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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提高制冷行业的能源效率，从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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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缅甸的森林由其货币价值界定，数十年
来一直是该国军事和经济精英利润——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生存——的一部
分。至少20年来，整个合法的国家林业
和木材贸易部门充斥着系统化的欺诈、
贿赂、腐败和其他形式的非法行为，破
坏了任何治理改革。

现行法律似乎寻求将当地人民视为罪
犯，而政府通过其所有资源开采政策（
包括木材），正在破坏社区对资源的依
赖，同时引入一套其无法实施的集中化
管理系统，制造甚至更多的冲突。

从1989年到现在，缅甸曾经的军政权和
现政府都把由林业部监管、国营的缅甸
木材企业（MTE）实施的柚木贸易标榜
为完全合法和可持续，以符合法治的方
式生产。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环境调查署（EIA）对一个近乎神话般
的“缅甸柚木头目”进行了为期两年的
秘密调查，此人贿赂了缅甸最高级军政
官员，然后与其勾结。此项调查揭示了
他如何能够建立一个秘密的黑市交易体
系，用该国最上乘的柚木原木进行欺诈
性贸易。这些贸易与MTE管理的官方合
法交易并行，并且在其体系内部运行。

我们的调查还把我们带到了缅中边境，
在那里，中国在非法剥夺缅甸柚木和其
他硬木方面扮演着除缅甸本身以外最大
的角色。

随着森林逐渐枯竭，木材贸易商正不断
深入缅甸内陆以获取供应，在高层合谋
下破坏法治。我们对欧盟和美国等国际
柚木市场的关注表明，即使有法规阻止
非法来源的木材进入这些市场，贸易商
仍能找到方法，让缅甸柚木进入富豪的
游艇，这些游艇的制造商对缅甸柚木表
现出近乎狂热的痴迷。

对于在伐木禁令出台之前囤积的大量木
材，政府仍然坚称由MTE授权的木材贸
易合法，无视带来这些木材的数十年腐
败和过度采伐。

有鉴于此，并考虑到腐败仍在助燃流入
中国的非法边境贸易，缅甸人民仍依赖
国际贸易伙伴的善意来帮助执行林业和
木材贸易规定。

在缅甸正规柚木行业遇到的所有违规行
为中，EIA的调查结果表明，通过正规
渠道销售的缅甸柚木，如何与公然跨境
走私进入中国的柚木一样腐败和非法。

缅甸无力单独改革这种多层次、复杂但
高度组织化的国际木材贸易，同时过去
多年的腐败和欺骗行为绝对有必要得到
承认和应对。

柚木是缅甸及其人民如此挚爱并且在文
化上重要的一种自然资源，允许其濒临
灭绝将是最大的罪行。

缅甸的森林 
全球重要性

缅甸的森林多样而广泛，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之一“印度-缅甸热
点”的一部分，拥有大量特有的动物和
植物群。1 200多种在全球受威胁的物种
栖息于缅甸的森林，包括大象、老虎、
马来熊2 以及缅甸金丝猴。3

大片森林横跨缅甸北部的实皆省
（Sagaing）、克钦邦（Kachin）和掸
邦（Shan），一直延伸至南部的德林
达依省（Tanintharyi）。森林的种类
也十分丰富：从孟加拉湾附近的沿海红
树林，到与中国和泰国接壤的山区的亚
热带硬木森林。

这些森林是缅甸人民的重要食物和燃料
来源，70%的缅甸人生活在农村地区，
森林在那里支撑着基本生计。4 森林对
于缅甸许多民族的文化认同仍然很重
要，这些民族的传统信仰支持着绵延几
个世纪的乡土体系。

受到威胁

近几十年来，缅甸遭受了一场森林砍伐
危机。

20世纪90年代，该国失去了430万公顷
森林5，然后在2002年至2014年期间进
一步失去了200万公顷森林。6 该国报告
2010年至2015年期间的森林损失达到
54.6万公顷，是全球第三高的森林损失
速度。7 若加在一起，缅甸自1990年以
来失去了约20%的森林面积8，使其森林
面积减少至约29万平方公里，占其陆地
面积的45%。9

尽管北部的实皆省、克钦邦和掸族拥有
缅甸最大的森林，但它们也遭遇了最严
重的森林损失。据估计，掸邦在2002
年至2014年期间失去了逾60万公顷森
林。10

大面积的森林退化伴随着森林砍伐活
动，如今只有三分之一的缅甸森林保持
完整。

木材开采被认为是该国森林保护区内森
林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过度采伐现象
是“长期而系统化的，一直持续至森林
枯竭”。MTE及其分包商名义上合法的
林业作业优先考虑创收，没有让森林得
以在采伐周期之间恢复。11 非法采伐也
是缅甸森林损失的一大因素，2014/15
年的EIA调查表明，缅甸军方和民族武
装组织两方面都获利于大规模非法木材
贸易。12

1.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A look at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e Indo-Burma Hotspot, 
2015.
2. BBC, Viewpoint: Why Burma’s forests must be preserved, 2013.
3. https://www.fauna-flora.org/species/myanmar-snub-nosed-monkey
4. Khin Htun, Myanmar Forestry Outlook Study, UNFAO Working Paper No. APFSOS II/WP/2009/07, 2009.
5.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 to wildlife and forest crime in Myanmar: A Rapid Assessment, 2015.
6. Bhagwat et al, Losing a Jewel – Rapid Declines in Myanmar’s intact forests from 2002-2014, 2017.
7.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15, 2016.
8.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10: Country Report Myanmar, 2010 and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15: Country Report Myanmar, 2015.
9.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15: Country Report Myanmar, 2015.
10. Bhagwat et al, Losing a Jewel – Rapid Declines in Myanmar’s intact forests from 2002-2014, 2017.
11. Thorsten Treue, Oliver Springate-Baginski and Kyaw Htun, Legally and Illegally Logged Out: Extent and Drivers of Deforestation & Forest 
Degradation in Myanmar, 2016. 
12. EIA, Organised Chaos, 2015.

