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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球角色
“… 中国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对非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塞内加尔总统 阿卜杜拉耶·瓦德，《金融时报》
（2008年1月23日）
“…中国工商银行摧毁我们的人民的生活。他们所提供的资金是说明中国融资对非洲最贫困社
区所能带来的伤害的绝佳例子。”
——图尔卡纳湖之友（一个与湖边居民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创办人 Ikal Angelei，《南华早报》
（2011年6月2日）
“在被邀请与相关国家进行有关水利和水电等项目时，中国采取严格的环保标准，对当地居民
的福利和任何有可能出现的环境影响非常重视，并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当地的法律和法规… 中国会加
强与相关国家在环境保护上的合作和交流，并在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上扮演一个正面
的角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应一名国外记者有关“中国水坝建造商在海外因为缺少信息透明度
和漠视当地居民的环保意愿而遭受反对声音”的问题时表示。
（2011年4月21日）
“我们〔中国海外水坝建造业〕应先行主动改变自己，以符合现有的国际准则，全方位地与国
际环境结合…”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集湘在发表于该公司网站的一篇对国有企业的讲话中提到。
（2012年4月26日）
“〔中国企业应该〕公开和坦诚地与持反对意见的国际组织进行交流，甚至辩论。”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范集湘在《公共外交季刊》中写道。
（2010年4月22日）

“中国模式是一个让人兴奋、并展示了如何把援助引入非洲、以及进行并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
新模式。所以中国在为我们带来一种挑战，让我们对援助架构和这种‘法治中立’是如何对非洲的
援助和投资提供帮助进行思考。”
——非洲发展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恩库贝，《The Standard》
（2010年11月29日）

“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看成敌人，可是过度放大中国带来的挑战与小看这些挑战一样危险。”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前主编Steven Mufson、John Pomfret，《华盛顿邮报》
（201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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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

前，中国的水电企业和银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坝建造者。中国的银行逐
步填补了世界银行等传统水坝投资者留下的空白。对中国政府而言，中国
的水电企业在全球的发展抱负可使中国和东道国达至一个“双赢”的结果。
这是国际河流《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的第二版。自2008年第一版报告发布后，中国的

水坝行业持续地巩固其在全球水力发电大坝建造的领导地位。其中有一些正面的进步，例如中国
国有企业兼全球最大水坝建造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采纳了一套考虑到其国际责任的
环境政策。同时，中国政府也以更积极的态度去采纳海外投资环境影响的准则。尽管如此，很多

老挝南乌江
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正在湄公河最大
的支流南乌江上
建造七座梯级大
型水坝。这些项
目将影响数以千
计沿河居民的生
计和生活，淹没
老挝国家级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的
部分区域。项目
资金来自中国国
家开发银行的贷
款，总价值为二
十亿美元。

中国水电企业依然如故的继续进行着一个个对当地社区居民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性的水电项目。
面对逐渐改善的情况，标准和保障政策的实施仍然相对很薄弱。
本指南旨在支持那些受到中国金融公司与企业投资和建设的水坝项目影响的团体。本指南为
非政府组织和与中国海外水坝项目受影响社区一起工作的人们而设计。它描述了中国企业、金融
公司和中国政府如何参与到海外水坝建设的发展中，以及相关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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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中国在水坝建设中担任怎样的角色？

自

1999年起，中国政府推出了许多鼓励国内企业和银行开展海外业务的政
策。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已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水电
企业。很多参与过如三峡水利工程般大型水电水坝建设项目的中国企业都在全球同
类型的新项目中担任主导角色。中国进出口银行则成为了大型水坝建设的主要投资
者。此外，中国政府还增加了对外国政府的贷款，而水坝项目经常成为中国政府提
供的双边贸易与投资方案中的一部分。

有多少水坝是由中国企业与金融公司参与建造
的？

坝，占了全球中国海外水坝数量的百分之二十

截止到2012年8月，在全球70个国家中共有

2008年起迅速增长，目前占了中国海外水坝数

至少308个水坝项目（主要为水力发电项目）由
中国企业和金融公司参与建造。这意味着在过去
的四年里，中国参与的水坝项目数量以三倍的速
度增长。其中大部分的水坝项目分布在东南亚，

八。中国海外水坝项目在拉丁美洲的数量也从
量的百分之八。
中国企业在海外水坝建设中担任哪些角色？
■

中国企业在水坝项目中可担任承包商的角

并逐步拓展到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特别是巴

色。这个角色可以是整个项目的建造，称

基斯坦）。

为“总承包合同包括工程、采购和施工”

水坝建设项目数量依然在持续上升。尽管有

和“统包合同”。也可以是承包水坝建造过

数个已签署合作备忘录的非洲水电项目被取消。

程中一个特定的部分，如土木工程、水力工

近一半的中国海外水坝均建于东南亚，并处于计

程或器械设备的供应。

划建造，正在建造和运营的不同阶段。非洲是第
二个主要水坝建设基地，共有85座中国海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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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也可以是项目的开发商，负责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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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和融资安排（资金通常来源于中国的
银行）、设计和建造水坝，并会在归还水坝
拥有权给政府前，负责水坝数年的营运。营

关于中国水坝建造行业海外扩展的主要忧虑是
什么？
■

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环境政策。中国的金融

运期间，企业卖电给东道国的政府，所得利

■

中国只有少数水坝建造企业和金融公司采用

润将用于弥补初始投资和开支。

公司曾为那些未达社会和环境标准而被其他

资金方面，中国金融公司可以通过不同方法

的麦洛维水坝、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号水电

国际金融机构拒绝的项目提供资金（如苏丹
站、缅甸的密松大坝和马来西亚的巴贡水

资助中国海外水坝项目。最常见的方法是由

坝）。整个行业的名声也因为中国企业参与

中国的银行向东道国提供项目的主要贷款，

到这些具有破坏性的水坝项目中受到影响。

其形式从优惠贷款利率到商业贷款利率有多
种选择。中国金融公司也可以通过提供出口
信贷向项目提供支持。这种情况下，中国金
融公司可以为一个海外水坝项目合同作担
保、提供保险或直接融资。除此以外，中
国海外水坝项目还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给予的
双边贷款，这与政府支持的其他基建项目类
同。获得这种贷款支持的项目一般由中国企
业操作。最后，中国企业还可以使用由中国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中国银行
提供的现存信贷额度，开展他们在海外的水

■

中国水坝建造企业参与国际水坝发展相对
滞后。很多影响较小的水坝项目已经建造
完成，因此他们只能开发那些位于生态价
值高、偏远和政治不稳定地区的项目。此
外，在中国水坝建造企业活跃的大部分国家
存在着低标准的环境保护政策、薄弱的人权
保护，以及严重的贪污问题。面对这样低的
要求，中国企业建设的项目很难符合国际标
准。

坝项目。这样他们完全不需要向东道国进行
借贷。

中国水坝建造企业在水坝规划中的
全新角色
表一：

2011年4月，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

整条河流流域的经验，此类机会在海外却很

公司（简称中国水电）与老挝政府签订了一份

有限。中国水电的南乌江流域水电项目也许

南乌江流域七座水电开发项目特许经营框架协

代表着中国海外水坝建造的新趋势。2011年

议。引用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的话，南

5月，哥伦比亚政府授权中国国有企业中国

乌江流域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海外拿到的整

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参与“马格达莱纳河的综

条河流流域的特许开发与经营权”。自2007

合开发计划”。在这个两年的合作协议里，

年起，中水电一直在勘探和规划南乌江流域梯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将在“不对环境产生

级水坝群。在协议的条款里，中水电将修建并

破坏性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规划一套防洪

持有水坝25年的运营权，之后再归还拥有权给

与疏浚、改善航运并促进水电开发的基础建

老挝政府。

设发展计划。目前，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
已经完成项目的初步调查，并已对马格达莱

虽然中国水坝建造企业有着在中国开发

纳河全部支流的水电发展潜力做了调研。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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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已有超过十年

受水坝影响的社区能与中国的机构合作吗？

的经验，可很多中国企业还是市场的新手。

中国政府和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其实也希望成

中国水坝建造企业缺乏管理海外政治和环境

为负责任和受尊重的国际参与者。他们希望了解

风险的经验。他们也可能面临一些如移民安

达到环境和社会标准的国际经验，但不一定接受

置、平复当地反对声音和环保法的严格执行

由西方机构或组织提出的直接批评。相反地，由

等在中国不常见的挑战和责任。在中国，移

全球南方的非政府组织和受水坝影响的社区所发

民安置和平复地方反对声音等都是由地方和

出的关注声音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同时，中国对

省政府负责处理。

非政府组织还有些陌生、并且政府对公民参与政
治的意识与行动控制严格。本指南为如何与中国
的机构合作并影响中国的海外水坝项目提供了建
议。

大坝数量区域分布图表
全球不同区域的大坝数百分比

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大坝数量

东南亚：42％
非洲：28％

南亚：12％
拉丁美洲 7％
欧洲：4％
中亚和东亚：3％
中东：2％
太平洋诸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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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55

老挝：29
马来西亚：14
柬埔寨：11
越南：10
菲律宾：4
印度尼西亚: 3
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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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水坝行业
参与单位概览

中国水坝建造
者。中国的水电
企业人员和工程
师正在就中国四
川的水坝建造过
程进行讨论。图
片来源: powerfoo.com.

本

章节重点描述了中国政府机关、水坝建设者、设备供应商、勘测公司和
融资机构以及他们在海外水坝项目中扮演的角色。

政府机关

国务院是中国最高的国家行政机关，由

中国有多个政府机关参与到中国海外水坝项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等组成。国务

目的项目审批程序中。为了确保中国对外直接投

院以两种方式参与海外水坝项目：第一，国务

资的迅速增长，中国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来更好

院领导层，例如国家总理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

地支持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自本指南的第一版于

会面时，可能会承诺提供如财政资金支持水电

2008年出版后，政府审批程序已经简化，需要

开发等发展援助。第二，国务院负责决定和审

财政审查的门槛要求也被提高，简化了对中小型

批超过两亿美元以及需要超过五千万美元外汇

项目的审查过程。

的巨额投资项目，以及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
超过一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许多海外水坝
项目需要获得国务院的审批。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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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同时监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

商务部已经加强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

务部。这两个政府机关负责审批、监督和监测金

标准。2006年8月，商务部发布了建议，鼓励中

额小于两亿美元的海外水坝项目。而国家外汇管

国企业在投资项目中雇用本地工人，尊重地方风

理局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在监管

俗，并遵守国际安全标准。商务部通过其对外援

中国的海外投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助司，管理援助政策以及其年度计划和预算，包
括拨款和零利率贷款等发放。同时，商务部也负

商务部是负责审批、监管与监测中央企业海

责审批和监管所有中国援助项目的实施。在计划

外投资的主要政府机关。任何超过一亿美元投资

援助项目和制定国家预算时，商务部需与外交

额、在风险等级高的国家(或地区)或未建交国家

部、财政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合作。

的境外投资项目，均必须通过商务部的审批。投
资额在一千万至一亿美元之间，或由地方国有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

业申请的投资项目则必须通过省级商务厅核准。

委”）是中国政府的规划机关。国家发改委制定中
国海外投资和国内行业发展的法规与标准，包括能
源行业。国家发改委还负责投资额超过三千万美元

中国海外投资批准流程职责表
中国海外水坝项目
1.如下情况需要政府批准

a. 项目投资小于
一亿美金需要省级
发改委及商业部门
批准

2.如项目有中方资金

中国银行需要评估
项目是否与其政策
一致

3.如果项目含外汇

则需要国家外汇管
理局批准

b. 项目投资大于
一亿美金需要国家
发改委以及商业部
批准

c. 项目投资大于二
亿美金需要国务院
批准

*本表中的内容可能会因政策改变而实效。请注意核实最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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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汇超过一千万美元项目的审批。而省级与市级

中国海外水坝项目的实施。另外，外交部也负责确

发改委则负责审批其他低于这个标准的海外项目。

保中国在国外的良好声誉。

在国内政策层面，国家发改委负责制定中国境内主
要河流以及主要跨境河流的水电规划。

环境保护部：2008年3月，中国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这次变革彰显出中国

财政部与商务部共同制定中国对外援助的预

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决心。虽然相比其他部

算。通过其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负责审批中

门，环境保护部的权限还很有限，但是对于中国

国企业的外汇限额。

环境绩效的提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也曾制定数个重要的环保政策，包

外交部负责管理中国的外交事务并给政府提

括2003年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法》。

供建议。其中，外交部为商务部提供对外援助事
务的建议，并研究中国产品及服务的海外市场。同

总而言之，环境保护部在监管中国水坝建

时，外交部也负责对中国驻外大使馆的监管。驻外

设环境影响的能力和管辖范围还非常有限。相比

大使馆内有来自商务部的官员任职的经济参赞监督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环境保护部还未

中国政府部门单位图
国务院

外交部

投资促进事务局

商务部

地区事务司（如
亚洲，西亚与非
洲，欧洲，美洲
大洋洲）

国家发改委

对外援助司

中国进出口
银行

中国开发
银行

国有资产监督
委员会

财政部

对外投资和经济
合作司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东道主国中国大
使馆

中国驻东道主国国经济商务参赞处

国有水电建设企业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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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海外水坝项目的审批中。环境保护部的

集团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等，均由国资委

角色仅局限于制定与推进金融行业与中国在海

负责进行监管。国资委也会对国有企业进行年度

外投资的标准与指引。2008年1月，国家环境保

审查，并对国内财务业绩不佳或者违反安全与环

护总局与国际金融公司共同把赤道原则引入中

境标准的企业进行严厉斥责。同时，国资委还拥

国。赤道原则是一套管理项目融资中环境和社

有任命和解雇中央企业高层领导人的权力。2007

会风险的自愿性金融行业基准，见26页。

年12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连同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负责评估中

制度。此外，国资委还要求所有所有中央企业于

国主要河流上的基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包括

2012年发布一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是企业

跨境河流。2012年，环境保护部和商务部正考

社会责任报告。

虑草拟针对直接对外投资者的环保政策指引。
水电建设企业、设备供应商和勘测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

本章节介绍主要参与海外建坝项目的中国

资委”）是国务院的特设机构，专门管理中国的

企业。其中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很多中国水坝建造商的绩效，如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旗下的中国水利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

力对外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自九十年代起

水电项目合同简介

表二：

中国水电企业参与海外水坝建设项目的阶段

运营水坝一段时间后，都会把水坝运营权归还政

与能力不一。根据合同的不同，对环境与社会影

府。而项目支出通常以特许期间的电力销售所得

响所需要负的责任也相应不同。以下是中国水电

支付。长远来说，这样的项目有着更高的利润，

企业经常参与的数个常见合同类型的简介：

所以越来越多中国水坝建造商采用这种承包合同
模式。

工程、 采购和施工（英文简称EPC）与 统包合同
在这样的合同模式下，承包商负责项目的

建造合同

设计、采购和建设。统包或工程-采购-施工（简

中国水坝建设企业可以投标承包水电项目的

称“EPC”）承包模式把整个项目的责任交予承

施工合同。这通常包括土木工程和机电工程的承

包商。统包模式通常用一个固定的定价法。需要

包合同。项目经理把工作分解打包至不同的承包

注意的是，统包模式可以应用在项目的某一部

商或供应商，而他则负责整个项目工程的协调。

分，这种模式通常称为分统包或半统包。
项目管理承包合同
建设-经营-转让（BOT）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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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坝建设企业也可以被雇用来协调和管

这种合同模式通常都由政府或权力机构向一

理项目，但这并不常见。他们负责管理和控制项

个中国水坝建造商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

目的进度、成本和质量，并可以把实际的建设工

内（又称“特许期”）开发和运营一个水电站。

程分配给其他承包商。项目管理承包模式与统包

中国水坝企业同时也负责项目的资金筹募、设计

模式的区别在于，管理承包商通常不需要对项目

和建设。通常在这种模式下签订的合同，企业在

设计和承包商的工作结果负责任。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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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国际水利水电建设市场中保持活跃，并明

直致力开发邻国（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水电

确了其在未来的五至十年迅速拓展其海外业务的

潜力，以满足中国华南地区、泰国和越南的能源

意愿。2011年9月，中国政府重组能源行业把机

需求。他们为大型水坝项目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

电设备供应商与水坝建造企业分为两类。中国水

录，筹备建设资金，并在某些情况下，洽谈水电

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

价格。

团现隶属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而中国
葛洲坝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则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隶属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国资委则是这

