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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欧盟、澳大利亚和美国林产品的合法性 



影响木材贸易的国际政策与公约简介 



木材是贸易活动中最有价

值的野生动植物商品之一 

木材 



非法采伐——为何？ 

违反法律采伐、加工、运输和销售木材的行为 



非法采伐——因何影响深远？ 

世界银行 

“估算公有土地上非法森林砍伐造成的全球年度损失市
值超过100亿美元。” 

“八国集团”森林行动计划 

“非法采伐严重损害国家和地方政府、森林所有者和当
地社区的收入和利益，破坏森林生态系统，扭曲木材市
场和森林资源评估，不利于可持续森林经营。” 



很多人都关注森林…… 

……向政府和交易者抗议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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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与供应方面 

解决问题——3个方法： 

 
生产商的行为变化 

 
以需求为基础 

生产国的监管和森林

管理 

“守法”、可持续森林

经营、认证等 

负责任消费、公共采购、

进口法规       

1. 2. 3. 



监管和供应方面 

“世行”2006；数据来源：希腊SENECA，2004  

非法木材来自哪里？ 

2004年制作本图表
后，印度尼西亚已

经取得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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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原木供应比例较高 

超过20% 超过50% 

中非和西非 

 

中国 

其他亚洲国家 

印度尼西亚 

其他拉美国家 

马来西亚 

俄罗斯 

巴西 

EU申请加入国 

欧盟 

日本 

加拿大 

欧盟15国 



 林业政策 
 林业法律 
 木材贸易管理 
 机构能力培养（人力资源、设备、机制、培训等） 
 执行 

监管与供应方面——生产国 

修改 – 加强 – 促进 - 改善 

合作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如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 
 和其他国家 



生产商的行为变化 

 守法 

 行为准则/指南 

 改善采伐实践行为（降低采伐影响） 

 参与“逐步实施”的计划（GFTN、TFT、Smartwood的

Smartstep） 

 第三方合法性认定（如合法来源认定（VLO）和合法性认定

（VLC）） 

 产销监管链（CoC）认证 

 认证项目 

实现合法性，确保自己的产品为合法产品。 



以需求为基础——消费国 

进口市场采取行动，禁止非法木材和木材产品入境： 

 负责任消费 

 公共采购 

 进口法规    



澳大利亚禁止非法采伐法案（AILPA） 澳大利亚进口 

国际政策与公约：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贸易国际公约（CITES） 
世界范围内的 

贸易 

欧盟木材法案（EUTR）和自愿合作伙伴关系协
议（VPA） 

欧盟进口 

雷斯法案 美国进口 



 目的在于监管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确保上述贸易不会

威胁到其生存。 

 政府间的协议（迄今签约国家为178个）。 

 被认为是管理包括木材在内野生物种国际贸易的唯一国际

机制。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贸易国际公约（CITES） 



Review of the various tools available in CITES concluded that there were several aspects of CITES that can assist 

 

in controlling levels of timber trade and, sometimes therefore, levels of illegal harvesting. These include its:  

 

• monitoring (permitting) system, including annual reporting of trade by CITES Parties to the CITES 

 

Secretariat and the maintainance of an associated CITES trade database;  

 

• requirement for sustainable harvesting;  

 

• requirement for adherence to national laws of exporting Part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auna and flora;  

 

• requirement for enactment and enforcement of national law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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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rovision for 

 

•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identification problems (‘look-alikes’) and  

 

• its value as an agent for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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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rovision for 

 

•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identification problems (‘look-alikes’) and  

 

• its value as an agent for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 

that there were several aspects of CITES that can assist 

 

in controlling levels of timber trade and, sometimes therefore, levels of illegal harvesting. These include its:  

 

• monitoring (permitting) system, including annual reporting of trade by CITES Parties to the CITES 

 

Secretariat and the maintainance of an associated CITES trade database;  

 

• requirement for sustainable harvesting;  

 

• requirement for adherence to national laws of exporting Part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auna and flora;  

 

• requirement for enactment and enforcement of national laws for its implementa 

CITES 

监督体系 可持续采伐要求 

  要求遵守出口 
国国家法律 通过国家法律执行 

CITES 



 自1973年生效 

 成员国（各方）通过国家立法执行CITES 

 涵盖三个清单（或附件）中列出的34,000个物种。 

 附录I、II、III中的规定各不相同。 

CITES 



CITES 

CITES物种的进出口必须经过登记。 
 

任何CITES物种出口均须具备许可证（查看自己是否也需要进口
许可）。 

 

如果没有做到，你已经违法了。   

CITES树种，如： 
 

 拉敏木（棱柱木属，如南洋棱柱木） 

 泰国红木（学名：交趾黄檀） 



FLEGT = 森林执法、施政与贸易 

EU - FLEGT 

欧盟对相关木材产品非法采伐和

贸易问题的回应。 

欧盟行动计划 



EU - FLEGT 

 欧盟是很多国家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其林业部门的合法性和监管

形势最为严峻。 

 

 28个欧盟国家军委世界 

最大的木材和木材产品消费 

国。 



FLEGT行动计划 

2003年实施 

   旨在解决非法采伐和相关贸易问题 

   供应和需求措施  

   FLEGT自愿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尽职调查或欧盟木材法案 

   公共采购政策 

   技术与财务援助 



帮助私营部门取得主动权 

保障融资与投资 
 

促进公共采购政策 
 

 
促进合法木材贸易 

 