左上图：柚木原木在台湾凯越公司被锯
成板材，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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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左图：柚木树  

左图：金丝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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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柚木——“万木之王”

“真正的柚木”是指来自柚木树（学
名Tectona grandis）13 树种的木材，
这是一种大型硬木树，属于唇形科
（Lamiaceae），天然存在于印度、斯
里兰卡、印尼、缅甸、泰国北部以及老
挝西北部的混合硬木林。14

柚木的特性组合——美丽的金黄色调；
细密通直的纹理；1类耐久性；抗白
蚁、防水和防虫性能；以及出色的机械
加工性和耐候性 ——使其被誉为“万木
之王”。

随之而来的高人气导致柚木被世界各地
的种植园人工种植（往往是由于天然的
活立木受到过度采伐），包括在缅甸。

“缅甸柚木”仅指来自在缅甸自然生长
的柚木树的木材。缅甸柚木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优品质的柚木，被列为优先采伐
对象，近年占全球柚木原木砍伐总量的
四分之一。15

柚木林原先生长在缅甸大部分地区，如
今最主要的剩余活立木位于北部的实皆
省、克钦邦和掸邦。

缅甸的所有柚木都归国家所有，柚木树
被归类为“保留物种”。柚木林中的特
定区域被认为拥有最好的天然缅甸柚
木，具有最上乘的质量，而瑕疵最少。

采伐柚木显著加剧了缅甸的森林损失和
退化；森林资源清查显示，1996年以来
缅甸热带硬木大量减少，而柚木是受影
响最严重的树种之一。16

主要用途 

柚木广泛用于装饰贴面、家具、地板、
户外平台木板、建筑木制品，并广泛用
于海洋和造船应用，如船舶级胶合板、
造船用木材以及游艇和超级游艇的甲板
木板。

西方市场对缅甸柚木的需求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家具和造船业的推动，特别是寻
求最高品级缅甸柚木的游艇和超级游艇
甲板木板市场。游艇制造商表现出近乎
狂热的痴迷，称只有缅甸柚木才能满足
要求。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主要市场 

缅甸柚木最大的直接市场是中国、印度
和泰国，这三个国家在2007年至2017
年期间总共从缅甸直接进口了404万立
方米的柚木原木和锯材，价值27.9亿美
元。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多年来也
进口了大量的缅甸柚木。

对于世界其他市场，编制专门针对缅甸
柚木的贸易统计数据具有挑战性，只能
看到部分情况。17

尽管西方市场直接从缅甸进口的柚木显
著更少，消费量也低于亚洲市场，但许
多欧洲和美国进口商依赖缅甸的主要
亚洲市场（特别是印度、马来西亚和台
湾）供货。

从2007年6月到2017年6月，美国直接
从缅甸进口的柚木锯材仅为5520立方
米，价值2580万美元。然而，在此期间
的大部分时间里，来自缅甸以及MTE的
直接发货被美国的制裁措施禁止，同时
据了解，数量多得多的缅甸柚木被从缅

©EIAimage

甸以外的国家进口至美国。

例如，从2007年7月到2017年7月，
仅一个美国商家——East Teak Fine 
Hardwoods——就从马来西亚和台湾
的寥寥几家公司分几百批进口近9000吨
缅甸柚木，约1.35万立方米。若加在一
起，过去10年所有美国公司从缅甸以外
所有国家的所有公司进口的缅甸柚木总
量，很可能远高于已知的大约2万立方
米的进口量。

量化欧盟的缅甸柚木进口量难度更大。
贸易数据显示，在2014年至2017年期
间，欧盟直接从缅甸进口的“非针叶热
带原木和锯材”总量为2.127万立方米，
价值8039万欧元，尽管不能假设所有
这些木材都是柚木。18 其他估算报告的
是“木材-家具-纸张宏系统”，对2015
年欧盟直接进口的估值为2250万欧元。
按价值计算，最大的进口国是意大利
（686万欧元），然后依次是德国（592
万欧元）、丹麦（ 202万欧元）、法国
（191万欧元）和比利时（156万欧元）
，尽管同样不清楚包括哪些树种。19 

其他数据来源似乎表明，2018年前五
个月期间，欧盟直接从缅甸进口的硬木
锯材增加了46%，但没有说明涉及的数
量、价值或树种。20 与美国一样，欧盟
进口商也多年依赖印度、马来西亚、台
湾和其他经济体的缅甸柚木转口商，似
乎表明直接贸易仅占缅甸柚木实际进口
量的一小部分。

18. http://www.flegtactionplan.eu/monthlyeuimports.htm.
19. http://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cfm?do=groupDetail.groupDetailDoc&id=31830&no=13. 
20. https://lemn.fordaq.com/news/EU_imports_Myanmar_teak_59061.html.

上图：伦敦游艇展游艇上的
缅甸柚木，2018年1月

上图：亚洲建筑项目中的柚
木楼梯和地板

©Wood and Wood

2014年4月原木出口禁令

2007年至2017年期间印度、中国和泰国的缅甸柚木原木和锯材进口
量（资料来源：Global Trade Atlas）

13. http://www.wflooring.com/TechnicalInfo/SpeciesDetail.aspx?SpecieID=1008.
14. Tangmitcharoen, S. and J. N. Owens. 1996. Floral biology, pollination, pistil receptivity, and pollen tube growth of teak (Tectona grandis 
Linn f.). Annals of Botany, 79(3): 227-241. doi:10.1006/anbo.1996.0317, &, Minn et al, Genetic Resources and Crop Evolution,
Genetic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of teak (Tectona grandis L. f.) and dahat (Tectona hamiltoniana Wall.) based on chloroplast microsatellites 
and 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markers, 2015. 10.1007/s10722-015-0293-8.
15.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 Global Teak Trade in the Aftermath of Myanmar’s Log Export Ban, Working Paper 
FP/49/E.
16. Thorsten Treue, Oliver Springate-Baginski and Kyaw Htun, Legally and Illegally Logged Out: Extent and Drivers of Deforestation & Forest 
Degradation in Myanmar, 2016.
17. Most countries do not use teak-specific customs codes for most product types traded, and teak is generally aggregated with other 
species, making estimates of teak trade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Shipments of Myanmar teak via third countries – one consequence of EU 
and US sanctions – are also difficult to confirm in trad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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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森林治理失败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缅甸反复经历这样
一个周期：过度和非法采伐以及由腐
败、任人唯亲和冲突支撑的木材贸易。

这些犯罪周期不仅支撑着与邻国中国（
有时还包括印度和泰国）的大规模非法
木材贸易，还玷污了由政府管理的整个
名义上合法的林业和木材贸易。

治理薄弱、选择性执法和冲突使得非法
采伐和相关贸易在缅甸相当猖獗。糟糕
的治理制度受到缅甸军方指挥官、民族
武装组织领导人和政府部门操纵，为往
往涉及犯罪网络和有组织犯罪的非法贸
易打开大门。