国水电”）是一家在超过四十七个国家拥有办公

两家集团公司的百分之百股东。如国家发改委所

室的跨国经营国有企业。它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

言，本次重组的好处之一就是大大的加强国际业

企业，拥有全球水电市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份额，

务的管理。

其中包括中国国内百分之七十的水电项目。2011
年，中国水电首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把旗下的中国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水电建设公司以外，另

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百分之三十股份进行

一组水电建设企业是由中国的电力公司组成，

公开募股。所得资金被用作偿还建设柬埔寨甘再大

如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大唐

坝的贷款。甘再大坝是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

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

公司首个资助、规划、建设并运营的海外水利水电

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在过去五年，这些公司一

项目（“BOT”模式）。

双边援助与国家投资的区别

表三：

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中国水坝建造商崛

项目分类成“援助项目”和/或“商业项目”增

起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政府的《中国

添难度，也使计算中国对外援助中的中国海外水

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中国百分

坝投资的比例变得困难。

之四十的对外援助均是资金补助。通常，大
型水电项目的优惠贷款都涉及较多的（最少

中国对水坝项目的支持通常同时包括援助和

百分之五十）中国产品与服务的使用。在中

商业金融工具两种方式。例如，发电量400兆瓦

国对外援助的额度增长的同时，海外水电投

的加纳布维大坝就获得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两

资项目获得的支持越大，修建的可能性越

笔借贷：（一）价值29.2亿美元的出口买方商业

高。2012年，中国宣布新增发放100亿美元

信贷，12年到期，其中5年的宽限期，以当时的

的优惠贷款。

商业参考利率1.075%的利率为主；和（二）固
定利率为2%的2.7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作担保，

中国政府还未制定双边援助的官方定

每年30,000吨加纳可可的出口存入中国进出口银

义，一般而言包括了补助、零利率贷款和优

行的账户里。布维大坝开始运行之后，85％的

惠贷款（固定利率、低利率）。补助和零利

电力销售收入将会转入条件交付帐户，如果电力

率贷款通常由中国商务部通过中国进出口银

销售所得超过偿还贷款所需的金额，余下的收益

行发放。然而，中国政府拒绝公开支持中国

将归加纳政府所有。

海外水坝项目的条件，这使把中国海外水坝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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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水电全公司采用了环境与社会

等。葛洲坝签署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的社会

标准。其可持续发展框架中阐述的公司的总体目

责任指引。其指引中对环境和社会的承诺非常广

标、承诺和活动计划，以及执行的时间表，均包

泛且模糊。

含环保、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等政策文件。中国水
电以世界银行的保障政策作为最低标准，故其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简称“长江三峡集

用的标准均符合国际最佳实践标准。（关于中国

团”）是一家国有企业，由中国政府成立，监管

水电的环境与社会政策执行概览，参见第五章）

长江三峡水坝工程的建设和运营。2008年，长
江三峡集团收购了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作为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简称“葛洲坝”）
是一家大型国有工程承包企业，专门负责国内外

其拓展海外业务的平台。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是一家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商。

大型水坝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葛洲坝通
过竞争性投标水电项目逐渐扩大市场份额。基于

长江三峡集团专长于大型水坝的建设，并有

海外水电项目的各阶段可能由不同公司负责，经

大量资金储备以发展海外项目。2011年，长江

常可以看到中国水电与葛洲坝共同竞争同一个水

三峡集团致函尼泊尔总理，表示有兴趣以十六亿

电工程项目。与开发商相比，葛洲坝作为承包商

美元投资具有争议性的西塞提水电站。另外，长

有较少的责任，可它一直与破坏性的水坝项目关

江三峡集团也对巴基斯坦的水电工程做出一百五

系紧密，如缅甸的密松大坝和苏丹的麦洛维水坝

十亿美元的投资承诺。

表四：

苏丹麦洛维大坝：
中国资金在破坏性大坝中的重要性

苏丹的麦洛维大坝是非洲最大

为了建设这个水坝，超过

安置到干旱的沙漠地区。项目主

型的水电项目之一。该项目的发电

50,000人被移民安置。这些受麦洛

管部门答应为安置区提供灌溉用

量为1250兆瓦，使苏丹发电量翻

维水坝建设项目影响的人们拒绝搬

水，但是安置区的土地贫瘠，至

了一倍。该项目形成了一个全长

离尼罗河河谷，并提出了迁徙到新

今无法为移民提供可靠的收入来

174公里、淹没面积为476平方公

水库的岸坡居住的要求。但政府完

源。

里的水库。由于水坝的社会和环境

全无视他们的请求，并强烈打压一

的影响，国际和地方社会组织反对

切的反对声音。安全部队镇压事件

90年代末，苏丹政府代表团

麦洛维水坝的建设。

造成了四人死亡，多人受伤。联合

访问了欧洲和加拿大，并为此水

国住房权利特派调查员对该项目违

坝筹措资金，但水坝对社会和环

2006年，瑞士的联邦水科学

反人权的事实表示“密切关注”，

境的影响让传统的投资者却步。

与技术研究所对该项目进行了独立

并于2007年要求包括中国水利水

正因为中国和中东的金融机构答

的环境影响评价。他们预测强烈的

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水利水

应资助，麦洛维水坝项目才得以

水位波动和沉淀会将对水生生物生

电对外公司在内的水坝建造企业停

继续。中国进出口银行是项目的

态、水质和公众健康有着非常负面

止建设工程。由于水库水位上升，

主要出资方，为项目提供高达5.2

的影响。

数千名拒绝搬离家园的民众被水冲

亿美元的资金。

走。受影响的社区从尼罗河流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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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底，长江三峡集团答应与美国大

地人民强烈反抗的焦点。另外，国电和华能同样

自然保护协会合作，探讨如何改善其海外水坝项

牵涉到具有争议性的项目，其中包括拟建于柬埔

目对环境的影响。长江三峡集团承诺建造利于发

寨湄公河干流的桑博尔大坝。

展地方经济、保护环境、以及让水坝移民受益的
水电项目，并表示自己是一家负责任的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
南方电网”）修建与管理中国华南地区的能源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简称“华能”）、大唐

传输设备，同时也参与到东南亚地区的数个水坝

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唐”）、中国

项目。2011年8月，中国南方电网宣布已经“退

国电集团公司（简称“中国国电”）和中国电力

出”所有柬埔寨的水坝项目，从而表明它是一家

投资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力投资”）是在邻

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该公司的项目包括湄公河

近的东南亚国家开发和投资水电项目的主要国有

干流上的桑博尔大坝和中央豆蔻林保护区的清阿

电力企业。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与低利润

林河水坝项目。中国南方电网目前仍继续与泰国

率是促使这些企业在海外发展的主要原因。相对

电力局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于其他中国水坝建造企业，大唐与中国电力投资

发展缅甸萨尔温江上的三个梯级水电站。

做出了坚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承诺，其中包括签署
联合国全球契约。不过这些承诺尚未能改善海外
项目的具体实施。

还有许多中国企业为海外水坝项目提供设备
和参与基础建设，如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东方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

中国电力投资是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拟建的

以外，中国的水坝勘探研究院为海外水坝建设项

七座梯级水坝的开发商，其中包括密松大坝的项

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众多研究机构中，长江勘测

目。尽管缅甸国内对密松大坝的反对声音越来越

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强烈，中国电力投资依然故我，起初并不愿意公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完成了缅甸伊江上游水

开任何关于大坝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信息。而大唐

电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与计划和哥伦比亚马格达

在缅甸克钦邦建造的太平江水电站则被指控在建

莱纳河的整体开发计划。中国海外水坝行业重要

造前未获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从而成为2011年当

名录详见附录一。

融资专业用语

表五：

出口信贷是银行资助本国物资和服务

首次公开募股是指企业透过证券交易首次发

出口的金融服务。通常由贷款国的一个官方

行股票。通过发行股票所获的资金通常被企业用

出口信贷机构提供信贷担保、保险或直接

作支付债务或企业运营费用，或偿还初期私人投

融资。其中的直接融资与信贷担保或保险

资资金。中国有两个证券交易市场分别在上海和

相反，直接融资可以通过出口商（供应商信

深圳。香港有独立的证券交易市场，中国企业更

贷），或者通过商业银行以贸易形式提供信

倾向于在香港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相比上海和深

贷给供应商或进口商（买方信贷）。

圳的证券交易市场，香港交易所对外资股权限制
较少。

优惠贷款是相对市场利率更加优惠的贷
款。优惠贷款的还款条款非常优惠如利息比
市场利息低或是宽限期更长，或者两者的相
互配合。通常，优惠贷款有很长的宽限期。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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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水利
工程。很多中
国海外水电公司
通过参与如长江
三峡水利工程
等中国大型水
坝项目累积经
验。图片: Seth
Rosenblatt ©
2006

银行与金融机构

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许多水电项目提供了

中国出口信贷机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

资金支持尤其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其水电项

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的海外水电行业。中国政府对

目包括麦洛维（苏丹）、甘再（柬埔寨）、英

其他国家的资金援助则主要来自优惠贷款。不像

布鲁（刚果共和国）、索布拉与卡科多辛克雷

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中国的银行并不会在贷款上

（厄瓜多尔）、布维（加纳）、巴度佳III（洪

强加政策条件。

都拉斯）和西塞提（尼泊尔），以及在阿尔巴
尼亚、贝宁、缅甸、麦克隆、赤道几内亚、加

出口信贷机构是由国家政府支持、促进国家

蓬、马来西亚、老挝、菲律宾、赞比亚、津巴

出口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官方出口信贷机构中国

布韦等地的水电项目。此外，在2010年至2012

进出口银行是一家政策性银行。它为大部分的中

年期间，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拉美的贷款行为迅

国海外水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

速增多，并为几个大型水电项目提供支持。

成立于1994年，是全球最大的出口信贷机构。
其服务包括出口信贷、担保和优惠贷款，以及商

2004年11月，中国进出口银行采用了一套

业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

环保政策，并于2007年4月对外公布。2008年

和商业贷款可用于支付中国企业的提供的产品与

8月，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布了一套更全面的政策

服务。

《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项目环境及社会影响评
估大纲》。总括来说，该大纲要求项目在开展
前和结束后进行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并在项目
进行期间做定期评估（大纲摘录详见附录二）
，违规可导致银行暂停发放贷款。

14

|

国际河流

新的长城: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三家直属国务院领

2005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其

导的政策性银行之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符合

环保政策的概况。这项政策使之与中国的环境影

政府目标的战略性项目提供资金。它与中国进出

响评价法相符合（政策概要详见附录二）。2010

口银行不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同时支持地方与

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根据联合国全球契约有关

海外的项目。在国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南水

人权、环境、劳工和反腐败的十大原则，制定了

北调工程和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等大型项目中起着

一个内部风险防范框架。2008年2月，中国国家

不可或缺的作用。自“走出去”政策出台以来，

开发银行也成立了“赤道原则工作小组”，试图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资助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项

把赤道原则结合到其银行体系之中。

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协助国企获取石
油和自然资源。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利率较高，
没有像中国进出口银行那样提供优惠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均为
中国的主要国有水电企业提供了战略性的信用贷
款。这些贷款让中国的水坝建造企业可以向东道

截至到2011年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至
少在90个国家进行了投资，并与140个国家建立

国政府担保他们拥有足够的项目资金，从而变得
更具竞争力。

了合作伙伴关系。在非洲，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直
接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并通过中非发展基金在

中国工商银行是参与水电建设项目的国有商

中国投资的项目中获取股权。据中国国家开发银

业银行之一，它为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水

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所言，截至2011年9月，中国

坝项目提供了5亿美元的资金。中国银行也为厄

国家开发银行总共为超过30个非洲国家提供70

瓜多尔、老挝和南苏丹的水坝建设项目提供了资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金。不论是中国工商银行还是中国银行，都还未
公开他们在海外借贷中的环保政策。中国商业银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参与中国海外水电建设项

行一直很支持中国水坝行业“走出去”，但中国

目与其重点关注能源、自然资源和中国的再生能

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依然是项目的主

源行业的战略息息相关。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拉

要资金来源。

美和中亚地区支持的数个水电项目，允许贷款以
资源和其他产品出售的方式偿还。以厄瓜多尔为

中国海外水电项目的风险担保通常由中国出

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20亿美元贷款中

口信用保险公司操作。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

的6.8亿美元用于支持四个由中国企业开发的水

一家国有保险企业，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国际贸易

电项目，从而保证当地石油输入中国。通过信用

和海外投资。它唯一功能是提供出口信贷保险和

贷款和普通贷款，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信贷与贷

承保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中国水坝建

款的方式支持中国水坝建造企业在全球的扩展，

设企业的资产征收、主权违约和战争等风险提供

如中国水电至今最大的投资项目--老挝南乌七座

保险。相比世界银行集团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

梯级水坝的开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20

等国际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环境

亿元的贷款。

和社会方面的要求明显不足。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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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各地
参与建设的水坝

23
24

25

22

这些地图列出了中国在世界各地参与建设的水坝
项目。其中某些项目是由中国的银行出资，并由中国
企业开发；而在另一些项目中，中国企业只是数个国
际承包商中的一员。要了解更多关于不同中国机构所
担当的角色和以下列表项目中的项目进度，请参考我
们最新的中国海外水坝名录：internationalrivers.org/
node/3611。

26

亚洲

6.

缅甸
1. 其培水电站（2,000兆瓦）
恩梅开江，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2.

3.

4.

5.

7.

哈希水电站（1,200兆瓦）

萨尔温江，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拉咱水电站（1,560兆瓦）
迈立开江，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密松水电站（6,000兆瓦）

迈立开和恩梅开江，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瑞丽江一级水电站（600兆瓦）

瑞丽江，
云南联合电力发展公司（由云南电网公
司、云南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云南华
能澜沧江水电公司组成），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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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太平江二级水电站（168兆瓦）
太平江，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塔桑水电站（7,100兆瓦）

萨尔温江，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耶瓦水电站（790兆瓦）

多塔瓦底江，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柬埔寨
9. 甘再大坝（193兆瓦）

甘再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0. 松博大坝（7,110兆瓦）
湄公河，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11. 达岱水电站（246兆瓦）
达岱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吉尔吉斯斯坦
12. 苏萨梅尔-科克梅林梯级水电
站（1,350兆瓦）
苏乌萨米尔河，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老挝共和国
13. 南坎二级水坝（130兆瓦）
南坎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4. 芭莱水电站（1,320兆瓦）

湄公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15. 南累克水电站（60兆瓦）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16. 南俄第五级五水电站（120兆瓦）
南俄河，
中国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7. 南乌第二级水电站（120兆瓦）
南乌江，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新的长城: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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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乌第五级水电站

南乌江，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9. 南乌第六级水电站

南乌江，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20. 巴贡水电站（2,400兆瓦）

巴雷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电(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西门子制造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
院，

21. 沐若水电项目（944兆瓦）
拉让江，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尼泊尔
22. 西塞提水电站（750兆瓦）
西塞提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巴基斯坦
23. 布吉水电站（7,100兆瓦）
印度河，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24. 科哈拉水电项目（1,100兆瓦）
杰赫勒姆河，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1

1

25. 尼勒姆—杰勒姆水电站（969
兆瓦）
尼隆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

斯里兰卡
26. 莫若嘎哈堪达水库项目（储水
坝）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
斐济
1. 南德瑞瓦图水坝（44兆瓦）
巴河，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
27. 奔江第四级电站（156兆瓦）
秋盆河流域的武嘉江，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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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马其顿共和国
1. 梯级水电站项目

瓦尔达尔河，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乌克兰
2. 卡尼夫抽水储能电站（1,000兆瓦）
第聂伯河，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非洲
贝宁（与多哥）
1. 阿贾哈拉水电站（147兆瓦，已取消）
莫诺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喀麦隆
2. 莫坎水电项目（12兆瓦）
德加河和莫坎河流域，
中国进出口银行

博茨瓦纳
3. 迪卡通大坝（供水项目）

沙希河和塔蒂河流域，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刚果民主共和国
4. 英布鲁水电站（120兆瓦）

列非尼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

5

7

1

马里
5. 费卢水电项目（59兆瓦）

3

塞内加尔河，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加蓬
6. 布巴哈水电站（160兆瓦）
奥果韦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加纳
7. 布维水电站（400兆瓦）

黑沃尔特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埃塞俄比亚
8. 吉贝三级水电站项目（1,870兆瓦）
奥莫河，
中国工商银行，
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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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丹
9. 麦洛维水电站（1,250兆瓦）
尼罗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10. 卡吉巴尔水电站（300兆瓦）
尼罗河，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赞比亚
11. 伊泰济泰济水电项目（120兆瓦）
卡富埃河，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新的长城: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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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圭亚那
1. 阿迈拉水电站项目（150兆瓦）
阿迈拉河，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10

哥伦比亚
2. Pescadero Ituango水电站（2,400兆瓦）

9

考卡河，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哥斯达黎加
3. 雷文塔松水电项目（305兆瓦）
雷文塔松河流流域，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

厄瓜多尔
4. 索布拉水电站（487兆瓦）
保特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5.

