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向中国出口的铜和
钴大幅增加，而刚果（布）的出口则在下降（
图4）。

3.4.2 投资
中国向刚果盆地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在进
入21世纪后稳步增长。截至2009年，中国向喀
麦隆累计投资2500万美元、向加蓬累计投资
1000万美元。中国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投入的外
国直接投资远远超过了该地区其它国家，截至
2009年增长到接近4亿美元。投资的增长与中国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产品兴趣不断增加这一形
势相符（图5）。

世界混农林业中心完成的项目报告“对中国企
业投资矿业、农业和林业的分析”研究了中国
企业的投资趋势和主要投资目的地。该研究的
依据是中国商务部（MOFCOM）发布的中国企业
海外投资数据。该数据包括1983年至2010年间
批准的计划向海外陆基生产业和采掘业投资的

中国企业清单。报告分析的重点是2002至2010
年这一时段，在此期间，投资申请激增，年平
均增长率达到250%。2002年以前，中国商务部
记录的申请件每年不过10个，而2010年增长至
388个。尽管这些申请记录并没有说明投资的数
额以及这些投资是否得到实施，但由于它们与
现有贸易数据的密切的关联性，仍然是非常有
用的参考信息。2002至2010年间，针对整个非
洲，中国企业提交了154个矿业投资申请、36个
林业投资申请和37个农业项目申请。

在林业方面，加蓬吸引的投资申请最多，占
全非洲计划内投资总数的25%（n=9）。在刚
果盆地地区，刚果（布）虽然只得到三个申
请记录，但仍是仅次于加蓬的最热投资目的
地。2010年，也有一家中国企业有意向喀麦隆
进行林业投资。与其它地区的投资申请相比，
向刚果盆地的投资大多以木材采伐为主。而其
它地区则相反，以投资木材加工为主。吸引计
划内采矿投资最大的目的地是刚果民主共和
国，占申请记录总数的24%（n=37），其次是
赞比亚（23%）和坦桑尼亚（6%）。还有多家
企业计划向加蓬（n=4）、刚果布（n=3）和喀
麦隆（n=2）投资。在37项计划内农业投资中，
只有5个指向刚果盆地地区，其中3个在喀麦
隆，1个在加蓬。然而，对喀麦隆的计划内投资

图3. 加蓬、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向中国的木材出口 加蓬的木材销量远远超过其它国家，而喀麦隆和刚果民
主共和国的销量增长，如右侧 所示的木材规模销量，也非常显著。

来源: Engelhard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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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一个是农业综合企业，而另外两个是家
禽生产企业。赞比亚是目前对中国农业投资最
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表3的指标归纳了官方数据。在此基础上，报
告下面的章节将按照林业（加蓬、喀麦隆、刚

果民主共和国）、矿业（刚果民主共和国、加
蓬、喀麦隆）和农业（喀麦隆、加蓬、刚果民
主共和国）这三个领域的顺序，对调查中国企
业在目标国家开展活动的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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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刚果盆地在2000-2008年间出口到中国的主要矿物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取代刚果（
布），成为向中国出口铜更多的国家，加工铜的出口量与矿石相比呈增长趋势。

来源：Zhang Hu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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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ngelhard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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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从行业概况和贸易及投资数据得出的主要结论 这些数据仅从官方统计获得，不包括非正式贸易或间接投
资。

行业和资质 国家

喀麦隆 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

林业经济贡献水平 高 低

（由于行业改革，缺少交
通基础设施）

非常高

向中国的出口量 中等（正在增加） 低（正在增加） 非常高

中国规划的直接投资 1（2010） 0 9

矿业经济贡献水平 很低 非常高 中等

向中国的出口量 低（除了仅在喀麦隆加工
的铝以外）

非常高 中等

中国规划的直接投资 2 37 4

农业经济贡献水平 高 低（发生国内冲突后，缺
少基础设施）

低

向中国的出口量 高

（在非森林区域生产棉
花）

低 低

中国规划的直接投资 1（稻米） 1* 1



4. 中国公司在林业领域的活动

4.1 加蓬

根据公认的说法，中国木材公司在加蓬的活动
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时，加蓬
的华裔外交部长让•平（Jean Ping，现任非洲联
盟委员会主席）邀请中国的亲戚到加蓬开发木
材工业（Michel and Beuret 2009）。从那时起，
许多中国的企业家来到加蓬开发丰富的森林资
源。目前中国公司直接掌控着加蓬近25%的森
林资源，其中一多半归属五家公司（Bilogo Bi 
Ndong and Banioguila 2010）。而且其它的公司
也都有中国的资本，这些公司每年共运输出口
100多万立方米的木材，约占加蓬木材出口总量
的70%（Belligoli 2010）。中国采伐公司的运营
范围遍及加蓬各地（图6），而且越来越集中
在木材资源特别丰富的奥果韦-伊温多（Ogooue 
Ivindo）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木材业的
投资多来自私营企业和个体，而不是国有企业
（SOE），并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中国各开发银
行的支持（Jansson et al. 2009）。

如前所述,加蓬的森林法规定投资者需签订有关
管理、开采和转型临时公约（CPAET），还规
定了三种开采许可证：由水利林业部颁发的可
持续管理下的森林特许权（CFAD）；场外交易
许可（PGG）；以及林业协会许可（PFA）。
林业协会许可是只发放给加蓬国民的小型许可
证，对行政管理和林业经营的要求很低。根据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项目下Brainforest
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公司千方百计地争取
开采权，有些方法既不符合森林法条文规定，
也不符合森林法的精神。当然，报告里也说明
中国并不是唯一违犯新法律的国家。尽管如
此，报告描述的具体策略还是值得注意的。