腐败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为缅甸境内
和境外支撑着非法木材贸易的众多犯罪
行为创造条件。

缅甸的“合法”木材部门

缅甸甄选体系（MSS）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林业最初的特征
是猖獗采伐柚木，严重降低了森林覆盖
率和密度。

然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人
开始实施“科学林业”，在保持资源
基础的同时以创收为目的最大限度提高
柚木采伐量。这带来了布兰迪斯方法
（Brandis Method），或者被称为布
兰迪斯甄选体系（Brandis Selection 
System）21：将采伐对象局限于在年度
森林资源清查中选定的超出指定周长的
树（清查范围在更大的界定森林分区内
部划设），这些树在30年轮换周期基础
上被采伐。每一次年度森林资源清查都
分配一个年度允许采伐量（AAC），这
些采伐量经整理后得出一个全国年度允
许采伐量。1920年，该体系被更名为缅
甸甄选体系。

1948年独立后，国家木材委员会
（STB）成立（1978年被更名为木材公
司），该系统正式成为缅甸甄选体系
（MSS）。

但是，该体系从未得到完全实施，也没
有得到妥善维护。

政权的财政收入
 

从奈温（Ne Win）到2011年当选的准

文职政府，缅甸历届军事统治者的行政

失当，形成并固化了一种“庇护和被庇

护”的治理文化，在根本上依赖于猖獗

的腐败和勾结，进而从结构上破坏了所

有经济部门的法治。

林业内部实际上放弃MSS和AAC——同
时假装其仍在实行中——只是腐败和缺
乏合法性的政权给该国带来的整体附带
损害的又一个方面。

奈温在1962年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及缅甸
随后陷入的国际孤立，导致所有伐木和
硬木营销活动被国有化，成为军政权的
财政收入来源。

在1988年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并以国家
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SLORC）的
名义发动政变后，缅甸森林作为军方摇
钱树的使用力度显著加大。SLORC由
苏貌（Saw Maung）上将担任主席，
他把缅甸（Burma）更名为缅甸联邦
（Union of Myanmar）。

在泰国军方负责人差瓦立•永猜裕
（Chavalit Yongchaiyudh）上将和一
些泰国商界代表在1988年12月进行外交

访问之后，1989年，35
家泰国伐木公司获得47
项伐木特许权——这是
缅甸史上首次——这些
特许权分布于缅甸与泰
国之间广袤的边境地
区。同年，木材公司进
行了重组，并且被更名

为缅甸木材企业（MTE），该实体至今
负责该国所有的伐木和木材贸易。22

这些特许权主要位于掸邦和克伦邦
（Karen State）的几个地区，这些地
区由与军政权发生冲突的民族武装组织
控制。对于SLORC来说，伐木特许经营
权既是现金来源，又是支配不受政权控
制的土地的手段，还有助于保持与泰国
这个强大邻国的外交关系。MSS在这些
地区实际上被放弃，随后发生了大规模
的破坏。

1992年，丹瑞（Than Shwe）大将控
制了SLORC以及整个缅甸，并在1997
年废除了本应依靠法令领导的委员
会，将其重组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SPDC），丹瑞继续掌权至2011年，
其间对缅甸柚木林的破坏性开采达到一
个新水平。

1993年，丹瑞执掌的SLORC驱逐了大
多数泰国伐木公司，仅留下五家受青
睐的公司，其中一些公司，包括Thai 
Sawat，至今在缅甸柚木行业保持着影
响力（见下一节）。

商业特许权制度被废弃，林业部下属的
MTE再次负责缅甸所有伐木和木材贸
易，名义上按照MSS体系。

但是，对木材作为外汇来源以支撑丹瑞
政权的日益依赖，导致MTE被下达收入
目标，从而造成MSS事实上被放弃。

19世纪初
 

英国殖民统治下猖獗的柚木
采伐

19世纪50年
代

英国实施“科学林业”，为
了创收而最大限度提高柚木

采伐量

1920年
 

布兰迪斯甄选体系和年度允
许采伐量(AAC)被更名为缅甸

甄选体系

1948年
 

国家木材委员会(STB)成立

1978年
 

STB更名为木材公司，缅甸甄
选体系(MSS)正式形成

1989年 
35家泰国伐木公司获得

47项伐木特许权

1993年 
除五家受青睐的公司
外，所有泰国伐木公司

被驱逐

1997-2011年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SPDC)主政时期，对缅甸
柚木林的破坏性开采达到

新水平

1962年
 

所有伐木和硬木营销活
动国有化

最左图和左图 ：仰光East 
Dagon区MTE贮木场的原
木，2013年3月

©EIAimage

©EIAimage ©EIAimage

21. Named after Dietrich Brandis, the Forest Superintendent from 1855. 22. http://www.myanmatimber.com.mm/index.php/en/extraction-department/operation/157-log-extraction-in-myanmar.

MTE采伐部森林机构标记锤标
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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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和木材共享协议
尽管林业部和MTE维持着庞大的员工队
伍，但两个机构都没有投资于机械或基
础设施所需的资本，国家也无法在政府
军（即缅甸国防军(Tatmadaw)）控制
的地区以外作业，导致木材产量低于要
求的收入目标。

这促使MTE更多地使用木材采伐分包
商，从而戏剧性增加了林业收入。分包
商带来了MTE不具有的资本、机械和业
务效率，同时显著增加了国家可以声称
拥有的可销售木材的数量。

挑选分包商为政权及高级官员提供了充
分利用财务、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途径。

MTE伐木分包合同的分配，也为相关官
员提供了获得可观回扣和其他形式腐败
的大量机会。

一小批缅甸本土公司控制了大部分木材
分包机会——往往是在缅甸不透明的经
济各行各业其他商业交易的背景下，这
种庇护模式使它们被称为“政权亲信”
。然而，来自中国、印度、泰国和其他
国家的公司也设法争取到了可观业务。

采伐分包合同根据缅甸特有的“木材
共享协议”正式拟定，根据此类合
同，MTE发布其总体目标和区域内的年
度采伐额度，而没有确定的长期合同。

根据缅甸的木材共享协议，企业不是按
照木材采伐量支付立木采伐费，然后拥
有相关木材，而是为采伐买单（包括基
础设施开发成本），但MTE保留已采伐
木材的所有权。然后，企业必须免费放
弃很大一部分木材或将其返还MTE，但
有权私下出售剩余部分（在为其支付降
低的费率后）。