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1,500兆瓦）

6.

El Reventador水电站项目（520兆瓦）

4

科卡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基乔斯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洪都拉斯
7. 巴度佳一级（发电量不详）、二级（发电量不详）和
三级水电站（100兆瓦）

11

帕图卡河，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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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共和国的南
乌第二级水电
站。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建设的南乌
二级水电站将于
2012年9月开
工。这个位于老
挝琅勃拉邦省的
南乌二级水电站
工程会使多达150
个家庭因此迁徙。
图片来源：国际
河流。

指导和监管中国水坝建造
商的相关政策

中

国海外水坝建造商应该按照东道国的法律进行建设。中国政府曾在多个
场合表示，中国企业应该遵守和尊重当地的法律。除了当地法律外，中
国企业以及中国政府的标准和政策同样可以加强中国水坝项目的规划、开发和
运营。中国融资公司在决定是否通过一个海外水坝项目的贷款审批时，也同样
可以采用自己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地方法律也适用。有数家中国水
电企业已承诺当东道国的法律和标准相对低时，将采用中国的国内标准。例如
缅甸，至今尚未有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依然为投资的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本章节概述了可适用于中国在海外水坝

守并尊重当地法律。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

建设的政策和环境指引，以及地方水坝建设

的运营中表现出色，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国外交部

的指引和法规。重要法规和政策的摘录请参

公开声明了同样的要求。中国政府不希望中国的声

考附录二。

誉及软实力因受中国企业的非法行为影响而下降。

当地法规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水坝建造企业必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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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坝建造商项目的基本标准和实践是根
据当地法规来制定的。除了环保（包括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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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和人权保护（包括住房、土地征用、

个投诉机制。中国水电承诺采用世界银行保障政

安置）相关的法规外，海外投资、绿色融资、国

策标准也意味着每个相关的项目都应该进行高质

家规划、反腐败和政府招标程序等的法规同样可

量的环境影响评价，并且当地社区也应有机会对

以成为中国水坝建造商责任与义务的指引。

环境影响评价发表意见。

中国水坝建造企业的标准与政策

中国水电还尚未明确其政策是否只适用于作

中国水坝建造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上

为开发商的项目，还是也能限制中国水电承包的

已有简要和基本的政策。然而，就算这些政策被

项目。鉴于中国水电在水坝行业中的领导角色，

采用了，实际操作仍然很薄弱。

这些政策与承诺对其他中国水坝建造企业而言有
借鉴的作用。

2011年，中国最大的海外水电企业中国水
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水电”

中国水电表示即将在2012年10月于其网

）采用了《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该政策框架

站（www.sinohydro.com）公布政策承诺。

总体勾勒出中国水电的愿景、承诺和政策执行时

在此之后，国际河流将公布中国水电环保政策

间表，并包括了环保、社区关系、可持续发展和

的相关资源，详见：internationalrivers.org/

安全等支持政策。其中与受水坝建设影响的社区

node7637。

和民间社会组织最为相关是环保和社区关系的政
策。可持续发展政策主要与中国水电运营的废物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是由承包商和建筑

减少、能源与水使用等有关，而安全政策则关于

公司组成的行业协会。该协会在其《中国对外承

中国和东道国的工人安全问题。

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中采用了基本的社会
和环境原则，其中包括要求在项目建设开展之前

在移民安置和环境问题上，中国水电采用了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保护珍稀动植物、制定社区

世界银行的保障政策作为最低标准。同时，国际

参与计划，以及扩大当地社区就业机会。中国水

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也被纳入中国水电的社区关

电、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

系政策中（阐述其咨询、参与以及信息获取的政

司采纳了这些指引的原则，但落实情况如何仍不

策），但并未详细描述如何执行这些国际标准。

明确。

虽然，环保政策中制定了如投诉机制等一些承诺
的执行时间表，但绝大部分的环保政策中都没有
规定执行所需达到的目标。中国水电相关承诺的
概述请参考表六，更全面的总结请见附录二。

中国政府对海外水坝项目的指导原则
虽然在过去五年，中国政府渐渐意识到对中
国海外水坝项目所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但尚未出台监管这些项目的法律或法规。目前，

中国水电承诺不会参与任何在国家公园、世

只有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中可以找到

界遗产、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和拉姆塞尔公约下的

尊重当地法律的宽泛要求。2007年，中国商务

湿地范围内的项目。对中国水电而言，这些都属

部、中国外交部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于“禁区”。至于原住民社区，中国水电答应会

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对外承包工程

按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标准运营其

业务发展的规定》。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应

项目。在一个项目开展之前，中国水电应该先与

遵守项目所在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土著人民协商，在他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

重视环境保护，维护当地劳工权益，积极参与当

情况下才能执行。

地公益事业，依法履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样
地，2010年的《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关于

中国水电也承诺和当地社区建立一个有双向

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和于

和开放的沟通的建设性的关系。如果中国水电执

2008年7月21日由国务院发布的《对外承包工程

行环保政策，就应该为受项目影响的社区设立一

管理条例》要求中国企业保护投资接受国的生态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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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环境
政策承诺

表六：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 中国水电承诺与当地非政府组织保持对话。

水电”）制定了相对坚实的政策承诺，但是未来的具

如果中国水电是水坝运营商，类似的对话应

体执行方式却十分含糊。尽管缺乏执行细节会让公民

该在水坝运营阶段继续进行。通过投诉机制

社会和受影响团体在了解承诺的深度和广度时遇到困

和对话，社区应可表达对水坝影响的关注，

难，但是这些承诺同时能提供新的杠杆点和机会来保

特别是那些不可预见的影响。

护人们的生计和环境。这是中国的水电建设公司第一
次发布如此具体的政策承诺。

■ 中国水电将会确保受影响社区可以获取包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影响评价报告等相
项目所在地
中国水电承诺不会参与任何在国家公园、世界遗

■

关信息和文件，以便了解项目对当地社区的
产生的风险与影响。

产、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和拉姆塞尔公约下的湿地
的项目中。

■ 如果原住民受到影响，中国水电应该真诚地与

他们协商与合作，并获得他们自由、事先和知
■

中国水电承诺保护生物多样性，避免对环境造成

情同意。所以在项目开展前，中国水电应该先

影响。如果中国水电负责项目的设计和/或可行性

征求社区的同意，或尊重他们的反对意见与决

研究，它一定会尽力把对环境的伤害减到最低。

定，把他们的意见纳入项目设计的考虑中，并

项目的最终选点和设计应避免对环境造成重大影

在项目开展前满足先前答应的条件。

响。
移民安置
环境影响评价
■

■

■ 中国水电应该避免移民安置。如果无法避

中国水电的最低的基本要求是所有项目都有一份

免，那被移民安置的人们的生计，包括收入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与生产水平，应该维持或者超过原有水平。

根据中国水电对采纳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保

■ 如果移民安置由中国水电负责（这样的情况

障政策的承诺，社区应该可以获取包括环境影响

并不常见），中国水电承诺受影响社区可以

评价报告和社会影响评价报告在内的所有项目的

参与包括草案修改的移民安置规划过程中。

相关信息。
投诉机制
项目影响的公众咨询和信息公开
■

■ 中国水电承诺为所有项目设立投诉机制，以确

中国水电承诺与当地社区建立一个有效的双向和

保问题得到处理和解决。中国水电同时也有责

开放沟通平台。中国水电会适当并及时地就沟通

任确保受影响社区了解该机制的使用方法。

中提到的关注和问题做出回应。与社区居民和当
地民间社会组织沟通和咨询，可以确保他们的看
法得以被全面纳入项目规划的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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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
■ 中国水电承诺避免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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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电承诺咨询当地社区，以找出保护文

化遗产的最佳方法。

时，向当地有可能受到影响的社区发出通
知。社区应该关注并就意外或紧急事故的通
知程序提出意见。

遵守当地的法律和规定
■ 中国水电应在开始建设前获得所有必要的许

可证和审批。

国际河流出版了一份有关民间社会和受水坝
项目影响的社区利用中国水电的环境政策去保护
自己权益和环境的详细手册。要下载该手册，请
登录internationalrivers.org/node/7637。政

紧急事故或意外
■ 中国水电承诺，在任何重大事故或意外发生

策承诺的详细概况见附录三。

环境，遵守当地法规，并在商业行为中加入社会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4年开始实施其环境

责任的考虑。不过，这些规定和指南只属于原则

政策，并2007年8月对外发布其政策。政策要

上的建议，并没有提供更多确切执行措施的详细

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是作为贷款审批的先决条

说明。

件、项目必须通过当地环境行政机构的审批、必
须尊重当地人们的土地和资源权利、以及对有严

概括而言，政府并没有对境外活动进行规

重负面影响的项目必须征求公众意见。中国进出

范，也没有任何监管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的法

口银行的官员表示，实际上，他们更倾向于由西

规。然而，对中国海外投资越来越多的审查也促

方的咨询公司进行或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如果客

使中国政府为拥有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制定非强

户未能完成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政策要求，将会导

制性的行为指南。

致贷款被取消或被要求提前偿还贷款。例如，如
果在项目建造期间发现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中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初稿
2010年，中国环境保护部和其环境规划院
共同制定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的初

国进出口银行的执行部门必须立刻采取补救或预
防措施。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的非官方翻译请见
附录二。

稿。该初稿发表于《中国对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
政策》一书。2013年2月18日，中国环保部和商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采纳了《环境保护项目发

务部共同发布了该指南，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海外

展评审指南》，为其基本的环境政策。作为海外

运营中的环保指导方针，促进了企业了解东道主

水坝项目的贷款审批过程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开

政府相关政策与法律 。虽然该指南没有强制性

发银行会审查企业的环境记录和项目的环境影响

的法律约束力，它依然对许多中国国有水电企业

评价报告，以确保对环境的影响和保护的成本已

有着一定的影响。

被纳入项目成本中。当项目完成并通过了审批，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还会检查项目的环境监测报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环保和社

告，其中包括咨询当地环保机关，查看项目是否

会政策

达到标准。有关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环境政策标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资助的

准的概况，请参考附录二。

项目都受到这两家银行各自的环境和社会政策所监
管。虽然这些政策均符合普遍的社会和环境规范，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并没有采纳由
世界银行或国际金融公司制定的国际标准。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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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金融的国内标准

这些准则是否该应用在海外项目上还十分模

2012年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

糊。不过按照《绿色信贷指引》，银行需要确保

布了《绿色信贷指引》。该指引共有七个章节，

项目融资方遵守东道国当地的环境、土地、健康

首次为中国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

和安全的法律。在更广泛的政策层面，银行也需

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了有关绿色信贷政策和

要遵守国际最佳实践或标准，以加强他们的环境

管理系统、能力建设、监测与监管、以及信息公

和社会风险管理措施。该指引促使更多中国的银

开的指引。指引的重点政策包括：

行采纳并使用如赤道原则等国际标准。

■

移民安置问题在内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有效
管理（辨别、评估、监测、控制和缓解）

中国国内水坝建设的法律法规
中国的环境法和有关环境保护与水电规划
的法规都很齐全，但由于执行不力，削弱了这些

■

信息公开与更高的信息透明度，指出银行

标准。不过中国国内的法律相对严格，应成为在

应“如法律规定的公开信息，并接受市场和

海外的中国水坝建设企业的行为规范的参考。受

利益相关者的监管”。

中国海外水坝建设影响的社区强烈认为中国企业
不应使用比中国国内要求还低的标准。中国国内

中国金沙江。位于金
沙江的金安桥水电
站于2012年通过审
批。2009年，工程在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前
就开展，中国环境保
护部因此责令项目暂
停建设。
图片来源：Seth
Rosenblat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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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标准的提高可以让东道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和

流水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暂行

受影响社区要求中国公司的环保实践达到更高标

办法》（2011）同样要求水电建设项目的环评包

准。下面详细说明了这些标准的概要。

含公众咨询，否则将不予通过。根据这些措施，
项目提出者必须对公众意见作出回应并作出相应

虽然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已经有执行环境

的项目调整，或对公众意见不被接受作出解释。

影响评价的要求，但中国的环境法近年才得以加
强。2003年9月中国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法。该

根据中国法律，政府必须定期并及时公开相

法要求对环境有重大影响项目的开发商在开展项

关信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国公民

目前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自环境影响评价法公

可以向政府机关要求获取包括水电开发计划、环

布后，一系列的行政文件为该法应该如何执行提

境影响评价的完整报告和其他相关文件等信息。

供了具体的指导。例如，国务院2011年“加强重
点环境保护的工作” 的文件中明确指出环境影响
评价法必须在一个开放和透明的环境下执行。

中国有着较强与移民安置相关的法例。其中
2006年发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
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是当中最重要的一条。该

2011年，对应包括跨界河流在内的中国主

条例制定了以下标准：

要河流流域上的水坝建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表了《河流水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

■

报告书审查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的“河流水

被移民安置的人们的移民生活必须达到或者
超过原有水平；

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要求水坝开
发项目需要把整条河流流域和相应的策略性环境

■

移民安置计划不能只是对土地和资源损失的
金钱赔偿，必须把经济发展计划纳入其中；

计划纳入开发计划的考量中，充分体现了预防原
则。例如，如果项目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或严重性无法预估，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就一

■

移民安置计划必须为被迁徙的人们创造就业
机会；以及

定不能通过审批。此外，该法还限制了水电工程
项目能造成的损害程度。如果某项目将对环境造
成一定程度或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并没有可行的

■

对于农村移民安置，移民安置计划必须包括

解决方案的话，其环境影响评价也一定不能通过

新耕地的开垦（以防安置地点出现过度拥挤

审批。

的情况）

环保部于201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另外，1949年至2006年期间因为水坝建设

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水电建设

被移民安置的人们可以在20年内获取每年75美

项目必须首先“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

元的特殊社会保障金，相当于为过去受水坝影响

遵守“生态优先、统筹考虑、适度开发、确保底

的移民提供退休金。

线”的原则指导。换句话说，就是需小心保护环
境，并妥善地安置人们。
中国法律要求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必须包
含征求公众意见的活动。过程中需要告知公众项
目和环评信息（虽然实际上这只是环评报告的概
要）、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谁能参与、公众提
出意见并促进公众参与的方式（听证会、意见征
集、公众或专家座谈会/论证会）、如何处理公众
意见并将之与环评结果结合。发改委发布的《河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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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标准与准则

中国政府与企业对《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2000年，世界水坝委员会出版了水坝行业