2001年森林法通过后，林区税收从每公顷8法郎
增加到600法郎，迫使许多持有林业协会许可的
加蓬公司退出市场。许多中国的公司利用法律
漏洞获得林业协会许可证，从而得到开采权，
因为这些法律漏洞允许对林业协会许可进行转
让、租用、甚至出售。2007年，林业部制图司
对这些许可证进行了分析(DGEF 2007)，发现中
国拥有开采权的公司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尽管
他们并没有满足更加严格的可持续管理下的森
林特许权许可证管理标准。

一些中国公司通过获取多项林业协会许可而得
到开采权，而其他公司则选择并购现有的大
公司。2009年中国诚信木材有限公司（Honest 
Timber）（DGEF 2007）并购加蓬勒鲁瓦集团
（Plyrosol）就是典型的例子。最近，胜阳集
团收购了加蓬木材出口公司（GEB）。另一个
案例是，一家中国公司从两个法国公司租赁林
权，并计划收购这两家公司，但是法律禁止租
用林权这种做法。

到2010年中期，加蓬已经发放了579份许可，其
中73份被重新审核而未能生效；121份许可归
属中国公司，可经营的林地面积为267万公顷
（占总林地面积的25%）（Bilogo Bi Ndong and 
Banioguila 2010）。

自2008年起，除了在国家贸易登记注册的大公
司外，有10多个中国公司是在私人投资促进局
登记注册的。将投资促进局登记的公司与水利
森林部注册的公司名单对比之后，Brainforest发
现在前者注册的公司并没有在后者备案。也就
是说，在没有签订林业可持续发展法律文件的
情况下，公司可通过在投资促进局注册而使其
经营合法化。

Brainforest的报告里除列举了一些中国公司采
用不规范的手段取得开采权之外，还列举了一
些公司更直接的违法行为，包括：不支付林区
税、在临近许可区的国家公园内非法伐木、采
伐低于法定最小直径的树木、不准确的记录木
材采伐情况、不使用规定标记标识砍伐木（相
关标记用于验证所伐树木是否合法）于检验的
砍伐标记、以及在运货单体积数量上做假。

中国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整个刚果盆地地区，获得特许和开采许可的
手续之一是告知当地利益相关方并协商公司社
会责任协议（CdC），以确保工人和当地社区
的权利，保证一定程度的利益分享。加蓬的森
林法（法律016/2001，条款251）要求，特许持
有人要提供资金捐款用以支持地方社区发展。
但是，在加蓬，公司社会责任协议是管理计划
的一部分；如果管理计划没有生效，那么公司
社会责任协议也不必执行，很多中国公司似乎
就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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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Ikobey村，Brainforest对一个次国
家调研场所进行了访谈，居民们高度赞赏一家
中国大公司在执行社会责任标准方面所做出的
努力，该公司定期向特许区附近的社区捐款。
然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居民认为，中国
公司职员倾向于‘一切自己干’，包括打猎、
捕鱼和种植，因此，这‘阻碍了村子的经济发
展’。

在进出森林保护区方面，根据Brainforest对临近
中国特许区的Mékob、Ikobey和Mayiboth三个村
子的村民的访谈了解到，公司允许自由出入森

林从事与生存有关的活动。但是，公司没有管
理计划，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应留出一定的区
域供社区使用。

4.2 喀麦隆

过去的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喀麦隆木材出口
的主要市场，特别是2006年之后，木材出口额
从5000万美元增加到1亿美元（图3）。只有一
家中国采伐公司在现场运营：一家总部位于香
港的公司通过许多子公司运作。1997年，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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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经营的许可证

公司1

公司2

公司3

公司4

公司5

有效的林业许可证（2010年7月MEF）

图6. 2010年6月，中国公司拥有的区域和木材特许权分布图（黄线标识部分）

来源：Projet des petits permis forestiers gabonais (PAPPFG)，见Bilogo Bi Ndong and Banioguil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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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购了一家在喀麦隆经营了20多年的法国
公司及其子公司。凭借六个森林采伐权许可
证，这家香港公司利用这些子公司管理着九个
森林经营单位（FMU）和数个锯木厂。除了这
家香港集团，还有几家小型中国家具公司和出
口商活跃在小型非正规领域，他们主要位于杜
阿拉。

这家香港集团拥有57万公顷的森林采伐权，约
占喀麦隆特许总面积的10%，是喀麦隆位列第
一的木材公司。一家由欧洲国家控股的集团紧
随其后，集团的利益相关方主要来自法国、意
大利与荷兰（表9）。

这家香港集团所有的森林管理单位和主要的
初级加工厂均位于喀麦隆的东部，这也是喀
麦隆森林覆盖面积最大的地区。这九个森林
管理单位中的七个位于东南角，另外两个则
与恩奇（Nki Boumba Bek）国家公园和洛贝凯
（Lobéké）国家公园两个保护区毗邻。

尽管拥有最大面积的森林采伐权，然而这家香
港集团的年产量在过去几年中起伏变化很大（
表10）。

总的来说，尽管中国市场需求旺盛，投资者无
论是什么国籍，都会改变公司的实践活动，但
是中国的投资者在林业经营方面采取的做法和
他们的竞争对手并没有什么不同(Cerutti et al. 
2011)。这一点说明：喀麦隆的森林采伐是由合
法的政体控制的，不允许某个公司胡作非为，
香港集团也不例外。尽管人们常将非法行为归
咎于这个香港集团，但事实上，这些行为通常
是与喀国国情相关的因素造成的，任何国家或
种族的投资者都可能依靠（也确实依靠）这些
因素获取利润。