所有这类协议都涉及MTE免费获得所有
A级和SG1-SG4柚木原木——由MTE在
拍卖会上出售——以及通常而言其他所
有硬木树种采伐量的大约40%至60%。
然后，分包商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MTE
付款以保留剩余的SG5-SG9柚木原木和
其他采伐的硬木，他们可以自己出售这
部分木材。

修改后的程序
许多伐木分包合同授权受青睐的承包商
在不受国家或军方控制的冲突地区作
业，特别是在掸邦、克钦邦和克伦邦的
民族武装组织控制区。在这类情况下，
企业根据所谓的“修改后的程序”作
业，这意味着由MTE和林业部管理的
MSS被放弃，分包商可以采伐超过给定
周长的任何树，并自行检查他们对林业
规定的遵守情况。23

为了使企业实际上能够按照政府的授权
在争议土地作业，修改后的程序实际上
要求分包商同那些与政府处于冲突状态
的“反叛组织”谈判达成附带交易。24

在实践中，根据修改后的程序谈判达成
的附带交易的特点是，在未经妥善应用
MSS或采伐前甄选体系进行规划的地区
采伐超出AAC，大肆低报柚木等级（见
方框），以及“洗白”在体制外砍伐的
完全非法的柚木原木。25

尽管木材收入目标、分包和修改后的程
序分别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逐
步取消，但它们仍在产生糟糕的遗留影
响。至少20年来，整个名义上由国家监
管的合法林业和木材贸易部门充斥着系
统化的欺诈、贿赂、腐败和其他形式的
非法行为。

在这一体制下发生的猖獗的过度采伐，
造成缅甸柚木资源锐减，导致2016/17
年度实施一年的完全伐木禁令，以及禁
止在勃固山脉（Bago-Yoma）森林采
伐柚木的10年禁令。由于缺乏可行的活
立木存量，从2017/18年度起的采伐额
度显著减少。

然而，尽管有这些现实，从1989年到现
在，缅甸的军政权——以及目前的准文
职政府——都把由林业部监管、MTE
实施的柚木贸易标榜为完全合法和可持
续，以符合MSS的方式生产。26 

这种所谓的“合法和可持续”木材的正
式渠道被宣告为包括MTE在月度拍卖中
出售的所有柚木，以及在MTE分包和
木材共享协议下企业出售的所有柚木。
国际贸易的正式渠道同样被描述为包括
由MTE本身或MTE授权的企业（包括

MTE伐木分包商、私营贸易商和木制
品制造商）通过仰光港口出口的所有柚
木。

现实情况是，关于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
所有言论几十年来一直是（而且仍然
是）一种根本性的欺骗。

在缅甸正规柚木行业出现的所有违规行
为中，EIA对“影子总裁”的调查（见
下一节）揭示出，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
缅甸柚木，如何与公然跨境走私进入中
国的柚木一样腐败和非法。

MTE在仰光的贮木场，2013年

2014-16年 
木材收入目标、分包和修
改后的程序逐步取消

2016/17年
 

全面伐木禁令实施一年

2016/17年 
勃固山脉(Bago-Yoma)森林

柚木10年采伐禁令

2017/18年
 

采伐额度显著减少，原因
是缺乏可行的活立木存量

23. WWF,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egality of Forestry Operations; Timber Processing and Trade Annex, Myanmar. November 2013, accessed at: http://awsassets.panda.org/
downloads/national_legality_framework_myanmar.pdf & Aung Aung Myint,  =Analysis of drivers of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n Shan State and strategic options to 
address those, undated, accessed from: https://www.forestdepartment.gov.m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Drivers%20of%20deforestation%20and%20forest%20degradation.pdf. 
24. Global Witness,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Part 2, Logging in Burma: The Thai-Burma Border, October 2003.  
25. Springate-Baginski et al, Legally and illegally logged out; The status of Myanmar’s timber sector and options for reform, March 2016.
26. For example: Log Extraction in Myanmar, MTE, (accessed January 2019) http://www.myanmatimber.com.mm/index.php/en/extraction-department/operation/157-log-extraction-
in-myanmar.©EIA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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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柚木分级

缅甸柚木的不同品级意味着，高品级比
低品级贵得多。  
 
根据MTE的分级体系，最高质量的原
木——用于装饰贴面——是A级，该级
的子品级包括特级（五星）、一级（四
星）、二级（三星）、三级（两星）以
及四级（一星）。

用于非贴面应用（包括家具、地板、户
外平台木板和游艇甲板）的柚木原木被
归类为锯材级（SG），其中SG1是最好
品级，SG9是最低品级。27

MTE的木材共享合同要求所有伐木分
包商向MTE免费上交其采伐的全部
SG1-SG4柚木原木，这些原木随后在
MTE拍卖会上出售。分包商可以保留
SG5-SG9的柚木原木，它们为这些原
木向MTE支付低于市场的价格，然后
获利于以实际市场价格出售。

尽管是非法的，而且如果没有对原木进
行分级的MTE或林业部工作人员的勾
结是不可能的，但是把SG1-SG4原木误
报为SG5或更低品级是分包商数十年来
增加利润的常用方法。这样做的利润可
能相当可观——SG1原木在拍卖会上的
售价高达每吨5500美元，而SG5或更
低品级的原木可能只能卖到每吨2000
美元或更低，而在MTE的木材共享安
排下分包商支付的价格更低。

2013年，缅甸IGE公司和印度/新加坡
公司Alkemal（两家都是主要分包商）
的代表们向EIA调查员承认，他们都把
采伐的“SG4及以上”原木误报为SG5
或SG6，以提高盈利能力。28 这种欺诈
行为据称对“缅甸柚木的影子之王”的
商业模式至关重要。

缅甸的非法木材贸易

过去30年里，木材贸易不仅为缅甸的军
政权提供了外汇，还为与该政权发生冲
突的各个民族武装组织提供了外汇，这
些武装组织发放伐木权并对木材出口征
税，由此获得购买武器和其他开销所需
的资金。