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与救济”框架》感兴

中有关社会和环境标准最全面的建议。世界水坝

趣。该政策框架是为商业和人权之间的挑战而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水资源和能源

制定，由联合国秘书长的商业和人权特别代表约

开发框架，旨在保护受水坝影响的人们与环境，

翰•鲁格于2008年首次提出。框架建立在三个核

同时确保水坝带来的利益能得到公平分配。

心支柱上：（一）国家有责任防止包括企业在内
的第三方对人权的滥用；（二）企业有责任尊重

这份由世界水坝委员会发表的框架，包含以

人权；以及（三）受害者能更好地获取有效的司

下几个有关如何改善水坝规划的特点，包括：需

法与非司法援助。在此框架下，企业有责任尊重

要全面评估可以满足水和能源需求的所有选项、

人权，意味着需要尽其责任避免侵犯他人权利。

在建设新水坝前解决现存水坝的主要问题、遵循

所以企业应该制定人权尽职调查程序，以调查、

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则、在主要

预防并解决对人权的不利影响。企业的人权尽职

决策上获得公众支持、以及健康河流的重要性。

调查的主要元素包括企业活动对人权的影响的评

世界水坝委员会的建议在多个与公众对话的过程

估机制、企业运营与人权的整合、以及跟踪与反

中获得了国家的采纳，并继续影响世界各地的水

馈机制。虽然中国政府对框架表示兴趣，可是中

坝开发标准。该建议的概览详见于附录二。如要

国企业还尚未纳入运营中。

获取世界水坝委员会建议和关注重点，请参考国
际河流的《世界水坝委员会公民手册》。

数百家中国企业，包括大唐国际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国家电

国际水电协会(IHA)是水电行业的一个会员

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都签署

制组织。2011年11月，国际水电协会出版了《

了《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全球契约》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给水坝建造者提供一

为致力提供了一个企业在运营策略中“遵守

个不具约束力的量化评估方法，在项目周期不

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

同阶段中，对水坝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可持续

本原则”的框架，其中包括企业尊重人权的责

性进行评估。该规范没有制定最低标准，并鼓

任。该契约属于一项自愿举措，因而被批评缺

励对项目进行自我评价。目前，评估已经开始

乏有力的执行机制和反馈制度。有关详情请登

实施，并必须公布以便进行公众咨询。中国水

录globalcompact.org。

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工程
开发总公司和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都是国

最后，中国许多企业都通过了国际标准化组

际水电协会的会员，未来可能会把《水电可持

织的ISO14001列标准（ISO 14001-2004环境管

续性评估规范》列入项目的执行之中。如需阅

理体系认证）。虽然该系列的标准并没有明确任

读《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可以登录hydro-

何环境绩效指标，但指出所有获得认证的企业都

sustainability.org。该规范的完整概览请见

须制定识别与控制其业务造成的环境影响的的管

internationalrivers.org/node/3399。

理机制，并有系统地制定企业的环境目标。认证
企业必须具备的系统模式可以带领企业制定环境

赤道原则是由全球主要的私营银行根据国际

政策、执行计划和内部的持续审计。中国水利水

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建立的自愿性社会与环境准

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十六个海外工程局已全部

则。目前，中国只有兴业银行采纳了赤道原则，

获得ISO 14001-2004的认证。

并于2009年在该框架下在国内进行了首次交易。
环保组织批评赤道原则，指其没有任何执行机
制。2012年，赤道原则在检讨后取得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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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签署的联合国宣言与国际条约
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众多国际条约，加入了

新的长城: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

各种机构，同时承认了有关大坝修建的数条约束

2007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对《

性较弱的法律。这些义务不仅适用于中国国内的

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投了赞成票。该宣言“

活动，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中

强调原住民有权维护和强化自己的制度、文化和

国政府应当保证其公司和金融机构在海外的运营

传统，按照自身的需求和愿望寻求发展”。《联

遵守相关承诺。

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尤其惠及了受大坝项目影
响的原住民团体，因为该宣言规定，任何项目获

与中国海外大坝修建尤其相关的是《联合国

得通过之前，政府必须事先告知原住民，并在自

跨国企业责任规范》。该规范于2003年通过，

由、事先和知情的情况下获得他们的同意。了

规定跨国公司有责任按照《世界人权宣言》的要

解更多信息，请登录：oxfam.org.au/explore/

求维护人权。该规范还规定跨国公司必须按照国

mining/information-for-communities/。

家和国际法律的要求保护人权，提供公平就业机
会，确保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遵守东道国的

中国参与的主要环境与人权条约见附录四。

环境法律，和执行可持续发展规范。

表七：清洁发展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的主

中国水坝建设者也开始为其国际项目申请

要碳抵销项目，旨在允许发达国家通过气候友

清洁发展机制的碳信用额。例如，中国水电为其

好型项目购买碳信用额（又称碳抵销），以履

柬埔寨的甘再水电项目申请清洁发展机制碳信用

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

额。该项目的资金是通过中国水电企业融资和中

义务。主要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都在中国、巴

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支持。其他例子包括一些在受

西、印度与墨西哥。

保护和具争议性地区的项目，造成了大规模的森
林砍伐。

国际河流发现很多水电项目开发者滥用清
洁发展机制。很多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审批的计

项目开发者须受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标准监

划项目都是“非附加性”的，换言之，不管最

管。在欧盟的连接指令下，经由达到世界水坝委

后是否获得碳信用额，项目也会进行。专家估

员会标准的大型水电项目（超过20兆瓦）购买

计在所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非附加性”

的碳信用额（或经过核证的减排量）只能用于欧

项目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在为这些“非附加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性”的项目申请碳信用额时，发达国家实质再
利用一些虚构的碳排放数据，造成全球净碳排
放上升，与原本清洁发展机制希望达到的效果

更多资讯请参考CDM观察的的应用手
册：cdm-watch.org/?page_id=845。

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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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的贝林加水
坝。位于加蓬伊
温多国家公园内
的著名瀑布--金
刚瀑布，正遭受
着水电站建设计
划的威胁。而该
水电开发项目可
在国家公园外被
其他可行方案替
代。贝林加水坝
是为贝林加铁矿
项目发电的两个
拟定水坝项目之
一。该铁矿项目
位于加蓬的滨海
首都利伯维尔以
东500公里。

针对中国海外水坝影响的运动

自

2008年7月，《新的长城——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出版以来，受影
响的社区与民间社会组织已经发起了多次运动，申诉中国海外水坝对当
地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其中包括缅甸民间阻止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参建的密松水
电站的全国性运动，肯尼亚团体呼吁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埃塞俄比亚吉贝三级水
坝唯一的国际投资人负责，还有国际河流组织倡导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制定其首
份环境政策。本章节讲述基层和民间社会组织如何有建设性并富有成效地影响
中国海外水坝建设。

执行环保政策

保护区被撤销，以为在保护区的其他开发项目让

加蓬的贝林加水电项目是一个总值35

步。该联盟尤其关心大坝以及相关开发对周边环

亿美元的铁矿石开采项目的一部分，其中还

境带来的影响，因为这是生态敏感区，并且是濒

包括道路和一套港口设施。中国机械工程总

危野生黑猩猩的栖息地。

公司中标开发大型矿山和相关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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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道路、水电站。该项目的资金来源中国

2008年年底，加蓬非政府环保组织“头脑

进出口银行。水电站的大坝建设遭到强烈反

森林”（Brainforest）致函中国进出口银行行

对，因为坝址设在伊温多国家公园的金刚瀑

长，要求银行对中国机械总公司违反中国进出

布上。当地民间组织组成的加蓬环境联盟，

口银行环保政策和当地法律的指控进行调查。随

公开表示担心贝林加水电项目会导致当地的

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决定不为贝林加水电项目提

新的长城: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

供融资，直到环境影响评估获得通过。据“头脑

行国际性宣传与倡导以及提高公众意识等行动。

森林”执行总干事马克•奥纳称，中国驻加蓬大

吉贝三大坝对环境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已有据可

使告诉他，民间社会的反对和环境影响的是中国

查。在下游肯尼亚境内的社区代表和他们的盟友

进出口银行决定暂停对贝林加水电项目融资的因

领导的运动已成功地阻止了想直接支持吉贝三大

素之一。本案例证明向如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金融

坝的国际融资者，如JP摩根大通银行、非洲开

机构，提出项目环境影响与其环境政策之间的差

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等。

距并引起融资者的注意是可行的行动策略。
2010年，中国工商银行表示有兴趣资助吉
2011年12月，加蓬政府由于担心中国机械

贝三大坝的一部分。中国工商银行提供资金支持

总公司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剥夺了该公司的采

中国国营企业东方电气机械公司为项目供应的涡

矿权。2012年初，英澳矿业公司必和必拓与加

轮机。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图尔卡纳湖之友”对

蓬政府就采矿权进行谈判。目前并不清楚水电站

此向中国驻内罗毕大使馆表达了关切与担心。最

是否包含在谈判项目中。

初，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开放讨论该项目。然而后
来，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对村民说，中国政府对该

让中国最大的银行承担责任

大坝项目不承担像投资方和承包商那样的责任。

埃塞俄比亚奥莫河上的吉贝三水电站将会影

使馆官员认为该项目是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政府

响50万土著居民，使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湖 –肯

的决定。对于中国官员的不作为，活动分子感到

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的生态环境崩溃。图尔卡纳湖

沮丧并在使馆外举行了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活动

社区坚决反对埃塞俄比亚在上游建设的大坝。肯

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

尼亚的图尔卡纳湖之友组织发起了法律诉讼，进

图尔卡纳湖
在炎热的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是孕育无数生命的地方。该湖是很多动物的家园，其中包括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尼罗河鳄
鱼、大量的河马、以及数百种鸟类和鱼类。超过25万原住民在该环境下努力求存。有确凿的证据显示，目前埃塞俄比亚正
在建设的吉贝三级大坝，将威胁到世界遗产图尔卡纳湖的特殊景观。大坝将因此改变流域的水文情势，最终可能导致该湖泊
萎缩、成为生态不可持续的废墟，并再也无法承载当前的生物多样性。照片由克里斯托弗•塞利希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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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Brainforest致函中国进出口银行：

加蓬贝林加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地址：Brainforest
870, Rue Barro,
Face Hôtel Louis, Quartier Louis.
4474 Libreville- GABON
电话: + 241 07 29 41 40
电子邮件: info@brainforest.org
网址: www.brainforest.org

Mr. Li Ruogu
李若谷先生
President
of China Exim Bank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
No.30,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30号
FuXingMenNei Street
100031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1
P.R.China
Subjec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Belinga project - Gabon

Brainforest
870, Rue Barro,
Face Hôtel Louis, Quartier Louis.
4474 Libreville- GABON
Tel: + 241 07 29 41 40
E-mail: info@brainforest.org
Web: www.brainforest.org

20 October 2008
2008年8月4日

事由：加蓬贝林加(Belinga)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Dear President Li Ruogu:
致李行长,

Brainforest is an environmental NGO in Gabon. Our mission is to inform and assist stakeholders in the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Brainforest
是加蓬的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我们的使命是告知和协助利益相关方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和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Gabon. We are writing to express our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Bélinga iron project, for
协调的管理。我们写信表达我们对贝林加（Belinga）铁矿项目的严重关注，此项目已经开始, 对原住民和
which China Exim Bank is the sole financier. W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ith construction that has already commenced and
当地社区都有潜在影响。我们知道贵机构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出口信贷机构，大量参与了非洲的发展,并正在
the potential
impacts on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对此项目给予融资支持。
The Bélinga iron ore deposit in the north-east of Gabon was discovered in 1895 and stands as one of the last
位于加蓬东北部的贝林加（Belinga）铁矿藏发现于1895年，是世界上最后未被开采的铁矿藏之一，铁矿
untapped iron ore deposits on earth, with an iron content of 64% and reserves estimated at one billion
石含量达64％，储量估计达10亿吨。开采贝林加(Belinga)铁矿藏需要采矿基础设施，电站、铁路和港口；
tons…Mining the Bélinga iron deposit will require the construction of mining facilities, power stations, railways
将建一个水坝提供电力，两条铁路支线（320公里）连接从Belinga到Booue，以及Ntoum外围到未来利
伯维尔（Libreville）北边的Santa
and ports; a hydroelectric dam willClare港口。
provide the mine's power supply, two railway branch lines (320 km) linking
Bélinga to Booué, and the Ntoum periphery to the future port of Santa ——消息来源：加蓬共和国官方网站
Clara, north of Libreville.
Source: Official site of the Gabonese Republic

由CMEC（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承建的贝林加（Belinga）项目已在实施中，我们所关注的项目的
影响评价报告却尚未公开。
Construction
of the Bélinga project, operated by CMEC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of realisation, however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impact studies have not yet been made public.
贵行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导意见规定，所有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的项目，都要求有深入的影响研究
报告和减少影响的措施到位。

Your 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stipulate that any project financed by China Exim Bank
requires
in-depth studies of the impacts and measures put in place to reduce them:
第6条：社会评价是指针对项目实施对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利用，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和评
估，并提出减少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评价范围主要包括劳动与用工条件，社会安全与健康，土地征用和移
Article 6. Social impact refers to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n socio-economic,
民保护等方面。
——《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项目环境与社会评价指导意见》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proposes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reduce that impact…

我们强调重要的是要有详细的影响评价报告，并使其得以公开。而且会见当地被影响的人民也极其重要。
报告的质量应该符合工程的潜在影响程度。
W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a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 and that the study be made publicly available. We also insist on

the importance of meeting with local populations effected by the action. The quality of the study should be proportional to the
影响评价必须实现三个目标：
stakes of the project.
· 帮助企业、公众或个人认识到工程的各个阶段都要尊重环境，

The impact
assessment must meet three objectives:
· 允许受到工程影响的管理当局，在掌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Helping the project owner,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realize projects that respect the environment at each phase;
· 使公众知情并推动其参与决策；包括项目的介绍和影响评价报告能为公众知情以便决策者做出成熟的决
策。这是一个从项目的设计阶段就要参与并执行的方法。
Allow relevant project authorities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by supplying them with project information;
 Inform the public and facilitate its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The project dossier, including impact studies,
CMED为了建设水坝而在Ivindo国家公园开始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为铺设一条40公里的路到Kongou瀑布
must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so that their observations may be considered by decision makers. This is an
而大量砍伐森林，而且没有向当地社区提供充分的信息。我们想知道这些损害是否符合你们的政策和指导
approach that must be participatory and implemented from the design phase of the project.
方针。

Regarding the infrastructure work carried out by CMEC in the Ivindo National Pa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 we wonder if
我们想提醒你们注意Kongou瀑布对当地人口的重要性。实际上，瀑布是Makokou的Ivindo河地区最好
your policy and guidelines have been met,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massive damage caused by deforestation during the creation
的渔业区，另外，对Ivindo的Kota人民来说还有精神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崇拜Assayoko保护
of a 40神。CMEC应该考虑村庄所受的影响,
km road in the national park to the Kongou
falls and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local communities about that
补偿他们的损失, 或者想办法减少这些影响。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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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本身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个地区的渔民一直依赖Ivindo河和Zadie河为生, 随着铁矿项
目的开始实施，这些河流将会面临高污染的风险, 当地人民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你们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指导意见详细说明了要尊重当地和本土居民获得资源的权利。

第12条：境外项目评价应遵守以下原则（…）尊重当地居民对土地、资源的权力。
——《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项目环境与社会评价指导意见》
因此，必须考虑Ivindo河区人口的活动,以更好地了解未来的铁矿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此外, 当地人民强烈要求被告知,并征询有关项目和各种基础设施相关的问题有:
刚果水电大坝：人民将会从电力中受益吗？CMEC会为当地社区提供就业吗？对渔业和其他活动有什么影
· 响？
铁路：铁路的路线是什么？这和1964年Foley Brothers公司的是同一条吗？哪些社区将会受到影响？
· 铁矿: 这个地区的居民将会得到优先的工作机会吗？有什么影响？对当地人有什么益处？
·
我们认为为了了解受影响的人民所期望和关心的问题，必须在Ogooue-lvindo全省内与他们进行广泛
的信息交流和对话。

开发商或代理人必须以简单、实用和易于理解的方法向人民提供意见草案，并且通过张贴通知或其他视听
手段来举行公开征询意见的活动。
——根据2005年7月15号颁布的第000539号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定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强调了公开环境影响报告的重要性和义务，详细内容包括：

第七条：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向公众公开文件信息。
· 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当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
· 管部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前，向公众公告如下内容：
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 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 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 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
· 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 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和起止时间。
·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中国法律也要求决策者，考虑到公众舆论，做出任何决策之前都要详细调查和核实当地人民的意见和争
议。倘若各方都能表达出对替代发展和补偿人民的意愿，为了对话和沟通, 我们将建议加蓬民间社会给予支
持，他们对当地社区富有经验和了解。
我们很高兴与您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无论是以通信还是会面的方式。为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我们
希望协助贝林加项目实现最好的结果。
我们期待着您的回复。
此致
Marc Ona Essangui
Brainforest 主席
联署机构:
国际河流组织|地球朋友