4.3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08年, 森林采伐权被重新分配，没有中国公
司获得特许权。因此，所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都通过非正规部门运作。
在重新分配之前，一家中国公司还是在暂停期

获得了采伐特许权，但是这一特许权没有获得
更新，因为公司没有满足几个条件，包括：公
司没有合法注册为采伐公司或木材加工公司，
没有支付土地税，缺少经营计划和加工设备。
林业司的一位官员说，在重新分配之前，有两
三家中国公司前来商谈特许事宜，但都未被考
虑。

在暂停期,两家中国公司凭环境部林业司颁发的
手工开采许可证从事采伐作业。

A公司
许可的面积和数量：50公顷，350立方米。
场所：赤道省（Equateur, Bikoro territoire , Lieu 
Foret Kalamba , Secteur Elanga）

B公司
许可的面积和数量：50公顷，350立方米。
树种：非洲鸡翅木（非洲崖豆木，Millettia 
laurentii）
场所：赤道省（Equateur, Bikoro territoire , Lieu 
Foret Kalamba , Secteur Elanga）

A公司就是在重新分配时期失去采伐特许权的
公司。虽然这家公司有网站，有北京的电话号
码，但找不到其在金沙萨的办公室。在林业司
的清单上也未能找到其地址。

A公司显然是香港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
个公司由同一班人掌控。这些公司又属于位于
北京的集团，其广告称在刚果共和国有权经营
森林、稀有矿物、稀有资源（如：石油、天然
气）相关业务。

根据北京集团网址：
（A公司）于2001年7月，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金沙萨成立，从事工业、林业、开采、
加工、销售以及相关设备进出口业务。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A公司拥有为期25年的特许
权，可以对18万8672公顷面积的森林进行采
伐，特许权有效期至2032年2月，并可无条
件延长25年。特许区域位于赤道省因根代区
（Ingende），活立木储量为50亿立方米，
其中7.6亿立方米为珍稀树种, 生产能力为
每年2000万立方米木材。

尽管A公司在2009年1月份以前失去了采伐权，
但这家香港控股公司仍设法于2009年11月份在
泛欧（Euronext）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公司
投入权益资本500万港币，开盘价为0.30欧元，
首发2500万股，计划总共发行2亿5千万股。此
后，这家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了很多。

表9. 各相关国家特许权拥有者被特许的面积排名

排名 总部或大股东 特许面积（公顷）

1 香港 570 000

2 法国 555 103

3 意大利 411 872

4 荷兰 383 407

5 喀麦隆 238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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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是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最近才从林业司
登记的处所地搬迁。尽管可以根据金沙萨的地
址找到B公司的办公室，但外人不准进入。部分
原因是许多中国的小公司都保持低调，正如某
木材公司经理所说，无论是否从事违法商业活
动，他们都好像是海盗公司。

刚果共和国出口到中国的木材大部分由正规的
木材公司经营，包括欧洲的公司，以及中国的
小型出口商。其中有一家公司是通过ANAPI正
式投资的几家中国公司之一。据说该公司有意
在2009年投资28万美元建造一个锯木厂。公司
官方网站指出，公司专售鸡翅木和非洲柚木

（Pericopsis elata）。鸡翅木是昂贵的硬木，在
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地板建材。这些公司从当
地木材公司和金沙萨河港口购买产品。在那
里他们接受500立方米以下的预付款订单，绝
大部分是特殊木材，鸡翅木，如：沙比利木
（Entandrophragma cylindricum）和桃花心木
（Entandrophragma spp.)。目前需求量最大
的是鸡翅木。中国买家似乎很难与大的企业进
行业务往来。据一家公司反映，中国买家与他
们接洽，但从未达成交易。供货方认为可能是
因为缺少所需的树种，但也可能是因为价格问
题。

表10. 年木材产量，喀麦隆总量及香港集团产量

2006 2007 2008 2009

喀麦隆总量

（m）

2 289 416 2 086 244 2 166 363 1 875 460

香港集团产量

（m）

185 959 89 433 157 314 71 717

香港集团所占份
额（%）

8.1 4.3 7.3 3.8

来源：技术培训和发展研究中心与国际林业研究中心（2010）



5. 中国在采矿领域的活动

此，合约金额被调整为60亿美元。该协定为
华刚矿业取得了在对科卢韦齐附近国家矿业
总公司（Gécamines）拥有的迪库卢韦-玛莎巴
（Dikulwe-Mashamba，DIMA)矿山采矿的特许
权。该地区是世界已探明铜储量最大的地区之
一。投资合约中有8亿5千万美元用来购买比利
时大亨乔治•福雷斯特公司拥有的特许权。

据报道，DIMA矿山特许权包括开采1000万吨的
铜钴，矿产品可能会按照中国与刚果民主共和
国持股比例68:32进行分配。然而，事实上，除
了在各种文件中（全球见证组织2011b）非正式
透露的一些通用条款之外，大家并不知道合约
的具体条款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中国
加入刚果民主共和国内大规模开采的行列，在
原先由欧洲、加拿大和美国跨国公司占据主导
地位的行业内，中国-刚果合约的实施细节将受
到更严格的检查。