为了切断武装组织的木材收入，缅甸政
权禁止跨越其陆地边境（包括缅中和缅
泰边境）的所有木材出口，从而将“合
法”出口局限于经MTE授权的经由仰光
港口的出口。

然而在过去25年里，非法木材源源不断
地越过边境流入中国，此项贸易的枢纽
分别是缅甸的克钦邦和中国云南省毗邻
边境的三个县：怒江州、保山市和德宏
州。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缅两国政
府之间的一系列双边协议，以及与民族
武装组织之间的停火协议，逐渐打开了
以往封闭的缅甸腹地。1988年，两国政
府签署了一项跨境贸易协定，随后缅甸
与云南省政府在1989年达成了一系列协
议，包括一项林业协议。同年，克钦族
新民主军（NDAK）签署了停火协议，
使克钦邦北部大片地区沦为密集伐木对
象。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6年，跨
境木材走私迅速升级。克钦独立组织
（KIO）与缅甸军政府在1994年达成
停火，使大片森林沦为伐木对象。随
后，1996年云南省实施伐木禁令，1998
年中国实施全国伐木禁令，这些措施导
致中国对克钦邦木材产生新的需求，从
而加剧了缅甸的森林采伐。1997年，缅
甸与中国的林产品贸易总量为30万立
方米；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达到160
万立方米，其中超过100万立方米是原
木。

2006年初，缅甸政府公开承认非法木
材贸易和收入流动的严重程度，同年中
国有关部门采取行动遏止被盗木材的
流动。3月，云南省政府宣布暂停越境
进口木材，并禁止中国公民越境进行
伐木。5月，云南颁布了规范贸易的规
定，要求木材“合作项目”须提前获得
批准。

到了2006年末，边境的某些部分在实
行针对选定中国企业的配额制度后，已
对木材贸易重新开放。中国海关数据
显示，这些措施在几年期间抑制了贸
易，2008年只有27万立方米的原木越过
边境。

但这种减少并没有持续。到2013年，缅
甸和中国之间的木材产品贸易创下170
万立方米的新纪录，价值6.21亿美元。

EIA在2015年进行的调查揭示了一个强
大的卡特尔，其发挥着核心作用，确保
中国利益在缅甸非法采伐或购买的木
材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KIO和缅甸政府
及军方控制区的众多检查站。在当地称
为“大组”的这个卡特尔名为BDYA，
取自四个主要成员名字的首字母29。该
团伙利用与缅甸军方高级官员、包括缅
甸北方军区至少两名指挥官的密切联
系。30

尽管2015年采取了又一次整治行动（此
前155名中国伐木者在克钦邦被捕，同
时缅甸方面发出更多呼吁），对中国的
非法出口从该年年末起再度显著减少，
但这项贸易从未完全消除。

2017年和2018年期间的EIA调查（详见
下文）揭示了由于缅甸和克钦邦官员的
持续腐败，木材流入中国的非法贸易持
续存在。

上图：缅甸境内的非法木材

库存和运输。

A级
（装饰贴面）

锯材品级
（家具、地板、游艇甲板）

特级

SG1

SG2

SG3

SG4

SG5

SG6

SG7

SG8

SG9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MTE分级体系

$

$

$

$

$

高达每吨
5500美元

高达每吨
2000美元

27. http://www.myanmatimber.com.mm/index.php/en/export-
marketing-milling-department/export-department-faq. 
28. EIA undercover meetings with IGE and Alkemal in Yangon, 
2013.

29. Members of the BDYA Dazu in 2015 included: Brang Nu, Dung Hpaung, Lee Maw Yung ,and Alie Jie. 
30. EIA, Organised Chaos: The Illicit Overland Timber Trade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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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豪华游艇上的柚木
甲板 

上图：MTE的标记锤标记显示

柚木原木的品级和采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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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案例： 
缅甸柚木的影子之王 
一个传闻中的头目
 
2016年，几个消息来源都提到有一个
柚木头目，据称是缅甸由国家管理的柚
木贸易背后的一个不可触及、也不可知
的“幽灵人物”，据信他能拿到最高品
级的原木，从而控制着相当大一部分从
首都仰光发运的名义上合法木材的国际
贸易。

EIA的消息来源暗示，他的姓名“好像
类似于”PC Cheng、PC Chang或PC 
Chun，但无法指认他。

初步研究发现一个姓名相似人士的尽管
有限且无法确定、但高度相关的信息，
此人与活跃于缅甸和泰国的Thai Sawat
公司有联系。

尽管Thai Sawat名义上由Chetta 
Apipatana先生控制，但这个姓名在涉
及

Thai Sawat的场合经常与Mr Cheng或
PC Cheng一起被提及。31

EIA知道Thai Sawat在20世纪80年代末
至90年代是推动缅甸对商业采伐开放的
关键实体，因此Thai Sawat成为柚木头
目的载体似乎是可能的。32

但是，EIA研究员最初无法识别或确认
名为PC Cheng或其变体的任何法人的
完整中文或英文姓名，无论其是否与
Thai Sawat存在联系。无论他是否隐
藏在明处，所谓的柚木头目被证明难以
查明。

然后，在2017年末，EIA秘密调查员前
往台湾——世界知名的柚木锯木厂中
心——开始揭开真相。

“影子总裁”
 
2017年9月，在台湾南部的台南，EIA调
查员见到了郑坤富先生（ 郑坤富），熟
人称他为“阿富”，是凯越股份有限公
司（凯越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

阿富是一个消瘦的锯木厂主，他热衷
于向EIA出售其最后1000吨缅甸柚木原
木——储存在台中港——价格略高于
400万美元。这批货是他在2013年一年
进口的“三船原木”（那是在缅甸于
2014年4月颁布原木出口禁令之前）的
最后一批。 

也许是因为期待着退休，在与调查员相
处的三天里，阿富有时伤感地回忆起自
己做这一行的日子以及他的传奇般的供
应商。

他说，他从一家名为祥兴（Cheung 
Hing）的香港公司购买所有原木，该
公司的掌门人据称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
物，他称其名叫“Cheng Pui Chee”
。

阿富再次强调了此人在柚木行业中的地
位，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大的
贸易商，Cheng Pui Chee”。

阿富最初将Cheng Pui Chee尊称为他
的“总裁”，（称“我的原木都从他那
里来，这就是为什么我称他为总裁——
他是我的大老板”）。此后他将Cheng 
Pui Chee称为“影子总裁”，并开始解
释让他得以发迹的与缅甸高级官员之间
特殊安排的性质。