抄送:
中国进出口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张雪松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谢彪
COMIBEL (Belinga 矿物公司)总经理Jean-Firmin
Koumazock先生
中国驻加蓬大使薛金维
加蓬矿产、石油、碳氢化合物、能源、水利和新能
源促进部部长
加蓬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自然保护部部长

加蓬外事、合作、法语和地方综合部部长
加蓬经济、财政、预算和私有化部部长
中国驻加蓬大使
加蓬参议院院长
加蓬全国议会主席
加蓬媒体
中国媒体
国际媒体

缅甸密松大坝的建
设工地
如果缅甸密松大坝
建成，将淹没迈立
开江和恩梅开江的
汇流处，也就是伊
洛瓦底江的始源
地。对于当地的克
钦人来说，汇流处
是一个神圣的地
方。图片：国际河
流

一篇为中国记者提供关于工商银行参与吉

电项目投资的环境和社会的风险意识。据国际河

贝三大坝项目信息的新闻稿，被第一财经日报的

流的理解，未来工商银行将尽更大努力对评估海

记者看到并对此做了详细报道。该报道引起了公

外水坝项目贷款进行尽职调查。

众对工商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质疑与关注。同
时，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组织了一次记者信息

缅甸密松大坝的停建

发布会，并邀请“图尔卡纳湖之友”、银行监察

缅甸总统吴登盛决定在他的任期之内暂停在

组织和国际河流组织成员为外国记者提供背景知

伊洛瓦底江上建设的6,000兆瓦密松水电站大坝

识。会后，几家主要的国际报纸做了报道，中国

工程。这是引人注目的中国海外水坝项目首次在

外交部对此也给出了简要回应，重申了中国政府

施工期间被暂停。

对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的期望。
密松水电站是缅甸军政府和中国国营企业
尽管民间社会努力阻止工商银行参与这一破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于2006年12月签署的八级伊

坏性的水坝项目，工商银行仍在2010年中旬批

洛瓦底江源头水坝协议之一。根据合同协议的条

准了用于购买该大坝的电气设备和涡轮机的5亿

款，中国国有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将有该水坝50

美元贷款。国际河流组织致函工商银行总经理，

年的运营权，并从售电获取收入。

对已批准的贷款表示失望。民间社会活动对工商
银行的声誉造成影响逐渐受到关注，特别是在工

2009年12月，在地方和全国的强烈反对

行股价下跌之后。 2011年6月，南华早报报道，

中，密松大坝开始建设。自2006年以来，克钦

鉴于其支持吉贝三大坝的争议，工商银行目前已

独立军向建设者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发出数

使用最高的国际标准评估融资项目。

次警告称克钦人民决不接受在缅甸圣河上建设大
坝。这些警告引发了数以千计的缅甸军队部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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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运动没有阻止工行贷款给吉贝三大坝，

该地区。军政府与克钦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是

但此次运动加强了中国银行和公司对海外大型水

复杂并具有历史性的。克钦反政府武装对军政府

国际河流

新的长城: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

与中国公司在克钦邦境内开发水电所致影响的不

个神圣的、不朽的文化遗址。据当地媒体举办的

满与担忧逐渐升温，是导致双方1994年停火协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九十的缅甸人民反对

议瓦解的因素之一。 2011年6月，由中国大唐集

大坝。国家反对的强度反映了该地点在缅甸人心

团开发的太平江水电站成为了克钦族反政府武装

里的独特地位。到2010年，缅甸发起了名为“

斗争的焦点。

拯救伊洛瓦底江”全国运动，组织了包括艺术展
览、研讨会和书籍出版等活动。

除了当地民族的反对，在仰光的民间社会和
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几乎一致反对大坝建设。

重要的是，在总统做出暂停决定之前，缅甸

密松水电站大坝坝址位于迈立开江和恩梅开江的

政府于2011年9月17日举行了一次关于伊洛瓦底

交汇处，这个地方在缅甸人心中一直被认为是一

江水电站大坝对环境影响的研讨会。在该研讨会

表9：国际河流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的政策对话
自2006年以来，国际河流组

更好地达到此目标提出意见和建

2012年1月，中国水电通知

织已告知中国群众海外水坝的影

议。我们对有关细节可能有不同

国际河流组织，它已正式通过可

响，并鼓励中国大坝建设者和金

的意见，但如果中国想成为该领

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和环境政策

融机构采用国际环保标准。鉴于

域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水电需要

声明。中国水电承诺，充分遵守

中国水电在海外大坝建设中的突

遵循国际先进的环保标准。这次

适用的各级法律，采取所有世行

出作用，它就成为了我们的倡导

会议标志着一个过程的开始，这

的保障政策，尊重“不涉足”区

对象。国际河流组织知道中国水

对中国的大坝建设者和全球的环

域，包括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遗

电渴望成为一个全球领导者和中

保人士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址，与当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进

国的“软实力”大使。2009年2

行公开的对话，并为所有项目制

月，我们致函中国水电，敦促他

2010年3月，中国水电同意

们听取受其项目影响的社区的声

为其所有海外业务编制环境政

音，并建议制定一个世界级的环

策，并邀请国际河流组织提出建

我们从与世界银行及许多

境政策，以解决海外风险。国际

议。在随后的一年中，国际河流

国际机构交涉的经验所知，环境

河流组织同时提出相关的咨询意

组织与其合作伙伴协商，拟订了

政策只有落到实处才是好的。这

见。

详细的建议，并与公司在北京的

将是中国水电的下一个巨大挑

官员讨论了政策草案。我们还用

战，中国水电公司拥有二十一家

2009年7月，国际河流组织

我们的新发现来警告该公司对于

子公司，十三万名员工和许多不

的政策主任白好德和三个中国非

具体项目的负面影响。我们承认

符合新环保政策承诺的项目。国

政府组织，在北京会见了由中国

中国水电的进展，我们也明确表

际河流组织清楚知道新的承诺不

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水

示如果他们继续建设一些破坏性

可能解决所有中国水电项目所引

电智囊团组成的代表团，这是中

的水电项目，我们将公开反对，

发的冲突。国际河流组织将继续

国的国营企业和国际倡导组织之

如湄公河上的芭莱水电站、埃塞

努力，以确保新的环境政策给受

间的首次对话。中国水电代表强

俄比亚的吉贝四大坝以及苏丹的

影响的社区和环境带来真正的改

调公司承诺保护环境，但就如何

卡杰巴(Kajbar)大坝。

变。

定申诉机制。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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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政府部长们第一次承认对密松大坝的关键信

（四）在遥远的北方，由于气候变化、暴雨

息不了解。项目的环境影响和地震风险的质疑迫

或严重的地震所引发的雪山融化的冰水，可能会

使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向公众发布全面环境影响评

破坏密松水电站大坝，使大坝下游的城镇和村庄

估。缅甸民间环保组织也把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对

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还有

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分析的问题与缺漏，给总统和
及其顾问做了核心的简要汇报。

（五）对伊洛瓦底江流域有可能造成破坏性
的影响。

两星期后，吴登盛主席致函国会，决定暂停
密松水电站项目。他写道：

我们的政府由民众所选，所以必须尊重民
众的意愿。我们有责任严肃地回应公众的关注。
因此，在我政府执政期间暂停密松电站大坝建

“伊洛瓦底江的密松水电工程第一阶段是由

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实施，我们注意到公众对密
松项目有以下担心：

在该决定公布时，大坝工程已完成约百分之
十。自此，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启动了公关活动，

（一）密松的自然景色是大自然的恩赐，它

以争取缅甸国内对密松水电站大坝的支持。这些

不仅是克钦邦的也是缅甸的一个地标，却可能消

努力包括发放大量传单和发行短片，高调访问安

失;

置村庄和在中国为缅甸水坝工程师提供培训。伊
洛瓦底江上其他七座水坝的建设仍在进行中。但

（二）河流上游的民族和村庄可能因淹没而
失去生计；
（三）民营企业投资的商业化种植，包括橡
胶及柚木种植园可能将遭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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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7月，密松大坝建设仍然暂停。

新的长城: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

你能做些什么

照片：帕图卡三
大坝的抗议

阻

止大坝或减少大坝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的运动有许多不同的策略，其
中包括研究、利益相关者的拓展与联系、媒体宣传、法律诉讼、政策
倡导、企业倡导，以及和平抗议。本章节介绍的策略将有助于解决由中国企
业和投资者建造或融资的水坝项目。国际河流组织出版的《水坝、河流和权
利》为大坝及其影响的社区提供了更多基本信息，并给出了如何质疑大坝的具
体想法。该出版物可以在该网站下载多种语言版本：internationalrivers.org/
node/4156。
中国的企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大型水坝建设

者之一。群众与组织可以如何影响中国海外的水

记在心。因此，采取施压的方法来促进改善
中国海外水坝建设的做法并不管用。

坝项目？在某些方面，与中国企业、金融公司和
政府部门交涉的挑战很大。在中国国内，环境保

然而，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寻求

护及公众参与咨询仍是新概念，并且法规的执行

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中国投资者热衷于与

尚未到位。在国外，许多中国企业在与融入当地

外国发展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他们的兴趣

社区和共享信息方面缺乏经验。中国政府和企业

是长期的稳定，包括和平、与政治和环境的

也抗拒西方强加在海外投资项目的实施标准。同

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希望确保中国企业不

时中国人普遍对遭受西方和日本殖民者的屈辱铭

损害国家的声誉。中国企业想要想被看作是

文字说明：洪都
拉斯的帕图卡三
大坝。洪都拉斯
的当地社区抗议
建设帕图卡三大
坝。帕图卡三是
中国水电在洪都
拉斯建设的第一
个水电项目，也
是计划在帕图卡
河建设的三座水
坝之一。在中国
水电之前，由于
缺乏资金和社会
反对，美国和台
湾的公司都放弃
了建设帕图卡三
级大坝的计划。
图片来
源：Survival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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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中国公司驻东道国办事处以获取影响评估
的副本。
记录违反当地法律和标准（视频和照片）的
行为，并收集证明。中国企业希望被视为负责任
的合作伙伴，而中国水坝公司总部或高级行政人
员往往不会容忍违法和操作上的问题。违法行为
的记录可在当地媒体曝光，也可用于向中国的利
益相关者申诉和证实你的担心与要求。
建立联盟
建立联盟是倡导活动策略中最重要的部分
之一。与当地受影响的社区建立关系是至关重要
图片说明：柬
埔寨斯登沃代
大坝。中国建
筑工人在柬埔
寨柴阿润大坝
（120兆瓦）
现场照片。

现代的、负责任的、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中国

的。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水坝公司可

民间社会和媒体也热衷于让公司和银行对其海外

能更喜欢直接与受影响的社区沟通，而非通过民

活动负责。

间组织。强有力的本地发言人和对社区组织的支
持对确保中国机构认真对待当地的不满和关注尤

进行研究和事实调查
你需要开展独立研究并找出项目的开发商、
建设者、投资者，以及项目的受益人群。中国企

为关键。关于指导社区组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国际河流组织的《水坝，河流和权利》指南，网
址：internationalrivers.org/node/4156。

业通常只作为承包商，但如果他们是项目的开发
商，他们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可以成为你倡

联系企业

导活动中的一个更大目标。找出项目需要遵守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企业在投资地越来越

法律，以及中国的政策和指导方针。一些学术机

意识到与当地社区和民间社会交流的重要性。直

构和像国际河流组织这样的国际民间组织可以协

接通过信件或拜访公司的代表可能是一个传递信

助组织大坝项目的独立调查。

息的重要方式。

中国企业建造的水坝通常缺乏对社会和环境

在你联系公司之前，请查阅指南中的“企业

的影响的全面考虑。你需要进行大坝建设前的调

名录”（第三章）和“政策”（第五章），找出

查研究并为社会和环境条件的基线提供依据。找

该公司应对项目实行的社会和环境标准。查阅当

出大坝建成后的潜在损失可强化停止水坝或修改

地法律的要求及规定，以及中国的相关标准。找

破坏性水坝计划的依据。研究大坝建成前的状况

出公司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做了什么研究及其应

也可计算出赔偿要求的基准。把大坝建成后将损

对方案。在你的沟通时，需确保他们理解你所关

失的社区自然资源做成简单地图也是很有用的工

注的问题，以及你对于相关的国际、中国政府和

具。更详细、专业和昂贵的生物多样性和对淡水

公司的标准的认识。对中国公司的信函样本请见

影响的实地调研可以由学术机构或组织来安排。

附录五。

你可考虑邀请中国专家和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并
在中国国内发布报告和调查结果。

中国公司的规模可能很大，找到合适的人
来向他们表达您的忧虑并不容易。虽然在项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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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获取大坝的研究报告并进行检阅。即便

场的工程师和工人在大坝项目没有什么发言权，

是项目运营的最低标准，中国企业应向公众发布

但是他们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中国公

大坝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概述。你的国家

司聘用的当地工作人员，如翻译或公关人员也可

的法律可以作为中国海外水坝项目的更高标准。

能愿意分享信息。有时更有效的沟通方式是联系

国际河流

新的长城: 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

在中国的区域经理或在当地项目办公室的经理。

些会面也可能让你更了解如何与中方合作，以及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和银行不太习惯接收信

在中国进行倡导。国际河流组织和中国的非政府

件。缺乏回复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的问题没有受到

组织会帮助你寻找相关的联系者。

重视。如果信件的措辞具有建设性并且你的需求
明确也具有实质性，你的信件很可能被中国公司
接受。信件应翻译成中文。

灵活沟通和文化敏感性
通常设计一个成功的倡导信息具有挑战性，
而传达令人信服的信息给中国的利益相关者和目

如果你的目标是减少项目对社会和环境的

标人群尤其困难，所以在措辞上必须谨慎。中国

危害，如完善移民安置规划，减少大坝的建设和

企业和中国政府对反华的情绪尤其敏感。中国公

运营对环境的影响，或寻求重新开放社区协商进

司和使馆官员不可能与被视为反华的组织接洽。

程，那么联系该公司是最合适的。

请在写信息时参考和运用先例。缅甸密松大坝的
暂停和苏丹麦洛维大坝项目的人权侵犯已成为许

跟踪资金来源
由于水坝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所以融资通

多中国的水坝建设者要避免的案例。信息中包含
全球责任、国际声誉和问责制等诉求也很有效。

常是大坝项目最薄弱的环节。融资者往往可以决
定哪些项目可以继续，以及大坝还需满足哪些标

企业活动

准。中国水坝项目的问题应提请融资银行注意。

大部分中国的水坝建设公司是国有企业。近

如有中国的银行正考虑给海外水坝项目提供贷

年来，中国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开放部分股权并在

款，你需提供银行大坝的影响及其忧虑等信息。

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些企业的出售股份或

但如果大坝建设已启动，针对大坝的投资者就没

首次公开募股等活动为非政府组织和相关社区提

有多大作用了。虽然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政策暂停

供了质疑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机会。通常首次公开

了一个涉及环境和社会问题的项目的贷款，但我

募股将引起众多媒体对公司的运营及业绩等各个

们不可预知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一旦项目贷款

方面的高度关注，会上潜在的股东和公众可以向

批准，中国的银行很少撤回融资。如果你的目的

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他们对公司运作的质疑。这是

是停止或暂停某项目，那么针对当地政府或寻求

一个公开表示对公司表现及其社会环境风险与公

法律诉讼来暂停项目可能更有效。

司内部合规政策的关注的好时机。关于首次公开
募股这类活动的倡导，可参见国际河流组织在中

除了中国的绿色金融政策外，中国的一些银

国水电首次公开募股时的案例：见42页。

行也有自己的社会和环境标准，并应敦促他们遵
守这些标准。例如，中国海外水坝项目投资最多

在当地的活动

的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对项目采用环境和社

如上所述，你的倡导运动的首要和主要策略

会标准（见附录二）。请查看第五章的“绿色金

应针对你的政府（审批机关）、大坝投资者和大

融”部分，熟读这些标准，并在信件和媒体声明

坝开发商。中国的水坝建设公司和中国大使馆官

中引用。同时也可考虑用书面形式向中国进出口

员在回答关于中国大坝公司的责任问题时，我们

银行行长概述违反银行政策的相关行为。

通常听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是按照东道国政府
的要求进行。

访问中国
访问中国有助于提高你的运动在中国的公众

除了相关的东道国政府行政部门，大使馆也

意识与和支持。访问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媒体

是受中国海外水坝项目影响的群体可以直接接触

和学者可能可以找到有用的活动联系人，让你的

和适当的申诉点。使馆工作人员将关注事件是否

材料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得到媒体报道。中方的

有损中国声誉，并就其政治、社会和环境风险向

联系人可以帮助你跟进公司或以你名义做非正式

中国的企业提供建议。在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调查，并收集关于你的运动的影响力等信息。这