关于华刚矿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方面，DIMA特
许权地区大多分布在历史悠久的国家矿业总公
司矿坑区域内，因此大多数林地在很久以前就
遭到破坏（图8），因此，对森林的额外影响
可能有限。然而，根据一位知情人透露的消息
称，华刚矿业将开发新的采石场，并且已经开
始了探矿活动。无论华刚矿业是否开采新矿
山，按法律规定，都要求其准备和申请报批一
份环境减排和修复计划、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一份项目环境管理计划，包括对“社会”
环境的评估和计划。华刚矿业的项目，是否事
先做了某种评估或计划尚不清楚。考虑到合资
企业股权结构和DIMA特许权由国家矿业总公司
持有的事实，谁应监管华刚矿业的环境活动也
尚未明确。DIMA当地已经存在很多环境问题，
且长期居住着近12000名当地居民，其中有很多
是手工开采者，因此，管理华刚矿业对社会的
影响不容忽视。

当地的一家合作社反映，即使在探矿初期阶
段，华刚矿业也已经对居民用地造成了破坏，
影响了当地学校，引发了不满。然而，可能是
由于腐败原因，这些问题被当地政府所忽视。
援引一位当地居民，也是国家矿业总公司前雇
员的信息，约200名居民曾一度流离失所，居
住在塑料搭建的工棚里，并没有得到补偿。同
样，当地知情人称，由矿业行业（Service des 
mines）实施的华刚矿业合约已经对当地的手工

5.1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采矿业对林业很有吸引力，
部分原因是采矿特许权与森林地区交叉的可能
性很大，包括国家公园。其他原因是缺乏有关
国家采矿业对森林覆盖率和质量产生影响的系
统性研究（图7）。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少有三
种主要的采矿类型：大型工业采矿，这种采矿
带来了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且需要大量的
长期劳动力；中小型采矿，这种采矿可以在没
有前期大量投资的情况下开展，更多的是依靠
临时工；手工开采，主要是个人和家庭从事，
他们通常从很远的地方迁移过来，并在工地上
安家，或者个人作业，或者合伙作业，亦或者
代表公司作业。

中国公司和中央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产资
源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对那些资源获取的方
式反映了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商业模式的多样
性。这些模式包括：大规模行业领域的投资，
如2008年中国与刚果签署的合约涉及的内容；
小型私企对小规模采矿合资公司的投资；以及
一些省矿产资源丰富区域内运营的独立商行。
其它一些国家的投资者正受到审查，如：全球
见证组织对英国政府和英国公司进行的监管；
围绕加拿大安维尔（Anvil Mining）矿业提供
军事援助镇压民众起义并造成70人死亡的争议
（CBC 2010）。此时中国公司接管了业务并改
变了供应链。过去，英国和美国公司（还有其
他公司）曾经通过卢旺达从基伍运输钶钽铁矿
和锡石。而现在，中国公司开始从加丹加省采
购这些稀有矿石，这些矿石或许正在由基伍来
的移民劳工手工开采。

中国行业规模的采矿：华刚矿业协议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越来越多的重大矿业投
资都通过“协定”的形式进行，而不是采用
合同，这样的方式似乎突显了其在国家中的
重要性和复杂性。如，美国Tenke Fungurume
矿业公司（TFM）投资以及2008年中国-刚果
合约（SCC）中涉及的新的华刚矿业投资。
该项目最初涉及90亿美元投资，其中30亿美
元用于采矿基础设施投资，60亿美元用于国
家基础设施投资，如：能源和交通。然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刚果民主共和
国新的贷款对其外债的影响表示担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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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者造成了影响。尽管出于“社会影响”的
考虑，这些挖矿者不会被要求立即离开，但由
于他们的采矿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无法获
得任何补偿。总之，数以千计的人会因华刚矿
业无法再继续从事矿业开采。

经过3年的探矿期，一些已经注满水的露天矿坑
将被排干，而华刚矿业将在2014年投入运营，
预计将雇用1万名工人，其中中国工人将占较
高的比例。目前，在这一探矿阶段，大约有
20—30名中国员工和刚果临时劳工在DIMA特许
权矿坑工作，他们每天的收入是8000刚果法郎
（8.85美元）。

中国的小型采矿和对手工开采作业的参与
在采矿行业放开后，中国小商行和各种开采
公司的数量在2004-2005年间大幅增加。到
2007年，在加丹加省的中国中小型采矿企业
（SMEs）达到了60家，大多数企业分布在加
丹加铜矿带的科卢韦齐、卢本巴希与利卡西之
间。这些企业大都是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司合
伙的小型合资公司，但是，偶尔也会有得到中
国各银行融资支持的大型中国跨国公司的参
与。

在2009年，发展权和责任（RAID）机构公布
了一份有关中国公司在加丹加省的工作状况报
告。报告的议题也是当地人权专家持续调研的
课题。总体来说，RAID报告的结论是：根据刚
果民主共和国工人的观点，就工作场所的整
体条件而言，在刚果民主共和中国公司与刚果
公司排名最后，欧洲和美国公司排名最前，但
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公司的排名不是很靠
前。似乎中国公司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意识相对
比较薄弱，他们倾向于不签订公司社会责任协
议就开始运营，由于经常转移场所、没有常设
办事机构，因此很难对他们进行跟踪监管。

就薪金而言，大型西方公司每月支付的薪水是
300美元，发展权和责任机构（RAID）报告显示
中国中小型企业向全职劳工每月支付的薪水是
150美元—220美元。这种差别与研究人员2010
年11月-12月间观察的结果相一致。据报道，
加丹加省卡萨夫（Kisamfu）附近的一家小型中
国矿业合资公司的劳工每月收入为200美元-250
美元，但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合同。这与毗邻
的以色列矿业支付的薪水相比略低，以色列矿
业的员工每月收入为250美元—300美元。相比
之下，技术娴熟的中国员工每月能赚到7000—
8000人民币（约1200美元）。华刚矿业特许矿
区的临时工每月能赚到220美元左右。