Cheng Pui Chee听起来就像传闻中的
柚木头目PC Cheng。 
灰色品级 

阿富解释说，Cheng Pui Chee的成功
在本质上取决于欺骗国家而不受惩罚的
保证，这种保证使他得以系统化地低报

柚木原木的品级，这些柚木由他的业务
采伐，或者由其他分包商采伐后卖给
他。

至关重要的是，分级欺诈阻止了质量最
上乘的柚木原木被自动导入MTE的拍卖
体系。 Cheng保留了他应该免费上交
MTE的最高品级的原木（这本身就是一
项商业优势），向MTE支付人为的低
价，同时在国际上以最高价格出售。（
见方框：缅甸的柚木分级）

阿富解释说，Cheng过去从MTE拍卖会
购买，但后来与高级官员做了交易，以
便绕开拍卖会，同时仍然获得最好的柚
木。

阿富：“每次，他们（Cheng）会带来
4000万到5000万美元，然后他会逐渐采
伐木材……他们会派人到山上去选择原
木。最好的原木会从山上运下来，立即
装入货柜，或者作为散货装到船上……
根本不需要先送到贮木场。”

EIA：“那些柚木标有等级吗？”

阿富：“是的。那些柚木标着5级或6
级，但实际质量是1级或2级……1级或
2级质量。当他们在山上购买时，如果
原木被标记为5级，他们将支付5级的价
格……然后当他们在这里出售时，他们
将把它当作1级出售。他为什么付那么
多钱（给政府）？……就是因为有巨大
的利润空间……这就是他赚那么多钱的
方式。”

这是盗窃。虽然Cheng为这些木材向
MTE
付了款，但他应该在拍卖会上支付高得
多的价格，而不是木材共享协议下针对
较低品级木材的低价格。

最终的结果是，Cheng以非常低的价
格不正当地积累了大量世界上最好的柚
木，这让他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阿富笑着回忆道，Cheng有时仍然参加
MTE拍卖会，并以高价买下大部分柚木
原木——不是为了获得这些木材，而只
是为了哄抬国际市场上柚木的价格，这
些价格主要是在MTE拍卖会上设定的。 
个人账户 

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这种特殊安排，即通
过预先约定的分级欺诈，国家以超低价
出售顶级木材？

阿富反复说明了现金款项的功能，指出
Cheng向政府预付的数千万美元资金被
政权高官中饱私囊，存入这些人在香港
和新加坡的个人银行账户。

当EIA要求澄清Cheng为了获取木材而
向MTE和政府进行的银行转账是否包
括向官员的个人银行账户汇款时，阿富
说：“对，给总理和那帮官员……”

EIA：“在那个时候全给缅甸总理和那
帮官员”

阿富：“在仰光的总理……主席……这
个国家的国父们会变得嫉妒。在6000万
美元中，1000万美元会直接进入他们的
口袋。他们都有五栋豪宅……”

EIA：“也就是说，钱会直接存入他们
的个人账户，对吧？”

阿富：“对。”

几十年来一直有传言称，有人向高级官
员和将领支付大笔金钱，但很少有老练
的贸易商解释这在实践中是怎么操作，
以及由谁操作的。

“A-Fu” 阿富

31. A Mr. P. C. Cheng, of Thai Sawat, Thailand attended the 1995 "Teak for the fu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regional seminar on 
teak” http://www.fao.org/3/a-ac773e/ac773e0k.htm. A "Mr. Chetta P.C. Cheng" is listed as a paid-up member of "The Siam Society" in 
1983 http://www.siamese-heritage.org/jsspdf/1981/JSS_071_0p_AnnualReportListOfMembers.pdf.
32. BurmaNet News, Update on the Salween Dam project in Shan State, January 1999, accessed at: http://www.ibiblio.org/obl/docs/SW01.html 
See map  3 on page 11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Division, Manila Observatory, A Report on the Forestry Activities of Burma (Myanmar)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Moulmein watershed and Tenasserim Uplands, November 1990, accessed at: http://essc.org.ph/content/wp-content/
uploads/2014/10/A-Report-on-the-Forestry-Activities-of-Burma-Myanmar-and-the-Stability-of-the-Moulmein-Watershed-and-tenasserim-
Uplands-ERD-1990.pdf.

下图：阿富在2017年9月向
EIA推销的1000吨缅甸柚木原
木，由“影子总裁”Cheng 
Pui Chee供应。

©EIA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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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腐败程度
现金回扣并不是整个故事 - Cheng的操
作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腐败教育。

阿富表示，Cheng Pui Chee是一个“
传奇”，因为他的策略还包括为缅甸高
级官员的子女出国接受私校教育买单，
实际上在两代人时间跨度的基础上买通
了政权。

阿富：“他是传奇，一个传奇。这件
事只能在我们私下说说。举个例子，
总理的第一和第二秘书……他会把他们
的孩子送到新加坡去读高中，之后他
会把他们送到美国和欧洲深造……他
（Cheng）会全部买单。 ”

阿富表示，Cheng Pui Chee在缅甸下
一代政治和军事统治者尚未毕业之前
就买通他们的努力是“天才之举”，因
为“当这些孩子们未来返回缅甸时，他
们将接管这些职位，这是共产党国家的
现实。他们怎么会忘记这种感激之情
呢？”

他的说法在2018年7月得到在中国大陆
的宇力木业（Yuli Wood）工作、认识
Cheng Pui Chee的柚木贸易商（包括 
郑添仁）证实。他们也表示，Cheng
出钱送高官子女到新加坡和泰国学习。
被这些贸易商称为“首席执行官”的
Cheng据说是这么盘算的：“在这些
人毕业并返回缅甸工作后……在10个人
里，至少有3个人将不得不‘听命于仰
光’。”（参见：仍在持续的走私进入
中国）

同一贸易商也证实了Cheng Pui Chee
向高级官员支付现金的说法。

郑添仁：“他敢于赌博。以前，当缅甸
政府没有钱时，他们从他那里拿钱。第
一次，他们拿到了2000万美元，然后是
4000万美元……后来甚至在他们想买一
架空军一号专机的时候，他们也会向他
要钱。”

郑添仁：“他给了钱之后，他们就对他
说：这里、这里和这里的木材……这些
山……都是你的了！” 

郑添仁 补充说：“售价3000的东西，
他给600。”

合谋盗贼统治
Cheng的腐败据说延伸至缅甸军政府的
最高层

阿富：“影子总裁与政府的最高层有联
系。”

EIA：“你的意思是缅甸总统？”

阿富：“是的。”