通常会说英语和当地的语言。大使馆的经济参赞

国际河流

|

37

负责监管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水坝工程，他/她是

注。由于中国企业和机构往往认为只是国际组织

沟通对环境影响以及中国公司对处理搬迁、补偿

试图破坏中国的形象，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本地组

和安置问题的担忧的关键人物。虽然我们的经验

织联盟可能会更容易被接受。信件副本也可以发

是，当地使馆不会提供官方的回应，但你的担忧

送到东道国的政府、大坝公司、融资方和相关的

很可能会传达给北京的官员。

联合国机构。

当在东道国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除参考中

组织和平的示威。中国驻东道国大使馆可

国法律、标准和准则之外，应参考当地的法律、

以是一个示威地点。中国政府对批评和损害其声

标准和法规，并找出中国公司可能已经违反的条

誉非常敏感。使馆工作人员可能对会见民间社会

例，这可以帮助加强你的理据。告诉大使馆，中

组织有所犹豫，而且示威不太可能得到官方的回

国企业应参考和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如果东道国

应。然而，表达对中国项目的关注的和平示威会

的法律较弱，中国公司应该遵守中国国内的法律

引起中国政府和媒体的关注。

和标准。
如果有水坝项目违反了当地法律，你可考虑
全国和国际组织连署的请愿信件，可向中

提出法律诉讼，控告中国公司。专门从事环境法

国驻外使领馆证明有关水坝项目已取得广泛的关

和人权法的公益律师可以建议你如何根据东道国

表10：与中国非政府组织合作
图片：莫桑比克的赞
比西河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帮助和

文字说明：如果赞比
西河修建瓦姆潘达恩
库瓦大坝，这些农民
将会流离失所。

组织游说下，中国进出口银行停

建议，以及莫桑比克非政府环保
止了对该项目的支持。2007年，
环境正义组织的成员前往上海和
北京，希望劝阻中国的项目融资
者停止为该项目融资。 2010年，
自然之友成员在莫桑比克进行实
地考察时，与当地地非政府组织
会面，探讨进一步合作的方式。

瓦姆潘达恩库瓦大坝（1,350

富饶的湿地并命名为“具有国际

来自环境正义组织的丹尼尔告诉

兆瓦）计划修建在非洲大坝最多

重要意义的拉姆萨尔湿地”。该

自然之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可

的河流之一---赞比西河上。支持

湿地已经因为姆潘达恩库瓦上游

以帮助提高中国在非洲投资影响

者认为瓦姆潘达恩库瓦水电站将

70公里的卡奥哈巴萨大坝的管理

的认识，帮助非洲的非政府组织

有助于吸引能源密集型产业到莫

不善而遭受破坏。

找到合适的对话渠道，并协助非
洲的非政府组织了解中国有关的

桑比克投资，然而最可预见的未
来是将大部分电力出口到南非。

2006年4月，这个29亿美元

环保主义者一直反对该大坝，因

的大坝项目和相关的输电线项目

为它会破坏赞比西河三角洲多年

首次公布时，中国进出口银行表

的环境修复工作，这里是东非最

示有兴趣给予融资支持。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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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法规，为他们的游说行动
提供信息。
截至2012年7月，中国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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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保障当地社区的权利。

你需要筹备关于该项目的详细信息及其影响
的新闻稿，收集证据和目击者的报告，并拍摄照

媒体工作
提醒国内、国际和中国媒体关注中国水坝项
目的问题有助于给中国涉案企业施加压力。在过
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媒体越来越热衷于报道中国
海外水坝项目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东
道国进行访问和实地考察。虽然事件的敏感性和
新闻审查，不能让所有的故事都能发表，但数篇

片和录制视频。在你与媒体尤其是中国媒体交流
时，提出中国公司应遵循的相关政策和指引。你
还可以为当地报纸撰写特稿表达你们的关注，以
及与如国际河流组织等国际组织和中国的非政府
组织合作，公开陈述你们的关注。
中国主要媒体包括：

关于有争议的中国海外水坝项目的深度调查已在
中国的主流媒体发布。如果公司、政府部门和投
资者对你的忧虑不予回应，那么联系媒体尤其重
要。同时也需考虑联系媒体的时机。如果可行，
企业的股东年会、首次公开募股、审批程序，以
及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大型双边会议，都可成为
向媒体求助的恰当时机。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两个主要的国营媒
体。
财新《新世纪》和《南方周末》是能提供深
入调查报告的周刊。
“中外对话”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发表来自
世界各地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文章。中外
对话提供双语（中、英语）新闻服务。

口银行已经停止对项目的支持，

论中缅政府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所

国海外投资的信息。例如，中国

其余80％的资金仍然需要非洲标

面临的挑战，并分享相关的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协

准银行的私人融资。 据报道，中

经验。这些研讨会的其中一个成

助马来西亚沙捞越的拯救河流联

国进出口银行尚未与标准银行就

果是为寻求在缅甸做生意的中国

盟，获取更多关于中国投资者和

进一步合作进行讨论。

投资者建立一个提供信息和数据

承包沙捞越大坝项目的信息。事

的交流空间，让他们可以获取投

实上，中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对

资相关的社会、环境和政治风险

这些拖延了几十年来的工程项目

信息。

完工起到了重要作用。

增进中国和缅甸的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了解：全球环境研究所
在缅甸的综合政策项目活动

中国和当地民间社会团体之

此外，其他中国的非政府组

全球环境研究所是中国的环

间的紧密联系可促成决策者和重

织前往了老挝和缅甸，对大型水

境非政府组织，对与中国海外投

要政府顾问就敏感话题和项目坦

电项目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访问。

资相关的研究和政策问题进行研

诚对话的机会。密松大坝暂停建

他们的研究报告是基于实地考

究和倡导工作。 2011年以来，全

设之后，全球环境研究所召开了

察，并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社

球环境研究所在中国主要的投资

一个闭门会议，由中国与缅甸的

区代表、当地媒体和中国公司进

国之一的缅甸建立了强大的关系

政府官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代

行会谈。这些报告有助于提升中

网，并与缅甸的组织联合开展活

表讨论受争议的水电项目。

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企业海外投

动。全球环境研究所已经举行了
多次以中缅环境和发展为重点的
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得到中国和

资影响的意识，让中国的海外投

联合实地考察和调查任务：

资成为了中国媒体报道的焦点。

马来西亚的拯救河流联盟

缅甸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
和民间社会代表的广泛参与。他

中国非政府组织可帮助东道

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来讨

国的非政府组织调查更多有关中

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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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诉

在大坝的施工过程中：

如果大坝工地涉及人权侵犯行为，可以联

■

监控、研究和记录大坝的影响

系联合国人权或环保组织。你也可以联系联合国

■

进行媒体工作，邀请东道国、国际和中国

人权委员会或联合国的人权问题特使。例如，联

媒体来实地考察

合国人权委员会可能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到坝址调

■

向中国的水坝建设者和投资者，表达不满

查情况。中国政府和企业将会对由联合国机构提

■

联系联合国机构，如果发生人权侵犯或破

出的任何疑虑承受巨大压力。更多关于如何联系

坏世界遗产地的情况。

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信息，比如发出一个人权侵犯
的投诉，请参阅：www2.ohchr.org/english/
bodies/petitions。

在大坝运营中：
■

如果继续违反规定，可进行媒体宣传，并
向联合国机构求助

如果大坝会影响世界遗产公约下的文化或自

■

然景观，你不妨联系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分别出版

考虑发起针对公司的行动，迫使中国水坝
建设者和融资方对所造成的影响负责

■

法律申诉

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并可以建议一
些世界遗产列为受威胁的文物古迹。过去，水坝

研究工具和联系方式

对自然或文化遗产的威胁已经成为国际委员会关

学术机构

注世界遗产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世界遗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cs.org.

产委员会的成员。

za）是第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在非洲角色的学术
机构。

我们可以对大坝项目的每个阶段做什么
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和最终签订合同或协议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tncchina.org.

前：

cn）是中国政府下属的智囊机构，研究中国企

■

研究水坝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并提出大坝

业在海外运营。他们的网站只有中文版。

的替代方案
■

研究该项目的利益相关方

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www.wilson-

■

拟定倡导运动的目的和目标

center.org /program/ china-environment-

■

加强与项目周边社区、国内外盟友的关系

forum）一直在开发项目及其出版物，鼓励美国

■

收集信息，生成报告和新闻稿

和中国的学者、政策制定者、企业和非政府组织

■

联系水坝建设公司、融资方和中国大使馆

就中国环境和能源挑战展开对话。

■

访问中国，建立联系并提高公众对该项目
的关注度

民间组织
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rivers.org/

项目协议签署后：
获得有关项目文件的副本，例如：环境与

国新的大坝融资者和建设者沟通关于维护人、水

社会影响评估

和生命的国际运动的经验。此外，国际河流组织

■

进行媒体工作

的中国项目提供有关中国在全球水坝建设中作用

■

考虑法律诉讼

的信息，以及支持和帮助那些受中国水坝影响的

■

联络中国大使馆、大坝建设者和融资方

社区组织。

■

进行和平示威

■

考虑联络中国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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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监察组织（banktrack.org） 是一个全球

世界河流简报（guojiheliu.org）是国际河流组

性的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网络，旨在跟踪私

织的中国项目的中文通讯，经常对中国海外水坝

营金融机构的业务（商业银行、投资者、保险公

项目的国际运动进行报道。

司、养老基金）和它对人类和自然的影响。银行
监察组织每月还发布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通讯。

企业参与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business-humanrights.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org），能帮助你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企业寻求对

要获取在中国的各种可能为你提供帮助的组织信

其不当行为指控的回应。

息，请联系国际河流组织。
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asria.org）是一家
博客和新闻网站

在香港的非盈利机构，促进在亚太地区的可持续

中外对话 （ chinadialogue.net）是一个双语

和负责任的投资。它的会员是企业。

网站，致力于促进对话，为我们共同的环境挑战
寻找解决方案。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chinca.org）是一个

商道纵横（syntao.com）是一家北京的咨询公

去，协会曾经进行一个小型社会责任项目。

司，它有一个双语网站，提供在中国和其他地方
有关道德投资的新闻和信息。

行业协会，许多中国大坝建设者是其成员。过

中国主要海外大坝建设者的详细联系方式的完整
列表，详见附录一。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chinaafricarealstory.
com/）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学术研究者
者戴博拉•布劳地根（Deborah Brautigam）
的博客。 她也是《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
实故事》的作者。
世界各地的发展故事（worldstory.org/wswp/）
和China Wire（china-wire.org/）收集了中国海
外投资的各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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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公司倡导活动-国际河流组织针对中国水电首

次公开募股的行动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
国营企业向社会大众发行股票，
因此，水坝建设公司纷纷开始发
行新的股份。 在首次公开募股
中，公众尤其关注公司的业绩和
经营风险。2009年3月至2012年
9月期间，国际河流组织在中国
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进行首次
公开募股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行
动。国际河流组织的行动并非简
单的抗议，而是了一个促进环境
政策改革并告知广大群众的机
会。首次公开募股活动的目的是
对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施
压，迫使其采用与国际标准相一
致的环境政策，并成为一个负责
任的全球参与者。
在中国，任何公司寻求首次
公开募股必须向环境保护部提供
良好的环境记录。作为审批过程
的一部分，环保部会邀请公众对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的环
境记录提出评价。国际河流组织
策划了一次签名信活动并在信中
指出了民间社会对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集团公司的海外水坝建设活
动的关注，并列举了该公司参与
的数个有争议的项目。民间社会
团体建议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公司应制定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
环境政策。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景气
和内部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水
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的首次公开
募股推迟到2011年。直到2011
年7月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
司的招股书才最终批准通过。中
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的首次
公开募股是中国2011年最大的首
次公开募股之一。公布批准中国
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的首次公
开募股之后，国际河流组织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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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董事
长。我们建议，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集团公司利用公众对公司首次
公开募股的关注，采用并实施环
境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框架，缩
小国内和国际标准的差异，减少
海外业务风险。我们认为，进行
这样的活动将会使国内和国际利
益相关者知道中国水利水电建设
集团公司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化
企业。
当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公司正式公布其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时，我们分析了招
股说明书，发现它缺少关于中国
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海外项目
的政治、营运和商誉风险的详细
描述。这些细节对投资者评估中
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海外业
务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国际河
流组织决定采取行动，以提高金
融市场的利益相关者与中国海外
水坝建设的社会和环境风险的意
识。
即便如此，与其仅仅批评中
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的首次
公开募股招股说明书中缺乏环境
和社会问题的详细信息，我们也
必须承认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公司的进步和努力，并让金融市
场的利益相关者（股票分析师、
顾问和财经媒体）来给中国水利
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施压，促使其
采取和全面落实环境政策。
国际河流写信给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集团公司股票的承销商、
相关的投资银行和负责给首次公
开募股各方提供意见的律师。我
们在信中指出，招股说明书并没
有充分披露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
团公司在海外的环境和社会风
险。我们鼓励他们提醒中国水利

水电建设集团公司采用国际最高
标准的环保政策，履行其环境和
社会责任，以及监督及时、高质
量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环境政
策的实施。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
司的上市推广活动也提供了一个
讨论公司的社会和环境风险的平
台。事实上，路演活动，尤其是
网上路演是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
集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和公
开对话的重要时机。国际河流组
织的一位中方非政府组织合作伙
伴参加了路演，并询问中国水利
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海外业务相关
的环境问题。
在首次公开募股前几天，
我们联系了中国财经媒体的记者
们，分享我们对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集团公司海外风险的分析。《
第一财经日报》和《中国能源
报》根据我们提供的新闻稿报道
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经
营风险报告以及采取环境政策的
重要性。
总的来说，我们围绕中国水
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首次公开募
股的行动使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
团公司的管理层、首次公开募股
赞助商、潜在的投资者、财经媒
体和市场更了解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集团公司的业务对环境和社会
风险的影响。媒体报道也让公众
对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施
压。2011年12月，首次公开募股
的两个月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
集团公司通过了国际经营的环境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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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联系方式
政府机构

银行

State Council (国务院):
9 Xihuangchenggen Beijie,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北京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9号)
+86 10 63070913
+86 10 66180114
http://english.gov.cn/links/statecouncil.htm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中国进出口银行):
No.77, Bei He Yan Stree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90
(北京东城区北河沿大街77号100090)
+86 10 64090988
http://english.eximbank.gov.cn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中国水利部):
Baiguang Road 2 Tiao, #2, Beijing
(北京市白广路2条2号)
+86 10 63202114
http://www.mwr.gov.cn/english
zwgk@mwr.gov.c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国家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38 S.Yuetan Street, Beijing 100824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100824)
http://en.ndrc.gov.cn
wss@ndrc.gov.c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国家环保部):
No.115 Xizhimennei Nanxiaojie, Beijing 100035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115号100035)
+86 10 66556497/66556499
http://english.mep.gov.cn/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No.2 Xuanwumen Xidajie, Beijing 100053
(北京市宣武门大街26号100053)
+86 10 63193616
http://www.sasac.gov.c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中国外交部):
No. 2, Chaoyangmen Nandaji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701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2号100701)
+86 10 65963300/65961114
http://www.fmprc.gov.cn/eng
Ministry of Commerce (中国商务部):
No.2 Dong Chang’an Avenue, Beijing 100731
(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100731)
+86 10 65121919
http://english.mofcom.gov.cn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中国证监会):
Focus Place A-19, Jin Rong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2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A座100032)
+86 10 88060124
http://www.csrc.gov.cn
hljb@csrc.gov.cn