发展权和责任机构（RAID）报告还介绍了中
国管理人员严重虐待员工的实例，尽管2009年
报告中提到过此类事件，但当地人权专家还在
不断报道各种案件。报告指出，这种滥用人权
的案件或许并不典型，但同样有可能是曝光
不足，因为官方几乎不去追查普通工人的案
件。2010年报导的各种案件中包括这样一例案
件：在露天矿坑采用手工开采的矿工意外被一
台中国公司的机器掩埋，引发矿工抗议，最后
导致10人被枪杀。目前虽然没有发生中国老板
射杀工人的案件，但存在一些严重的虐待事
例，其中有些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例如：一
名管理人员将螺丝刀刺入工人的太阳穴、一名
管理人员鞭打4名员工、一名管理人员在一名工
人身上撒尿，以及管理人员解雇受伤工人而不
给予充分的医疗护理或补偿。

在森林影响方面，仅做矿石买卖的中国商行与
森林砍伐并无直接关系。然而，通过与手工开
采行业进行商业交易，他们可能会与一些森林
砍伐和更严重的森林退化相关。另外，如果在
铜的加工过程中使用木炭，那么铜加工公司或
许将与毁林有关。小型公司，如：我们考察过
的加丹加省卡萨夫（Kasamfu）附近、科卢韦齐
卢与利卡西之间的中国矿业公司，它们应当对
那些严重的、可能是很本地化的环境损害负责
（图9）。这些损害可能不包括直接和严重的毁
林，但却可能包括对当地水源的污染。在雇用
临时工的地区，工人的营地导致了森林退化。3
就卡萨夫附近的中国矿业公司而言，中国和刚
果民主共和国股权持有者，以及较大的一家持
有毗邻特许权的以色列工业采矿公司共同分担
责任，他们从同一营地雇用工人。

5.2 加蓬

截止2010年，加蓬仅有两个中国矿业投资计划
项目，这两个项目目前均在协商或筹备阶段，
项目分别是贝林加（Comibel）铁矿项目和华州
锰矿协议。

Comibel 铁矿协议（贝林加矿）
2006年，中国一家合资公司Comibel )Compagnie 
minière Bélinga）与巴西公司竞标，赢得了在加
蓬东北部贝林加山脉大铁矿的特许权。特许权
期限为25年。该铁矿投入运营后，年产量有望
达到3万吨。根据加蓬政府，最终选择Comibel

3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2010年8月11日对中国驻金沙萨的外
交人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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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两个原因：1）因为中国的融资资金来自
国家银行，更为稳定；2）Comibel的投资计划
中包括更多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包括修建一个
运输港口，一条铁路和一个水力发电大坝。

除了这些官方原因之外，还有许多流言四处传
播。一种指控称中国公司每周都会给高级政府
官员几百万非洲法郎加以贿赂。还有一种说法
称前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力挺中国，以防止巴西
人占据加蓬市场（Jansson et al. 2009）。

该项目最初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投资总价值为
30亿美元，投资款项从中国进出口银行以有条
件贷款的形式取得。然而，Comibel于2009年结
束前期技术研究后，采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价
标迅速增长至59亿美元。邦戈总统认为此价过
于昂贵，他在2010年5月访问中国期间提出了新
议案，谈判重新启动（Jansson et al. 2009）。

有关环境方面，加蓬政府决定在金刚瀑布
（Kongou Falls）修建水电站坝的议案遭到国内
外民间社会团体的反对；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
明大坝的修建很有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将迫使一些村庄迁移，也会影响人们的生计来
源，如破坏捕鱼和狩猎场所（Lebas 2010）。在
重新协商协议时，大家对修建大坝和最终选址
都很关注，了解容易受搬移或其他影响的弱势
群体是否只限于瀑布附近的人口，至关重要。

华州锰矿交易（CICMH）
中加合资企业华州矿业（加蓬）工贸有限公司
（CICMH，华州矿业）的大股东是中国国有企
业中信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
。华州矿业获得了恩杰里（Ndjolé）的锰矿特
许权，锰的年产量有望达到100万吨。CICMH
目前正在恩杰里建造工厂，开采出来的矿石有
50%将在当地加工，其余的将运回中国的工厂
加工。

该项目定于2008年启动。根据相关规
定，CICMH委托利伯维尔一家咨询公司进行了
环境影响评价。该评价结果可以在环保总局查
询。2010年10月21日，加蓬政府和CICMH签署
公约启动矿场运营，但开始运营的具体日期并
没有对外公布(L’union 2010)。

5.3 喀麦隆

尽管喀麦隆矿藏丰富、地质极具多样性，但采
矿业仍不发达。国家媒体报道称采矿业已经
历10年的发展，但它的活力尚未对国家整体
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若不计算石油，采矿业对
喀麦隆GDP的贡献率仅为0.13%（喀麦隆论坛
2010a）。尽管喀麦隆已经制定采矿守则和相关
促进性立法，但该行业的发展仍然受到多种因
素的限制，如：采矿业和林业之间存在矛盾，
融资不足和技术能力欠缺（MINIMIDT 2008）
。

自2003年以来，许可证的数量从唯一的1份增长
到了91份。然而，其中87份许可证仅适用于勘
探，4份许可证仅适用于开采，共40%的许可证
是闲置的（喀麦隆论坛2010b）。工业采矿主要
由约20家喀麦隆和外方企业通过复杂的融资渠
道来经营。其中，主要投资者有：澳大利亚人
（投资铁矿），韩国人（投资黄金和钻石），
英国人（投资黄金）以及美国人（投资铀）。
手工开采主要针对宝石和黄金，这与刚果民主
共和国不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手工开采者开
采原矿石，所以产量巨大。