虽然缅甸在相关期间没有总统33，但阿
富提到的只能是该国事实上的领导人。
在这一腐败据称发生的期间（从20世纪
90年代初到2014年），这只能是丹瑞大
将，1992年至2011年期间执掌国家恢复
法律和秩序委员会（SLORC）、国家和
平与发展委员会（SPDC），并担任缅
甸武装部队总司令。

阿富的证词表明，Cheng Pui Chee向
缅甸最高级的军事和政府官员行贿，然
后与其勾结，建立一个秘密的黑市交易
体系，用该国最上乘的柚木原木进行欺
诈性贸易。这些贸易与MTE管理的官
方“合法”交易并行，并且在其体系内
部运行。

这些罪行涉及为了谋取私利而大肆剥
夺缅甸的木材资源，行为者既包括相
关的政府官员个人，也包括Cheng Pui 
Chee及其网络，构成严重有组织国际
犯罪。

对于缅甸执政的将领和官员——他们
自己也像一个卡特尔那样运作——以
及与政权合谋的其他亲信伐木分包
商，Cheng Pui Chee被证明是一个理
想的同谋者，实现了他们通过木材回扣
以腐败方式致富的欲望，同时产生刚好
足够的收入来支撑政权。

通过这些完全非法的安排，Cheng成
为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柚木贸易商，在
MTE管理的官方“合法”贸易体系内部
操作。

确认影子的身份 
 
在与阿富会面后，EIA试图确认Cheng 
Pui Chee的完整身份，并证实我们被告
知的故事。 

香港渊源
据称，当年Cheng在父亲手下开始职
业生涯，通过他的公司祥兴（Cheung 
Hing）将柚木从缅甸和印尼进口至香
港，但在娶了一位富有的华裔泰国女性
后，他搬到泰国曼谷，把那里当作自己
的大本营。

根据“祥兴”的香港公司注册记录，可
以证实Cheng的正式中文姓名是郑培
志，以及他在以祥兴命名的多家公司中
作为董事（与一位家庭成员一起）的角
色。34 这些位于香港的祥兴公司似乎是
经手Cheng的大部分巨额柚木交易的主
要商业工具。

关于祥兴的公开可获得消息提供了诱人
的线索，让人窥见Cheng与那些接近缅
甸政权高官的木材亲信之间的关系。

Tay Zar：来自美国驻仰光大使馆的一
份泄密外交电文显示，丹瑞政权的两
个关键亲信——Htoo集团臭名昭著的
Tay Zar，及其说中文的顾问和马仔
Lu Lu（又名Kwan Lu Chan，Chan 
Kwan Lu）——都在香港Cheung 
Hing Corporation Ltd和Cheung Hing 
Timber Corporation（Cheng Pui 
Chee的公司）持有少数股权。35 

这份外交电文建议对祥兴及其他与Lu 
Lu有关联的公司实施经济制裁（欧盟随
后实施了制裁），并称祥兴的所有人是
PC Cheng。36

尤其是Tay Zar在祥兴拥有商业利益似
乎表明，Cheng显然将自己定位于距离
丹瑞大将只有一步之遥。

IGE：祥兴还与国际企业家集团（IGE）
有联系，后者是丹瑞时代缅甸木材业
的一大参与者。据报道，在2009年
8月至2012年8月期间，Hong Kong 
IGE Private Ltd 和祥兴都曾协助香港
另一个木材进口商（Xinlin公司的He 
Biying）避税，手段是提供欺诈性税务
收据以及低报其供应的2.6万吨柚木原
木价值的合同。37

IGE由1997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缅甸工
业部长的昂当（Aung Thaung）的家族
建立。38 昂当的儿子Pyi Aung娶了貌
埃（Maung Aye）将军的女儿，而IGE旗
下公司（包括Myanmar Rice Trading和
Aung Yee Phyo Company——两家都是
主要的柚木采伐分包商）被认为在很大
程度上受益于同貌埃和丹瑞大将的密切
关系。

郑添仁

Tay Zar

33. Between 1962 and 1974 and between 1988 and 2011 Myanmar was run by military regimes and did not have a Presiden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was re-established in 201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sident_of_Myanmar.

34. Hong Kong Company records link Cheng Pui Chee to Cheung Hing Timber Company Limited(祥興木材有限公司), Cheung Hing 
Corporation Limited, Cheung Hing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Limited, and Cheung Hing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
35.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RANGOON386_a.html. 
3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0D0232. 
37. http://www.hnhxsbh.com/zousifanzui/98.html. 
38. https://www.irrawaddy.com/news/burma/what-does-the-future-hold-for-aung-thaung-sons.html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Aung_Thaung.

Than Shwe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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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Koh的联系
阿富还多次谈到“Mr Xu”，据说这是
一个人脉很广的新加坡人，老家在香
港，现在在马来西亚做生意，据称是
Cheng Pui Chee的主要生意搭档（尽
管级别低一些）和长期合作者。

据说，Xu帮助Cheng Pui Chee在中国
和泰国之外推销他的柚木，特别是在马
来西亚、新加坡和西方市场。据说，一
系列西方买家通过Mr Xu接洽了阿富和
Cheng Pui Chee（见下文：Cheng的
西方市场）。

虽然没有指明Mr Xu的公司，但阿富
提到与某个马来西亚实体的历史联
系，他称其为“Thai Pong”。据EIA
掌握，以前有一家被称为Thaipong 
Industries的马来西亚柚木锯木厂，
现已成为SCK Wooden Industries，
是与Gary Koh有关的Timberlux, 
Northwood 和Wood & Wood公司网络
的一部分；而EIA曾在2013年在新加坡
见到Gary Koh。

由于这一点，加上“Koh”是中国闽南
方言中的“Xu”这个事实，“Mr Xu”
很可能实际上是“Mr Koh”，即Gary 
Koh的父亲Koh Seow Bean。

Gary Koh曾向EIA介绍他的Timberlux
网络与Thai Sawat的联系，而EIA一直
怀疑Thai Sawat公司是据称的柚木头目
的工具。（见方框：Gary Koh的佐证）
。公司记录证实了这一联系。

Thai Sawat和Chetta Apipatana
由于怀疑Cheng的合伙人Mr Xu实际
上是Timberlux网络的Mr Koh，EIA
查阅了多家公司的官方记录以寻求证
实，包括Northwood, Thai Sawat, 
Wood & Wood 和Deesawat（在新
加坡）；Northwood, SCK Wooden 
Industries 和Timberlux（在马来西
亚）；Northwood, Thai Sawat 和
Pacific Timber（在仰光）；以及Thai 
Sawat, Deesawat和其他一些公司（在
泰国）。