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
1 Fuxingmennei Avenue, Beijing 100818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100818)
+86 01066596688
Fax: +86 10 66016871
http://www.boc.cn
Sinosure/China Export &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Fortune Times Building, No.11 Fenghuiyuan, Xi
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2
(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11号丰汇时代大厦100032)
+86 10 66582288
http://www.sinosure.com.cn/English
China Development Bank (国家开发银行):
29 Fuchengmenwai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7
(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100037)
+86 10 68306688
http://www.cdb.com.cn/englis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中国工商银
行):
No.55 Fuxingmen Nei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2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100032)
http://www.icbc-ltd.com/indexen.jsp

企业
China Electric Power Technology Imp. & Exp. Corp.
(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
No.5, Liupukang S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11
(北京西成区六铺炕街5号100011)
+86 10 64015511
http://www.cetic.com.cn/English
China Gezhouba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葛洲坝集团
公司):
12th F, Building B, Wantong New World Plaza, No
2 Fucheng Menwai Dajie,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7
(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商城B座12层
100037)
+86 10 68066660
http://www.gzbgj.com/english/ gcieda@cgg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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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ational Electric Equipment Corporation (中国电
工设备总公司):
1 Lianhuahe Hutong, Beijing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莲花河胡同1号100055)
+86 10 63264477 /63269302
http://www.cneec.com.cn/English
cneec@cneec.com.cn
China National Heavy Machinery Corporation (中国电
工设备总公司):
No. Jia 23, Fuxing Road, Gongzhufen, Beijing 100036
(北京公主坟复兴路甲23号100036)
+86 10 68211861/68296001
http://www.chmc2003.com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
178 Guang’anmenwai Street, Beijing 100055
(北京广安门外大街178号100055)
+86 10 63451188
http://www.cmec.com
cmec@mail.cmec.com
China Power Investment Corporation (中国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
Building 3, No. 28, Financial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2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100032)
+86 10 66216666
http://eng.cpicorp.com.cn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Corporation (中国南方电
网公司):
6 Huasui Road, Zhujiang Xincheng,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623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穗路6号510623)
+86 20 38121080/38121082
http://eng.csg.cn
international@csg.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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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hydro Corporation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No 22. Che Gongzhuang West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44
(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2号100044)
http://www.sinohydro.com
infocenter@sinohydro.com
Yunnan Power Grid Corporation (云南电网公司):
49 Tuodonglu, Kunming, Yunnan 650011
(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49号650011)
+86 871 3012222
http://www.yndw.com
China Datang Corporation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No.1 Guangningbo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3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1号 100033)
+86 (10) 6658 6666
http://www.china-cdt.com
China Huaneng Group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No 4, Fu Xing Men Nei S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1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 100031)
+ 86 (10) 6322 8800
xwzx@chng.com.cn
http://www.chng.com.cn
China Guodian Corporation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6-8 Fuchengmeng Bei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8号 100034)
+ 86 (10) 5868 2001
http://www.cgd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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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相关法律法规和准则
世界水坝委员会（2000年）主要建议
由国际河流总结。

1 在众多可选项目得到确认前，应通过公开的参
与形式明确制定发展需要和目标。
2 对所有可选项目进行均衡和全面的评估。在评
估过程中应对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给予同技
术、经济、金融方面同等程度的关注。
3 在决定建设新的水坝之前，现有水坝存在影响
深远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并从中最
大程度的汲取教训和收益。
4 所有与大型水坝利益相关的群体都应通过利益
相关者论坛对话，获得知情的参与决策过程的机
会。所有重大决策都需要证明已获得公众的支
持。影响到原住居民的决策，应当在通过之前获
得原住民自主、知情的同意。
5 项目应向受项目影响的群体提供相应的能够
改善其生活环境的权利，确保他们获得（在赔偿
损失之外的）项目效益优先份额。受项目影响的
群体包括生活在水坝下游的社区，和受大坝相关
的基础设施如输电线路和灌溉水渠影响的社区。
6 受影响的群体应能够通过谈判共同商定法律上
可强制执行的协议，以确保谈判结果、搬迁安置
和发展权利的执行。
7 项目选择应基于对全流域的河流生态系统评
估，以及项目是否试图努力避免对受威胁和濒危
物种造成重大影响。
8 项目应提供发表环境动态变化的资料，以帮助
维持下游生态系统。
9 应建立并能够遵守合法律法规和谈判协议的机
制，并为此机制建立预算。建立遵约机制并受到
独立机构审查。

国务院的“鼓励和规范化海外投资的九
个原则”
（2007年10月25日）

为了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机会，并鼓励
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会议强调：
(一)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
(二) 加强政策引导，统筹协调，规范秩序，合理
布局，防止无序竞争，维护国家利益。
(三) 完善决策机制，落实企业境外投资自主权，
科学论证，审慎决策，防范投资和经营风险。
(四) 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健全评价考核监督
体系，建立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和成本核算制度，
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五)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坚持工程项目承包公开
公正透明，重信守诺，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保
障当地员工合法权益，注重环境资源保护，关心
和支持当地社会民生事业。
(六) 提高境外工程承包建设水平，提高产品质量
和效益，不断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七) 加强安全教育，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的人员和财产安全。
(八) 加快人才培养，注重培养适应国际化经营的
优秀人才，提高企业跨国经营管理能力。
(九) 营造友好的舆论环境，宣传我国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政策主张，维护我国的良好形象和企业的
良好声誉。
***

10 如果其他沿岸国家提出反对并获得独立评审
小组的支持，水坝不得在该共享河流内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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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环境保护政策

■

1. 环境管理政策
采取预防措施，并加强环境管理，以戒绝和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主要措施包括：

■

（1）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和年度计划。处理在经济发展中产生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

（2）严格对建设项目实行环境影响评估
和“三同步方法”，即设计、建设、核心
项目及防治污染设施的操作运转应该是同
步的。目前95％以上的建设项目符合中国
的要求。
（3）完善环境立法，法律和法规，从而将
环境管理纳入法律和监管框架。
（4）改进环境管理组织机构。设立中央、
省、市级到县级形成四个层次的主管部
门，依法实施环境管理。国务院各部门和
企业也可以建立相应的机构来管理自己的
部门或企业的环境事务。
2. 环境经济政策
该政策主要包括投资、纳税申报及免税政
策：
（1）企业应将污染减排产生的支出纳入固
定资产投资计划。
（2）对国家重大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项目
给予财政支持；市政府应将城市维护预算
用于建设环保设施; 征收废水处理费以用于
污染治理。
（3）税收返还及免税政策
■

■

46

|

国际河流

所得税优惠：利用废水，废气和废渣
为原料进行生产，在五年内将获得部
分或全部税收返还;
豁免投资方向调节税：对于投资建设
污水处理厂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企
业，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为零;

■

增值税豁免：使用配套废物、粉煤灰
和其他废渣为原料的建筑材料，以及
使用废液和废渣提取黄金和铂金的企
业，免征其增值税;

■

城建税豁免：源头污染治理项目申请
保费贷款时减免城建税;

■

关税豁免：向进口公共及造纸厂的污

水处理设备征收固定的（较低的）关
税;
消费税减少：生产或销售低排放汽
车，包括轿车、越野车和大客车, 将减
少百分之三十的消费税
特殊农产品税收返还：由于退耕还林
（草），恢复森林和草原的政策产生
的特殊农业产品，将有十年特殊农业
产品税豁免。

3. 环境技术政策
其目的是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
染物的排放。主要措施包括：
（1）采取技术改进措施时，各相关行业应
采用先进技术和清洁生产科技以提高资源
利用率和能源效率；
（2）企业所有的落后工艺和设备若造成浪
费能源、资源、污染环境，根据环境法，
应当强制实行淘汰计划；
（3）企业应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无毒，无害
或低毒性的，卑微的危害材料。
4. 环保产业政策
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应当
促进改善环保产业，提高环保产品的科技含量并
实施措施能够促进环保产业的社会化、使环保产
品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措施。
5. 国际环保合作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国际环保合作。在严格
执行环保职责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事
务。中国旨在促进区域和全球合作并形成一个新
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加快进程解决环境问题。中
国强调在国际合作中尊重国家主权。在处理环境
问题时，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世界
的长远利益。
6.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环保政策
中国进出口银行高度重视其赞助项目的环境
影响。我们在管理项目实施之前、期间及之后都
加强了环境监测。
（1）实施之前-项目审查
中国进出口银行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作为
项目评审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求和重要元素。我
们要求资助的项目进行环境影响可行性研究，并
获得从受援国环境管理部门的认可或批准。项目
如果对环境有害或没有得到环境监管部门的认可
批准，将不获得资助。这项政策在中国进出口银
行资助的数千个项目得到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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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期间- 项目检查
中国进出口银行定期对项目的实施及其环境
影响进行检查。

（3）中国进出口银行在环境和社会评估的
基础上与项目所有人或借款人协商修改建
设项目申请。

一旦检查出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任何不可接受
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中国进出口银行要求施工
单位立即采取补救或防范措施。否则将停止资金
支持。

第14条，中国进出口银行，如必要时将要求在
贷款合同中纳入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的条款，以
监督和约束借款人的行为。

(3) 实施之后 -项目完成后的审查
项目终止或完成时，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审
查项目实施和完成状态及其影响。环境评估是必
要的项目后审查。根据项目后审查，中国进出口
银行将改进类似工程项目的实施之前和期间采取
的措施方案。如有必要将全面修订相关规定和政
策。
***

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贷款项目的环境和社
会影响评估的指导原则

***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环境政策大纲（摘要）
基于地球之友（美国）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债
券募集说明书（2005年）及国家开发银行2007
年，2008年和2009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基
础上编制。
贷前阶段：
客户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环境法
律。
所有贷款申请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摘录，全程指导请检索internationalrivers.org，中国进出
口银行（2008年8月）

第12条规定，海外项目的评估应遵守以下原则：
（1）环境影响评估应在贷款前和贷款周期
中进行。环境影响的监测应在贷后管理过
程中进行。
（2）东道国的环境政策和标准是评价的基
础。 离岸项目应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法
规的要求，并应取得相应的环境许可证。
如果东道国缺乏完整的环保机制，或缺乏环
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政策和标准，中国标准或国
际惯例应被作为参照标准。
（3）尊重当地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权利，妥
善处理迁移问题。
（4）如果项目对当地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
影响，将按照东道国的要求举行公开听证
咨询会。
第13条规定，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外项目的环境
和社会评估遵循以下程序：
（1）借款人或项目所有人上交东道国当
局发出的许可证及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报
告。
（2）中国进出口银行审查借款人提交的贷
款申请文件，并会在必要时聘请独立的专
家。

对于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如煤炭开采、
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发电和输电、水电
等，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须得到有关环保部门的许
可。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必须由独立评估人完成。
环境标准和成本可被写入贷款合同以确保客
户对环境的承诺。
贷款后：
为符合贷款的所有要求，客户必须提供有关
环保部门签发的该项目符合环保要求的证明。
***
“绿色信贷指引”摘录
来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2月

第一章总则
第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从战略高度推动绿
色信贷，加大对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的支持，
避开环境和社会风险，并改善自身环境和社会表
现，从而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优质的服务，促进
发展方式转变。
第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有效识别、衡量、
监测并控制与自身信贷活动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风
险，建立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并完善相关
的信贷政策和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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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客户和其主要的关联方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产
生的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建设，包括与能源相关
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危害和风险。环境和
社会问题包括能源消耗、污染、土地、卫生、安
全、迁徙移民安置、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等。
第三章 相关政策及能力建设
第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制定客户端的环
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标准，动态评估并分类 客户
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并将结果作为信用评级、评
估、管理和撤资的重要依据。他们应采取差异化
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有关贷款调查、审查和检
查、贷款定价及资本和经济资本分配。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准备目前正面临着重大的环境
和社会风险的客户名单，并要求客户采取风险减
缓行动，包括制定和实施大型风险应对计划，建
立足够的、有效的利益相关方沟通机制，并寻找
第三方分担该风险。
第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绿色信贷的能
力建设，建立和完善绿色信贷的分类和统计制
度，完善相关的信贷管理制度，加强绿色信贷培
训，开发和雇佣专业人员。必要时可聘请合格的
独立第三方评估环境和社会风险，通过外包获得
相关的专业服务。
第四章
流程管理
第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授信流程中的
尽职调查。环境和社会风险尽职调查的范围应根
据客户及其项目所在的行业及地区的特点定义，
以确保尽职调查是全面、彻底和详细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寻求合格独立的
第三方和具有资质的当局机关的支持。
第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信贷审批管
理，并根据客户端所面临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性
质和严重程度来确定合理的信用水平和授权批准
流程。信贷不能授予环境和社会表现不符合法规
要求的客户。
第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通过改进合同条
款，敦促其客户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对涉
及重大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客户，合同应当要求
他们提交环境和社会风险报告，陈述、公开承诺
他们将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并保证他们愿
意接受贷款人的监督。合同还应当提供关于银行
业金融机构在默认情况下，对客户造成的环境和
社会风险进行补救措施的条款。
第二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对将被授予
信贷的海外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并确保项目
赞助商遵守项目所在国家或司法管辖区适用的有关
环保、土地、健康、安全等的法律法规。银行业金
融机构应作出公开承诺海外项目遵循相关国际惯例
或国际规范，确保其符合良好的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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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部控制和信息公开
第二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公布其绿色信
贷的战略和政策，并充分公开绿色信贷业务的发
展进程。对于涉及重大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信贷
业务，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公开相
关信函，并接受市场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在必
要的情况下，可以聘请合格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或
审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活动。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组织和进行现场检查时，银行监管
机构应充分考虑到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的环境和
社会风险，并作出明确的检验范围和要求。对涉
及重要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地区或金融机构，进
行专案检查，并敦促上述机构根据检查结果进行
改善。
***

河流水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书审查暂行办法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1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国主要河流的水电规
划。主要河流包括大型河流、跨国境河流和主要
跨省界（含边界）河流，具体范围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另行制定。
第三条 河流（河段）水电规划是水电开发建设
的基本依据，必须贯彻全面协调、统筹兼顾、保
护生态、发挥综合效益的原则，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河流（河
段）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水电规划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应当对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
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
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并给出明确的环境
影响评价结论。
……
第七条 河流水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书审查工作应遵循全面、客观、公正、科学的原
则。水电规划报告和水电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结论及审查意见是规划审批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二章 水电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
第十一条 审查小组应当客观、公正、全面、科
学、独立地对水电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审查
意见。审查意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础资料、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二）评价方法的适用性和适当性；
（三）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估的合理性和可
靠性；
（四）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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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五）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及改进措施的有效性；
（六）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科学性；
（七）从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
水电规划的合理性、可行性的总体评价与优化调
整建议，及方案实施建议。审查意见应当经审查
小组四分之三以上成员签字同意，方可通过。审
查小组成员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如实记录和反
映。

摘自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社会责任指南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小组应当提
出不予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

4.6.1 环境管理
EN1 建立、实施和改进环境管理系统，为所有
承包工程制定环境管理计划，并邀请专业机构进
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注册。

（一）依据现有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对规划实
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的程度或者范围不能
做出科学判断的；
（二）规划实施可能造成重大不良环境影响，并
且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或者减轻对策和措施
的。
第十三条 环境影响报告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审查小组应当建议退回修改：
（一）基础资料、数据失实的；
（二）评价方法选择不当的；
（三）对不良环境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不准
确、不深入，需要进一步论证的；
（四）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存在严重缺陷的；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或者错
误的；
（六）未附具对公众意见采纳与不采纳情况及其
理由的说明，或者不采纳公众意见的理由明显不
合理的；
（七）内容存在其他重大缺陷或者遗漏的。
第三章 水电规划报告审查
第二十二条 水电规划报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予以通过：
（一）河流（河段）开发任务论证不正确或不全
面，不能满足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的；
（二）水文、地质、水库淹没和生态环境等基础
资料不可靠，代表性差，不能够支撑规划方案的
科学性和可靠性的；
（三）梯级布置方案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没有有
效的防范措施的；
（四）梯级布置方案不合理，经济性差，国民经
济评价不可行的；
（五）没有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或者规划
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过审查的；
（六）报告不符合水电规划编制规程要求的。
***