中国在南部地区的勘探
喀麦隆森林覆盖的南部地区与本项研究很有相
关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采矿特许权地区与林
业特许权地区或国家公园在很多方面有重叠（
图10），还因为有两家中国公司各自持有铁矿
和黄金勘探许可证。在该地区，大部分外方投
资和融资打包是建立合资公司。根据对喀麦隆
南部森林的31份勘探许可分析，在2006—2009
年间，对10种矿产品的勘探投资总成本达到250
亿法郎（5060万美元），其中一半投资用于铁
矿石开采，且澳大利亚人的投资额占到一半。
中国投资额相对较低，约为9亿法郎（184.5万
美元）。
 
在当前的勘探阶段，中国的投资影响尚无法确
定。在未来2年内，将进行认证、影响评估和可
行性研究、以及采矿协议的商定。矿业部的一
位官员称，为防止森林破坏，要求对开采所造
成的孔隙用混凝土进行填补，初步减少了可勘
探区域的面积。



6. 中国在农业领域的活动

的说法，特许经营权申请的审批现在正处在最
后阶段，已经完成了对两个主要项目地点的地
形测量。其中一个场地将生产玉米和木薯，另
外一个场地将生产大米。

目前的120公顷农场用地在其还属于台湾农场时
就已经登记为国家所有土地，由农业部管理。
喀麦隆政府已经将这一私有财产移交给中国农
业公司，然而，征用土地时，对当地居民的补
偿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接受采访的当地居民表
示他们没有得到相对公平的补偿，也不愿意离
弃埋葬他们祖先的这片圣地。

当地环保部声称,按照法律要求他们曾计划去村
庄进行对环境影响评价，但遭到拒绝。该公司
选定的生产场地主要位于萨纳加河沿岸的走廊
林地。根据非官方预测，楠加-埃博科项目的总
投资将达到近6050万美元。

6.2 刚果民主共和国

近年来，中国人在农业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
资越来越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上述提到
的水稻种植项目，化肥厂，以及在恩吉利
（N’Djili）的总统示范农场的投资。近期，中
国投资者对大规模农业开发潜在需求，特别是
对生物燃料生产的潜在需求，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此类协议量通常不是很大，也不像传言
所述的那样确定（Brautigam 2009）。该类项目
中最著名的要属中兴农业经营项目。

中兴农业经营项目
中国电信产业巨头中兴公司与刚果民主共和国
农业部于2007年签署了一份合同，共同开发棕
榈油种植园。据报道，项目将使用班顿杜省和
赤道省废弃的种植园。流言迅速蔓延，称项目
占地300万公顷，投资10亿美元。然而，事实
上双方协议达成的耕地面积为10万公顷，具体
地点还需要环保部的进一步确定。据一位非政
府环保组织知情人士猜测，中兴公司或许不仅
仅对棕榈油感兴趣，可能也会对收购林地感兴
趣，因为可以在开发种植园之前先从林地木材
的销售中获利。然而，这一猜测并未得到证
实。但证据显示，中兴公司重视在刚果民主
共和国发展农业，它是为数不多的、在2009
年通过刚国国家投资促进局（ANAPI）进行耕

迄今为止，中国在这三个国家农业领域的投资
仅局限于已开展的示范性项目，这些是中国发
展援助资金的一部分，属于相对较少的私营农
业贸易投资。由于项目总体属于试验性质，一
些小型的农田便由中国侨民个人所有。这三个
国家均大量进口粮食，饥饿已经成为刚果民主
共和国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喀麦隆面对粮食价
格冲击也显得无力应对，这些均导致了2008年
内乱的发生（危机组织 2010）。因此，中国决
策者很早以前便意识到了“发展是当务之急”
这一事实。自20世纪70年代，解决粮食安全问
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援助的一个重要特征。如
今，一些对农业开发感兴趣的公司已经开始进
入该地区。

6.1 喀麦隆

喀麦隆政府在2006年与中国一家跨国公司签署
了谅解备忘录，在中国陕西省开始养殖纳米比
亚鸵鸟。与此同时，该公司在喀麦隆上萨纳加
进行水稻种植、木薯加工和玉米生产来获得
10000公顷的土地特许经营权。此后，两国政府
当局于2008年1月10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签署
了第二个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在楠加-埃
博科（Nanga-Eboko）（Jansson 2009）（图11）
建立试点项目工程。下述为技术培训和发展研
究中心和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对楠加进行实地考
察的记录。

中国-喀麦隆楠加-埃博科项目
喀麦隆政府与中国企业主王建军在2006年签署
了谅解备忘录。王建军是中国一家集团公司的
控股人，他在该备忘录中承诺了楠加附近10000
公顷土地的特许经营权。这份备忘录于2008年
在楠加-埃博科的Bifogo开始实施，Bifogo是一座
距离楠加4公里远的村庄。项目实施的农场占地
120公顷，原先是一个台湾人经营的农场，在
1971年因中喀关系恢复正常而关闭，现在中国
公司在这里试验水稻品种。目前水稻的产量预
计为10吨/公顷，生产的大米在楠加-埃博科市中
心出售。项目为60名中国人和100名当地居民提
供了就业机会，并指派部分工人为当地修建农
业学校。

虽然土地出让申请已经进入流程，但至今为止
政府还没有发放特许经营权。根据当地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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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投资的中国公司，当时投资额达到了440万
美元，而大部分的公司更倾向于在巴泰凯高原
（Plateau de Bateke）投资玉米、大豆等农作物
农场，并且在恩塞莱（N’sele）的总统农场进行
水稻种植（riziculture）试验项目。