为木材进口国提供支持 解决有冲突木材的问题 

采用现有法律或新立法 

FLEGT 

行动计划 



欧盟木材法案 
（EUTR） 

 自愿合作伙伴关系 
协议（VPA） 

森林执法施政与贸易 

两大要素： 

FLEGT  
行动计划 



 

 欧盟和木材生产国之间确保从参与国家进口到欧盟的木材和
木材产品均为合法采伐。 

 双边自愿协议。  
 

自愿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欧盟国家 生产国 

合法木材产品 

VPA 



自愿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增加FLEGT合作伙伴国家与欧盟之间“有保障的”合法木

材贸易 

 建立管理和许可体系，提供政府支持的合法性保证 

 提供财务、技术和体制支持，改善森林施政。 



自愿合作伙伴关系协议（VPA） 

VPA - 协议已签署 - 体系开发阶段 

VPA - 正在进行协议磋商 

欧盟 



澳大利亚禁止非法采伐法案（AILPA） 澳大利亚进口 

雷斯法案 美国进口 

国家/地区政策 

欧盟木材法案（EUTR） 欧盟进口 

欧盟、美国或澳大利亚木材或木材产品进口商必须采取措施确保

进口木材为合法木材。 

他们依靠供应商保证和/或证明上述木材为合法木材。 



国家/地区政策 

欧盟 

美国 

澳大利亚 

在上述市场经营，必须要保证你的供应商满意、合法、免于诉讼

风险。 

记住：他们要靠你的帮助。如果你不能或者不愿意这样做，你可能

会丢掉这一块业务。 



国家/地区政策——重叠部分 



刨花板、纤维板、强化木材、木桶、机械木浆、化学木浆、苏打或硫酸、化学纸浆、化学木浆、亚硫酸盐、机械或化
学回收木浆、新闻纸、无涂层信纸、手纸、无涂层牛皮纸和纸板、其他无涂层纸/纸板、蜡光纸/透明纸、复合纸/纸板、
瓦楞纸/纸板、复写纸、有涂层的纸/纸板、有涂层/有光泽的纸制品、裁切或未裁切的卷烟纸；4908复写纸、信封、卡
片、手纸、卫生纸、纸箱、纸盒、纸质图书/小册子、纸质标签、其他纸张、木质办公家具、木质厨房家具、木质卧室
家具、其他木质家具、包含木头的家具配件，装配建筑除外。 

未经加工的木材、锯材、纵向切削木材、单板、连续成型木材、胶合板、木框、建筑用细木工板、门 

木框座椅，其他 

木框座椅，软垫 

国家/地区政策——重叠部分 



 欧盟经营者不得将非法采伐木材和木材产品 

投放欧盟市场。 

欧盟木材法案（EUTR） 

 截至编写本演讲稿时，尚未在

法庭应用过。 

2013年3月3日，相对较新。 



欧盟木材法案（EUTR） 

惩罚必须有效、适当、具有惩戒性。 

包括： 

惩罚措施应由欧盟各成员国自行规定  

• 与环境破坏造成的环
境成本成比例； 
• 与税收损失 成比例； 
• 与经济损害成比例； 
• 与木材和木材产品价
值成比例。 

罚款 

木材或木材产品 

没收 

贸易许可证（立即） 

吊销 



澳大利亚禁止非法采伐法案（AILPA） 

 禁止进口非法采伐木材，禁止加工非法采伐原木 

2012年11月29日，新法案  

 《法案》于2012年批准通过， 

       2013年5月发布《修正案》草案， 

        有望于2014年11月纳入法律条文 



澳大利亚禁止非法采伐法案（AILPA） 

以下为最为严厉的惩罚： 
 

   5年监禁  
 
   每人55 000澳元罚款 
 
   企业或实体每家275 000澳元罚款。 

AILPA尚未在法庭适用过。 
 



美国《雷斯法案》 

目的在于打击“非法”鱼类、植物、野生动植物种买卖。 

 防止非法采伐木材制成的木制品贸易。 

1900年，最老的法律  

 防止非法采伐木材贸易。 

2008年修订——增加了木材。 

目的： 



美国《雷斯法案》 

 禁止违法*采伐、加工、运输或销售植物相关贸易 
 
 部分产品要求申报学名、价值、数量和采伐国家 

两大要素： 

* 适用于美国和海外法律和贸易 

此外，伪造或提交本《法案》规定植物相关的虚假文件、账目或
记录视为违法行为 



已经适用多次 

美国《雷斯法案》 

惩罚：依据自身是否知法违法和涉及非法商品价值决定 

   1 年监禁 
   100,000美元罚款（个人） 
   200,000美元罚款（企业） 

轻罪 

   5年监禁 
   250,000美元罚款（个人） 
   500,000美元罚款（企业） 

重罪 



吉布森吉他有限公司 

 吉布森吉他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
著名的吉他生产厂家。 

美国《雷斯法案》诉讼——案例1  

 承认可能非法采购了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乌木，同意支付
300,000美元罚款。 



和硕木业有限公司  

中国的婴儿家具生产厂家，承认从事受保
护木材国际走私罪行。 

 依据认罪协议条款，对该公司处以40,000美元罚款、缓刑
三年。 

 

 要求该公司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的出版物上刊登声明，向行
业内从业机构和人员承认其行为和后果。 

美国《雷斯法案》诉讼——案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