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2010年

4.6 环境保护
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荣的重要条件，是企业社
会责任的重要方面。企业应积极避免或减少项目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坚持绿色经营，建设绿色工
程，保护工程所在当地的生态环境，并采取有效
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EN2 在建设项目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从风
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评估项目活动对环境
的风险和影响，并采取防范措施，来控制这些风
险和对环境的影响。
EN3 开展环境风险管理，建立项目环境管理组
织或岗位，确定环保目标和计划，并定期检查环
境活动。
EN4 为承包工程建立环保培训机制，通过信息
传播、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及能
力。
4.6.4 生态保护
EN13 保护稀有和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以及它
们的自然栖息地，减少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
EN1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生态系统
（包括湿地、野生动物通道、保护区和农田）并
按时定期修复已经造成的破坏。
EN15 鼓励和组织企业员工和当地居民进行旨在
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慈善活动。
4.7 社区参与和发展
社区是企业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群体。企业
应当尊重珍惜当地的传统和文化，尊重人权，改
善民生，参与和支持当地社区项目建设，实现互
利发展。
4.7.1 社区参与和沟通
SC1 参观项目所在社区并评估项目活动对该社
区的潜在影响，了解社会的需求，并确定发展的
优先次序。
SC2 积极同与项目相关的利益群体沟通信息，
并了解和回应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
SC3 制定社区参与计划，并参与社区和公共服
务的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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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4 组织并支持具有专业优势的员工参与社区
志愿活动。
4.7.2 就业和培训
SC5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向社区提供尽可能多
的就业机会。
SC6 组织，参与，和/或开发职业技能培训计
划，在社区的基础上提高社区居民的能力的基础
上。
SC7 与当地的机构或组织合作为社区内的弱势
群体增加就业机会，并制定专门的培训方案。
4.7.3 社区发展
SC8 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以保证社区的发
展。
SC9 利用项目的技能支持在社区建立公共基础
设施，包括交通、通讯、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SC10 帮助推动社区的公共服务、管理、卫生保
健系统，以改善生活条件。
SC11 考虑社区实际可行性，探索当地的资源，
帮助社区发展特色产业。
4.7.4 文化与教育
SC12 尊重并保护社区的文化传统和遗产，在必
要时向社区文化活动项目提供支持。
SC13 支持发展社区教育，增加儿童和弱势群体
受教育的机会，减少社区未受教育的人口。
SC14 帮助改善社区的教育设施，提高教育质量。
4.7.5 捐赠与救灾
SC15 支持慈善事业，并将捐款用于社会发展和
防灾救灾。
SC16 利用工程项目的技术和设施参与社区防灾
救灾。
***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来源：商务部环境保护部，2013年2月18日

第一条 为指导中国企业进一步规范对外投资合
作活动中的环境保护行为，及时识别和防范环境
风险，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树
立中国企业良好对外形象，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
发展，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活
动中的环境保护，由企业自觉遵守。
第三条 倡导企业在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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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尊重东道国社区居民的宗教信仰、文化传
统和民族风俗，保障劳工合法权益，为周边地区
居民提供培训、就业和再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
济、环境和社区协调发展，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开
展合作。
第四条 企业应当秉承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理
念，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实现自身盈利和环境保护“双赢”。
第五条 企业应当了解并遵守东道国与环境保护
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企业投资建设和运营的项目，应当依照东道国法
律法规规定，申请当地政府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
许可。
第六条 企业应当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和生产经营计划，建立相应的环境保护规章制
度，强化企业的环境、健康和生产安全管理。鼓
励企业使用综合环境服务。
第七条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培训制度，
向员工提供适当的环境、健康与生产安全方面的
教育和培训，使员工了解和熟悉东道国相关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掌握有关有害物质处理、环
境事故预防以及其他环境知识，提高企业员工守
法意识和环保素质。
第八条 企业应当根据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要求，
对其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果，采取合理措施降
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九条 鼓励企业充分考虑其开发建设和生产经
营活动对历史文化遗产、风景名胜、民风民俗等
社会环境的影响，采取合理措施减少可能产生的
不利影响。
第十条 企业应当按照东道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要求，建设和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开展
污染防治工作，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或其他污
染物的排放应当符合东道国污染物排放标准规
定。
第十一 条鼓励企业在项目建设前，对拟选址建
设区域开展环境监测和评估，掌握项目所在地及
其周围区域的环境本底状况，并将环境监测和评
估结果备案保存。
鼓励企业对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开展监测，随时掌
握企业的污染状况，并对监测结果进行记录和存
档。
第十二 条鼓励企业在收购境外企业前，对目标
企业开展环境尽职调查，重点评估其在历史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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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形成的危险废物、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等情
况，以及目标企业与此相关的环境债务。鼓励企
业采取良好环境实践，降低潜在环境负债风险。

规要求，采取座谈会、听证会等方式，就本企业
建设项目和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听取意见和建
议。

第十三 条企业对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危险废
物，应当制订管理计划。计划内容应当包括减少
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措施。

第二十一 条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和支持当地的环
境保护公益活动，宣传环境保护理念，树立企业
良好环境形象。

第十四 条企业对可能存在的环境事故风险，应
当根据环境事故和其他突发事件的性质、特点和
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制订环境事故和其他突发
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建立向当地政府、环境保护
监管机构、可能受到影响的社会公众以及中国企
业总部报告、沟通的制度。

第二十二 条鼓励企业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多
边金融机构采用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原则、标准和
惯例。
***

应急预案的内容包括应急管理工作的组织体系与
职责、预防与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以
及事后恢复与重建等。鼓励企业组织预案演练，
并及时对预案进行调整，
鼓励企业采取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手段，合
理分散环境事故风险。
第十五 条企业应当审慎考虑所在区域的生态功
能定位，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具有保护价值的
动、植物资源，企业可以在东道国政府及社区的
配合下，优先采取就地、就近保护等措施，减少
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
对于由投资活动造成的生态影响，鼓励企业根据
东道国法律法规要求或者行业通行做法，做好生
态恢复。
第十六 条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推进循环利
用，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
放。
第十七 条鼓励企业实施绿色采购，优先购买环
境友好产品。
鼓励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有关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相关产品的环境标志认证。
第十八 条鼓励企业定期发布本企业环境信息，
公布企业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计划、采取的
措施和取得的环境绩效情况等。
第十九 条鼓励企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环境保护
监管机构的联系与沟通，积极征求其对环境保护
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 条倡导企业建立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沟通
方式和对话机制，主动加强与所在社区和相关社
会团体的联系与沟通，并可以依照东道国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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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的环保政策承诺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承担的责任由《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发展而来。该框架以
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保障政策作为最低标准。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于2012年10月在官方网站公开其政策承诺。之后国际河
流组织将在网站上（internationalrivers.org/node7637）公布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
环境政策资料。

遵守法律

环境影响评估

承诺

来源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如果可能，都将采用最严格的标准。（例
如，如果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政策标准高于东道国的法律标准，以中
国水利水电建设的环境政策为准。）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已经获得了法律所要求的所有相关许可
证及批文。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项目采用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危害的最佳方案。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环保政策声明》第1页

《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第1页

《环保政策声明》第1页
已对项目进行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环保政策声明》第1、2页

相关信息（例如，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应向受到影响社区公开，包
括：（一）项目的目的、性质和规模（二）建议项目活动的时间（
三）与社区相关的任何风险和潜在影响及缓解措施（五）预想的利益
相关者参与的过程，及（六）申诉机制。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 评估和
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第8页

环境影响评估草案形成后应向当地社区和利益相关者征询意见。

《世界银行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政策》
，段落14-16

应及时在征询前提供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材料，用便于征询群体理解
的形式和语言。
保护区

移民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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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应该在国家公园、濒危动物生态保护区或者湿地等严禁发展项
目的区域进行。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如果东道国政府的安置措施不符合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政策标准，中
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将准备补充安置计划，以解决其政策承诺。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5, 土地征
用和非自愿移民，第7页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如适用）应包括民生选项，安置点选择，设定补
偿和新的社会基础设施。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协助流离失所者至少恢复他们以前的生活标准、收入盈利能力和生
产水平。

《世界银行非自愿移民业务政策》，
第2（b）

资产应全额按照重置成本补偿。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5, 土地征
用和非自愿移民，第3页

《环保政策声明》第2页

《环保政策声明》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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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咨询

原住民

申诉和投诉机制

承诺

来源

补偿标准是透明的，并贯彻到所有受影响迁移
的人。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5, 土地征用
和非自愿移民，第3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向受影响社区征询
发展、重新安置和生计恢复计划。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5, 土地征用
和非自愿移民，第3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地
方社区，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充分磋商并考虑
到所有方面。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社区政
策声明》第1页

对于具有潜在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集团公司已经进行了额外的社区咨询。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 评估和管
理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第8页

如果影响到原住民，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
司或项目开发者应获得他们自主、事先和知情
的同意。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 评估和管
理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第8页

参与培养与社区互相尊重的关系。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社区政
策声明》第1页

与受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项目影响的社区保持
开放的沟通，确保他们充分了解有关的项目，
包括建设、实施环境管理计划和移民安置行动
计划。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环保政
策声明》第2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的行动符合《联合
国原住人权利宣言》。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社区政
策声明》第1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已取得受影响的土著人民自
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第10条

已建立的申诉和投诉机制符合当地文化并易于
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社区政
策声明》第1页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 评估和管
理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

施工地点修缮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使当地社区明确如
何使用申诉机制。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环保政
策声明》第2页

通过申诉机制反映的社区关注的问题将得到及
时的解决。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1, 评估和管
理环境和社会风险和影响，第9页

项目地址不在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地域内。 中国
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已经确定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为禁区。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环保政
策声明》第2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已与当地社区协商
识别文化遗产并最大程度的保护文化遗产。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社区政
策声明》第1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为确保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当
地人能够有途径接触到社区文化遗址做出了最
大的努力，次努力基于保证健康、卫生和安全
的前提下。

《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8，文化遗
产，第2页

修缮和恢复受工程建设活动干扰的地区，尽可
能使其接近其初始状态。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可持续发展政
策框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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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中国参与的部分国际协议
以下公约、宣言和规范约束中国政府在中国国内坚持特定的标准。 这些文件也代表了广泛的原
则，可以而且应该适用于海外项目。

54

|

国际协议

协议于海外水坝建设相关的主要条款

由中国签署或联合
国开始实行的日期

《世界人权宣言》

宣言规定了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基本人权，如就业权利、财产权
利等。 第25条规定，“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
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
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
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
日投票通过

《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的国际公约》

该公约包括了许多人权保护条款。 例如强制拆迁被定义为“违
背意愿迫使个人、家庭和/或社区永久或临时迁离其家庭和/或
土地，并没有获得适当形式的法律或其他保护”时，是违反公
约的行为。

中国1997年10月27日
签署；正式批准认可于
2001年3月27日

《联合国原住人民权
利宣言》

该宣言强调原住人民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制度、文化和传统，并
追求自己的发展，保持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权利。 例如，第
10条规定在未得到原住民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前不得强制
迁徙，并规定提供公正和公平的赔偿。

2007年9月联合国大会投
票通过，中国投赞成票

《儿童权利公约》

该公约要求各国以儿童的最佳利益行事。

中国于1990年8月29日
签署，正式批准认可于
1992年3月2日

《联合国跨国公司和
其他企业在人权方面
的责任规范》

该规范指出，跨国公司有责任维护世界人权宣言中包含的人
权。他们进一步指出，跨国公司必须确保遵守国家及国际法
所规定保护的人权、平等的就业机会、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
境，遵守东道国的环境法律和国际协定，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中国未采纳。由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2003
年8月26日通过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
里约宣言》

该宣言制定了国家环境保护责任的守则，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
领域。第22条指出，“原住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当地社区的知识
和传统习俗在环境管理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各国应承认
并充分支持他们的身份、文化和利益，使他们能有效参与实现
可持续发展。”第23条指出，“受压迫、统治和占领下的人们
的自然环境资源应受到保护。”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于1992年6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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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议

协议于海外水坝建设相关的主要条款

由中国签署或联合
国开始实行的日期

《生物多样性公约》

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时，中国政府表明它致力于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如果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缺乏精确科学数据，公约
规定使用预防原则。

中国签署于1992年6月
11日，正式批准认可于
1993年1月5日

《拉姆萨尔公约》，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

该公约主要目的是促进湿地的保护和养护，要求签署国认识到
湿地保护需要长远的，有协调国际行动的大致原则。该公约还
使在拉姆萨尔公约列出的湿地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992年7月31日起在中
国生效

《迁徙物种公约》（
波恩公约）

该公约旨在提高国际社会保护迁徙物种的力度。物种一旦被列
入公约，缔约国有义务保护这些物种，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并应
对威胁。公约的框架下可以创建额外的协议，以保护特定的
迁徙物种。截至2011年1月，有176个物种被列入公约受到保
护，罗列在该公约的附录一。

中国只签署了备忘录，
因此并无义务实现公约
的目标。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

第6条（c）规定，中国不须蓄意采取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世界
遗产地的措施。

中国于1985年12月12日
正式批准认可

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
湿地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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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致中国水坝公司信函样本

[日期]
朱永芃先生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总裁
6-8 阜成门北路，
北京市西城区，北京，100034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复：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的海外项目风险
尊敬的朱先生，您好！
国际河流组织是一个国际民间社会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河流，促进解决水、能
源和洪水管理需求的更好方案。我们的来信是为了表达对中国国电集团在柬埔寨可能参与的柴
阿润大坝和松博水电项目表示关切。我们恳请国电集团在开发这些水电大坝之前，仔细慎重的
考虑我们对这些项目的担忧。
近年来，国电集团逐渐多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寻求机会，特别是投资发电和电力贸易项
目。这些海外项目为国电集团创造了重大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这些投资使公司的收入基础多
元化，但同时这些项目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可能为公司的声誉带来风险。国际水电项目是国
电集团的一个新的业务领域。例如世界银行的国际组织和以世界水坝委员会为例的高层次专家
机构，制定了帮助解决水电项目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指导方针。
世界水坝委员会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创建于1998年5月。该委员会的任务
是审查水坝的发展效果，并制定未来的水和能源项目的标准和准则。委员会由十二名成员组
成，成员来自各国政府、工业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为大型水坝进行了迄今最全面的评价。
为了提高水和能源项目的发展成果，世界水坝委员会于2000年提出了一个承认所有利益相关方
的的权利和风险评估的决策框架。该框架提出了二十六项建议，这些建议共包含七个战略优先
事项：获得公众支持；全面的选择评估；解决现有水坝出现的问题；维持河流和生活环境; 承
认权利和利益共享；确保遵守协议法律条款；和平、发展和安全共享河流资源。附件二包含了
世界水坝委员会框架更详细的总结。
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政策及绩效标准同样制定了一个国际标准。 修订于
2011年的国家金融公司政策函括了土地征用和非自愿性移民安置、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原
住民社区、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最佳实践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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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对国电集团目前正在开发的发电项目的主要担忧：

柬埔寨松博水电站：位于湄公河干流的此项目会严重影响重要的鱼类洄游，破坏鱼类的栖
息地，并中断河流的水文、沉积物和养分循环。此项目将威胁柬埔寨和老挝许多河岸社区的粮
食安全，并损害商业捕鱼活动。该项目还威胁一些濒危物种，包括伊洛瓦底豚。湄公河下游国
家已经普遍对建立湄公河干流水电站大坝提出强烈的反对。
柬埔寨柴阿润大坝水电项目：该拟建项目位于人口稠密的区域。 其水库会淹没九个村
庄，并延伸到中央豆蔻林保护区。 它将淹没三十一种濒危动物物种，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重要的
濒危暹罗鳄的栖息地。
我们相信，上面列出的项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关于鼓励
和规范外国投资的九条原则》，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引》，以及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绿色信贷政策。
我们将很荣幸通过进一步的联络或私下会面的方式与贵公司共同探讨如何加强国电集团的
环保政策，以及如何解决与特定项目相关的问题。
我们期待着您的回复。
国际河流组织

《新的长城：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在2008年7月首次出版。第二版中包含了
最近的政策进展以及最新的中国水坝企业及投资者信息，此指南也受益于我们的行动
经验和对中国海外水坝行业增长的了解。以下照片中是正在受到中国海外水坝项目影
响或威胁的社区。

苏丹，尼罗河
洪都拉斯，帕图卡河

泰国，萨尔温江

老挝，南乌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