中兴公司的巴泰凯高原项目位于金沙萨附近，
是在一片面积为256公顷的、相对退化的耕地上
生产玉米。今年玉米的产量为2.7吨/公顷，都出
售给了世界粮食计划署。除此之外，项目农场
还生产了10吨大豆。该农场还生产肉类，禽类
和蛋类，全部在当地和金沙萨出售。所有设施
和设备，包括化肥、拖拉机、犁、收割机、砻
谷机和磨面机，均从中国进口。

在考察该项目期间，我们得知，中兴公司与当
地酋长（同时兼任内阁首长）签署了一份为期
20年的土地合同，该合同防止了土地使用的冲
突。有些农场原先就已存在，一些失去农场的

村民并没有得到补偿，但他们得到了新的农
场并且可以在搬迁之前收割所有农作物。项
目支付给酋长的费用按照500美元/公顷耕地
的标准计算和被称为“传统权利”（droits 
coutumiers）的一包货物。

中兴公司付给兼职人员的工资是每天2美元-3.5
美元，而一名司机每月可能赚到180美元。公
司为那些在工作中生病或受伤的员工支付医药
费。与其他雇主支付的费用相比，这可能算是
较低的补偿了。附近一家农场的农场清理员的
工资,按公顷计算，大约是50美元/公顷。公司
现雇用100名临时工。公司最初有150名左右的
当地员工，负责在重型设备到位之前清洁打理
农场，但现在可能只有20-25名当地员工和7名
中国员工工作。公司不雇用童工。在这个项目
刚启动时，公司雇用了15名司机，两周后有一
半的司机因为没有驾驶执照而离职，离职司机
没有领取到薪金。



7. 总结：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国是否会转向其他国家满足对未加工木材的需
求，都需要拭目以待。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取
决于开发银行对该行业发展提供财政支持的兴
趣。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09年的第十三届世
界林业大会上作了发言，表明对林业领域产生
了新兴趣，但对于在哪个国家或对哪些商品链
中的特定环节进行投资，并没有透露太多具体
计划。

在农业领域，中国仍然是这些国家获得财政和
技术支持的主要援助国。虽然与其它行业相
比，农业规模略小，发展也较为缓慢，但民营
投资开始转向农业项目。然而，与其他行业不
同的是，农业的民营投资并不以出口为导向，
但如果这些中国公司参与商品作物的生产，如
棕榈油的生产，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情
况就会发生变化。把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农场
生产的农产品出售给世界粮食计划署是非常有
意味的做法，因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有一套本地
采购政策，这样做能够让中国公司融入刚果民
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由于这种农业运作模式
既不会增加外汇，也不会增加刚果人民对资本
的所有权，因此，对当地居民的生计而言，这
或许并不是最有利的方式。

关于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潜在风险，研究得
到的观察结果按行业划分如下：
1. 中国公司进入采矿业，特别是参与矿业部门

小型开采与手工开采矿段作业，很有可能成
为毁林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那些吸引
大量外来采矿工人的地区，会造成森林退
化。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大规模采矿活
动，主要特许权（DIMA）覆盖的区域通常
是很久以前就经历了林木砍伐的地区。然而
在加蓬，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了解开采贝林
加铁矿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2. 在林业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在加蓬获得了大
量的特许权土地，其中某些地块紧邻国家公
园。我们的研究显示，需要对中国企业在加
蓬的实地活动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些企
业在遵守当地法律和其它责任标准方面的表
现各不相同。我们将重点研究他们的林业活
动及其可持续管理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情况。
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
企业与非正规木材行业的关联性，并且需要
进行比对分析，来确定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刚果盆地地
区的林业、矿业和农业领域开展贸易及投资的整
体趋势。为此，研究团队选择了喀麦隆、刚果民
主共和国和加蓬作为重点国家，开展了调研活
动，包括收集资料、采访关键知情人士和进行实
地考察等。此项研究的初步相关成果包括一系列
有充足证据支持的事实数据，以及从采访中了解
到的知情人士的一些观点看法。

刚果盆地地区的矿业和林业部门是中国进口原材
料的两个主要来源，也是中国企业投资的目标。
中非商品链的结构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包括中
国国家投资的开采、加工和贸易活动，以及来自
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的、许多小规模生产商独立
经营参与生产某一环节的商业活动。我们就如何
管理贸易影响进行了讨论，认为应当主要由生产
国承担责任，但中国买家和投资者也应承担起更
多责任，因为他们所在公司或行业获取资源的重
要性在增加，同时，他们购买开采的原料对环境
及社会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中国国家大力支持极具战略意义的矿业投资，而
木材行业的活动则由民营资本运作。通常情况
下，中国国家在矿业领域的投资采取的形式是针
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条件的贷款，而不是对中
非合资企业将要开采和出口的矿产品进行一定
数量的抵押。同时，对木材行业的投资，倾向于
聚焦在开采、机加工和运输领域所需的资本。然
而，在加蓬，随着新经济特区（SEZ）的发展，
在经济特区对木材加工厂进行投资都会附带木材
特许权，因此任何重要投资举措都可被视为土地
的交换。

中国政府承诺将在未来几年中，对刚果民主共和
国和加蓬的矿业领域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而
且这种投资是用基础设施来换取资源。但这些交
易的条款还不是很清晰，包括涉及的矿物质总
量。因此，一个潜在的重要问题由此而产生，
即，用于交换矿物资源的基础设施是否对全体民
众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些基础设施是否会特
别有助于将资源运出国门？（因为此举可以从事
实上补贴开采和出口的成本）。

