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其“森林保护政策”实施一周年之际，APP发布《森林保护

政策年度报告》，积极号召NGO、政府及商界共同携手保护印

尼森林资源。

APP于2013年2月5日宣布实施森林保护政策，承诺在其整个供

应链中停止涉及天然林的作业。这一政策覆盖范围多达260万

公顷的APP特许林地，为全球天然林保护进程树立了历史性的

里程碑。APP的森林保护政策承诺在地表景观层面执行高保护

价值（HCV）和高碳储量（HCS）评估并对相关地区加以保护，

这一承诺是迄今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最具突破性的森

林保护计划。

在高保护价值和高碳储量评估即将完成之际，APP已经开

始着手将获取的评估结果纳入其综合可持续森林经营方案

（Integrated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Plans, 

ISFMPs）之中。这一营林方案将决定APP特许林地的经营和保

护方式。

在致力于完善与执行这些保护方案的同时，APP还认为要取得

长远成功，就需要更多印尼林业利益相关者同心协力，共同承

诺保护森林资源。

社会各界应共同协作，为印尼林业所面临的复杂挑战集思广

益，在思考解决之道的同时推广负责任的实践。”

2014年2月5日，APP在雅加达举办了森林保护政策实施一

周年回顾活动。来自APP、英国森林协会、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Ekologika及其他NGO的成员在活动上就上述

挑战以及其他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一研讨会由来自国际知名环

保网站Mongabay的Rhett Butler主持。

欲浏览更多活动详情，请登录www.asiapulppaper.com；推特

用户可关注#APP1yrFCP |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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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积极号召NGO、政府与商界携手保护印尼森林

庆祝“森林保护政策”颁布一周年并提出更高目标

雨林联盟将评估APP森林保护政策实施进展

国际环保组织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将通过独立审

计，对APP森林保护政策的实施进程展开外部评估。

雨林联盟在制定并执行可持续发展标准及评估体系方面享有全

球盛誉。该组织将根据APP森林保护政策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

表现指标，以用来评估APP在遵守其森林保护政策四项承诺及其

他相关公开承诺方面的表现。

为了制定一系列表现评估指标，雨林联盟将尽可能地在更广阔

的范围内咨询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与建议。这些表现评估指标

及其他与评估相关的细节都将被公开发布。

这一评估将首先在印尼的特许林地中展开。随后，雨林联盟则

可能针对APP在中国的特许林地及工厂进行一项独立的评估调

查。|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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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的APP森林保护政策

APP2014年四大重点关注领域

3 Forest Conservation Policy 4Forest Conservation Policy 

APP’s Forest Conservation Policy in Numbers

Global output

Employees

million tonnes

million hectares

Area of l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APP/APP suppliers:

Area of land subjected  

to the FCP:

million hectares

Area of land as football  

pitch equivalent:

area of land as a proportion of area  
allocated for production forest in Indonesia

Area of land without 

established plantations 

1.6 million hectares

Area of land with 
established plantations

1 million hectares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s  

directly involved  

in HCV and HCS 

Assessments
100% completion of 

Completion of HCV 

Assessments due: 

March 2014

Completion of HCS 

Assessments due:

Q3 2014

FPIC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implementation pilots

Number of 
concessions 
undergoing both 
HCV and HCS 
assessment:

Land Claim Conflict 
mapping completed

APP/Sinar Mas 
Forestry staff 
trained in conflict 
mapping techniques

Ekologika
APCS

Ata 
Marie

TFT

为了以实际行动庆贺其森林保护政策颁布一周年，APP为2014

年设立了四类须由更广泛的行业力量来共同解决的重点问题领

域，希望以此来巩固零天然林作业的落实。这四个问题领域分

别是：

经营权重叠问题	

如果要为印尼所有特许林地经营权持有人制定一个更好的管理

体系，那经营权重叠的问题就必须由各利益相关方予以解决。

社区与土地纠纷问题

当天然林作业禁令与社区的需求相冲突时，就需要制定一种双

方都可接受的、能够妥善管理协调过程的统一方式。

地表景观管理

由于泥炭地、重要物种栖息地与火灾发生地可能横跨多个具有

不同用途的特许林地，因此保护地表景观对这类地区的保护或

灾害的防范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应该制定一种跨领域的地表

景观整体管理方式，以确保上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认可

对森林及泥炭地的保护政策而言，获得市场对其价值的认可是

获取足够经济支撑的唯一途径。因此，市场在鼓励企业继续践

行这类保护政策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点击此处阅读更多

• 超过79,000名员工
• APP及其供应商经营管理260万公顷土地
• 森林保护政策覆盖全部260万公顷土地
• 这一土地范围相当于370万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大小
• 在这片土地上种有100万公顷人工林
• 有160万公顷土地未种植人工林
• 相当于印尼经济林总规划面积的7%
• 全球木材产量1900万吨

• 参与高保护价值和高碳储量评估的独立组织包括：T-
FT、APCS、Ata Marie、Ekologika

• 在38块特许林地中开展高保护价值和高碳储量评估
• 在2014年第三季度之前完成高碳储量评估
• 在2014年3月之前完成高保护价值评估
• 已全部完成人工林种植与产量评估
• 427名APP/金光集团员工就如何进行纠纷测绘进行培训
• 已100%完成土地纠纷分布测绘
• 在4处地点开展“自由和事先知情同意”制度（FPIC）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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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PP(中国)

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sia Pulp & Paper Co, Ltd., 简称APP）于1994年10月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经过多年努力，已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浆纸

企业。上世纪90年代初APP开始投身于中国市场， 重点投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截止到2012年底，已经以独资或合作形式建立20余家全

资和控股浆纸企业，并经营管理30万公顷人工林，总资产达1203亿人民币，年加工生产能力约1100万吨。2012年在华销售额约368亿元，拥有

全职员工近4万名。截至2012年年底，APP(中国)在华环保投入已超过60亿人民币，慈善捐款超过6.4亿人民币。作为其2008年《“立足中国，

绿色承诺”可持续发展宣言》的升级版，APP(中国)于2011年8月发布了《“绿色承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宣言》，进一步明确企业可持

续发展的内容和目标，倡议同业和相关利益方共同努力，实现行业的绿色发展。

Email: environment@app.c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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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APP在德国开设了首家业务代表处。

这一全新团队的组建旨在满足德国和比荷卢经

济联盟国家对APP丰富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同

时也将拉近APP与当地客户之间的距离。

APP德国代表处的联系方式为：

info@app-de.de

APP新设德国销售处

APP相关媒体报道

与APP、Greenpeace、RAN、WWF及Ekologika探讨森林采伐与保护问题

作者：Rhett A. Butler | mongabay.com

由于坚持贯彻森林保护政策并不断增加其工作的透明度，APP在非政府组织中的声望正逐步提高。APP愿意直面失误、主动倾

听批评、并将如技术专家和独立审计机构等重要团体纳入到这一过程中来。

APP森林保护承诺：一周年回顾

作者： Zulfahmi | Greenpeace

一年前的今天，APP承诺停止天然林作业。一年后，尽管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但APP始终坚持履行其承诺。

APP号召各利益相关方共同保护印尼森林资源

作者： Waqas Qureshi | PackagingNews

APP发布《森林保护政策年度报告》，积极号召非政府组织、政府及商界共同携手保护印尼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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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Year Summary
FEBRUARY 2014

APP Forest  
Conservation Policy

APP森林保护政策一周年小结

APP致力于在供应商特许林地内停止一切天然林作业。
欲了解详情，请点击此处。

APP森林保护政策一周年活动最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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