在加蓬，仅中国伐木特许权地区就已覆盖了其
10%的林地，当地政府正在试图通过实施原木出
口禁令、要求对加工业进行投资来改革林业。未
来几年中，对加工业的投资热潮是否会出现、中



与其它市场和非中国企业相比各自产生的影
响。

3. 在农业领域，中国的投资尚未达到能够产生
重大影响的水平。然而，中国已经对未来的
投资进行了规划，并将在未来几年内实施完
成。中国在楠加埃博科的投资将使10000公
顷交错的农场和林地（“走廊林地”）转化
成单一栽培玉米和水稻的生产基地。在刚果
民主共和国，中国还计划投资10万公顷地生
产棕榈油，但基地场址到目前为止尚未确
定。

在经济贡献方面，中国对目标国家经济发展的
投资和援助至关重要，中国资金只占全部外国
投资的一小部分。由于中国很多援助项目是由
国家元首确定的，且通常由行政部门与中方就
大宗买卖进行谈判，因此，大部分中国援助都
具有一定的政治动机。

在社会贡献方面，中国企业倾向与当地小型生
产商接洽，如：手工开采者和木材批发商，因
此，利润分配涉及的范围也较广。然而，伴随
这些利益而来的将是代价增加，如危险行业中
小型作业基本不受监管，参与这些作业的弱势
群体的劳动权甚至人权有可能受到侵犯。就此
而言，中国与其它在本地区开展活动的外国民
族贸易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时，中国投资
者越来越多地采用西方公司社会及环境保障措
施相类似的措施中国的投资银行也越来越强调
环境及社会评价审批以及减缓影响计划。然
而，专门针对中国投资者的几份调研报告表
明，还存在很多用工问题，如：劳动力工资较
低、工作时间较长、工作环境恶劣等。

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研来衡量中国投资的经济
回报，并系统地评估与其他投资者，包括欧
洲、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公司，相对成本效
益。初步的调研结果表明，有必要深入了解这
些国家的中央、省以及地方层面的法律、机构
和惯例制度的有效性，包括国土资源法律、投

资促进机构、环境监督局及负责土地分配的地
方官员和主管，重点从确保投资的最高社会回
报、减少和降低环境和社会成本的角度进行评
估。此外，应当明确那些在刚果盆地国家的投
资者的职责，这些投资者包括银行、公司和相
关外国政府，以便制定并实施有关融资和项目
实施的指南。

下一阶段将重点调查的问题包括：

1. 中国的投资者应采取何种战略以确保能从生
产国国家、省、区政府以及传统权威处获得
特许权，取得许可和批准？这种资源分配对
民生有哪些影响？

2. 中国公司如何与非正规的小型产业相衔接（
如，木材和采矿业）？公司如何使用替代策
略（如，临时采矿许可）越过正式审批流程
而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

3. 为回答这个问题，采用对比的视角尤为重
要，包括比较中国公司的行为与其它企业行
为的差异。我们需要关注与非正规群体开展
业务生产的成本效益、不同企业的利润分配
以及对森林和林木植被产生的不同影响。

4. 中国企业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了对环境和社会
影响的评估和规划？执行的程度如何？中国
和非中国企业、大小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有什么不同之处？中国银行机构对于环境和
社会影响有什么要求规定？这些规定是如何
得以实施和检验的？

5. 还将评估中国和非中国公司在遵守当地公司
社会责任协议相关规定并自愿承担跨国企业
社会责任方面的绩效。

6. 在刚果盆地国家，新的中国投资者和当地资
深的、非中国投资伙伴的关系怎样？来自不
同的集团，拥有不同背景的采矿者在作业过
程中，造成的树木覆盖率损失在程度上是否
会有所不同？如果是这样，什么原因可以解
释这些区别？

7. 中国进口木材的材种组成是否存在区别？这
些区别会带来哪些不同的生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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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研究由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组织实施，是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有关森林、林木和农林业
（CRP-FTA）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合作项目旨在加强对森林、农林业和树木遗传资源
的管理和使用，涉及从森林到农场的广泛范围。国际林业研究中心是国际农业研究咨询
组有关森林、林木和农林业（CRP-FTA）研究项目的牵头单位，项目合作伙伴包括:国际
生物多样性机构、CATIE、国际农业研究发展中心、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和世界农林中心。

cifor.org blog.cifor.org

从2000年起，随着中国“走出去”政策的实施，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对刚果盆地的资源及

投资机会的兴趣显著提升，这在为当地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潜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本报告

对国际林业研究中心与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加蓬三国的合作伙伴进行的初步调查研究主要成果

进行了总结。报告关注了中国在林业、矿业和农业部门的海外贸易和投资对区域内的森林和依赖森林

生活的社区可能产生的影响。所有研究工作都是在国际林业研究中心2010年启动的“中国对非洲贸易

和投资：评价和管理国家经济、地方生计和森林生态系统”项目支持下完成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非常

有益的成果，包括进一步掌握了中国与目标国家之间自然资源贸易的主要趋势,以及中国投资者主要关

注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部门。研究也关注了国家机构在推动投资和监督企业遵守环境与社会要求

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对投资及获取土地和其他资源的非常规程序有了更多的了解。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工作论文包含有关热带林业问题的初步或尚待验证的研究成果，需要及时
发布以告知社会并促进相关讨论。本论文内容已经内部审定，但尚未经过外部同行评议。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林业中心）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通过开展研究、帮助制定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森林政策和规则来促进人类福祉、环境保护
和社会平等。国际林业研究中心是国际农业研究咨询联盟的成员。我们的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在亚
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设有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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