这些公司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记录
都没有列出Cheng Pui Chee这个姓
名，而只是提到Chetta Apipatana或
Apipatana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EIA
预期的Koh（Xu）家族成员。
 
然而，当EIA在泰国获得Thai Sawat 
Import Export Ltd 的记录后，这个拼
图游戏终于展现出完整的图案。39

Thai Sawat Import Export Ltd早在
1963年9月25日就由六位中国籍创始人
和一位泰国国民在泰国注册成立，但是
一份日期为1963年11月16日的证书列出
Chetta Apipatana和他的兄弟Marut 
Apipatana为董事。

重要的是，1975年4月25日的一份股东
登记文件增添了中国公民“Cheng Pui 
Chee”（用英文书写，但也用泰文 - 音
译“Seng Phu Si”），将其列为Thai 
Sawat Import Export Company Ltd
的一位投票股东。在同一文件的第二
页，泰文打字的Mr Seng Bhui Chi
这个姓名被划掉，下面是用泰文手写
的“นายเชษฐา อภิพัฒนา” - Chetta 
Apipatana。

Sawat Import Export Company Ltd
于1994年10月26日提交的有关公司
注册变更详情的另一份文件，也指
出“Seng Phu Si”已更名为“Chetta 
Apipatana”。

这些文件证实，阿富所称的“影子总
裁”Cheng Pui Chee在20世纪60年代
早期就在泰国把自己的名字改为Chetta 

Apipatana，他和他的父亲Soothie 
Apipatana（也拼写为Suthee）以及兄
弟Marut Apipatana开始在Thai Sawat
担任董事。到1975年，他们已经控制了
该公司。

EIA还设法获取了Cheng的泰国姓名
Chetta Apipatana的泰国正式身份证的
详细信息1，包括Chetta的一张照片，该
照片与EIA确定的Cheng Pui Chee的唯
一另外一张照片显然拍的是同一个人。41

Thai Sawat是1988年12月泰国武装部队
总司令（后来担任泰国总理）差瓦立•永
猜裕（Chavalit Yongchaiyudh）上将
对缅甸进行外交访问后、获得47项伐木
特许权的35家泰国伐木公司之一。那次
访问是自1988年民主运动遭到无情镇压
以来，外国政要首次访问缅甸。43

然后，1993年12月，Thai Sawat成为在
缅甸保留伐木权的五家泰国公司之一，
此前当时掌权的SLORC政府在该年早些
时候驱逐了所有泰国伐木公司。43 20世纪
90年代初，Thai Sawat在掸邦的Mong 
Pungpahkyen 2获得3万吨额度，为此
泰国当局在清迈府清道县（Chiang Dao 
District）的Ban Arunothai授予其一个
木材中转站——这一组合当时让公司赚到
高达1500万美元。44

在同一时期，Thai Sawat从与政府关系
密切的泰国公司MDX赢得伐木和道路建
设合同；MDX与缅甸政府达成协议，在
掸邦开发Tasang大坝。45

Gary Koh

39. Record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Commerce, Kingdom of Thailand, accessed in June 2018.

Chetta Apipatana 

aka “Cheng Pui Chee”

下图：SCK Wooden Industries
的网站揭示了其与 Timberlux 
和Wood and Wood的关联。

©SCK Wooden Industries’ website

上图和左图：显示缅甸在1988年分配
的伐木特许权的地图，特许权2号被
分配给Thai Sawat Import-Export

上图和左图：修改后的
Thai Sawat Import Export 
Company Limited公司注册文
件，日期为1994年10月26日 
，显示Cheng Pui Chee更名
为 Chetta Apipata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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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National ID No. 8-1004-00001-47-5.
41. A photograph of Cheng Pui Chee is included in images of his 
funeral in Bangkok, which were posted to FaceBook by attendees 
in April 2018. The man in this photograph is the same man as that 
depicted in Chetta Apipatana’s Thai ID Card. 
42. Global Witness,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Part 2, Logging in Burma: 
The Thai-Burma Border, October 2003. 
43. Burma Issues (Vol.3, No.12), Thai Logging Companies, December 
1993, available at: http://www.burmalibrary.org/KN/BI1993-12-(V03-
12)-red.pdf. 
44. Siam Rat Sapta Wichan, Major Thai Business Activities (p. 8-14, 
Translated from Thai), 27 October 1991, reproduced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JPRS Report, South East Asia, 
(JPRS-SEA-92-001), 14 January 1992, available at: https://apps.dtic.
mil/dtic/tr/fulltext/u2/a334124.pdf.
45. https://epdf.tips/environment-and-citizenship-integrating-
justice-responsibility-and-civic-engag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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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的利益和联盟网
在确认Cheng Pui Chee为Chetta 
Apipatana之后，公司文件揭示
了，Cheng Pui Chee如何利用他的泰
国姓名或者他的孩子和兄弟的泰国姓
名，在多家Thai Sawat、Northwood
和Timberlux公司注册股权及/或董事
职位，从而组成一个公司网络，使他的
柚木帝国能够在马来西亚、缅甸、新加
坡和泰国运作。Cheng在香港的祥兴
（Cheung Hing）业务中保留了他的中
文姓名。

Apipatana家族和Koh家族之间的多
重联系显而易见，这些联系巩固了
Cheng Pui Chee和Koh Seow Bean
之间的生意搭档关系，并把资产放在
他们的儿子Thanit Apipatana（也拼
写为Thanet）和Gary Koh（Koh Tek 
Kwan Gary）名下。

在新加坡，Koh Seow Bean和Chetta 
Apipatana都是Northwood Co Pte 
Ltd的董事，尽管只有Chetta是股
东。类似地，Gary Koh以及Chetta和
Thanit Apipatana都是Thai Sawat 
Development Pte Ltd的董事，但只有
Chetta和Thanit是股东。

巩固Koh和Apipatana家族之间关系的
一个关键环节是马来西亚的Timberlux 
Sdn Bhd ，Koh Seow Bean的儿子
Gary Koh是该公司董事，他与Chetta
的儿子Thanit Apipatana共同拥有这家
公司。

尽管只有Koh家族似乎拥有并掌控新
加坡的Wood & Wood Pte Ltd 和Wood 
& Wood Flooring Co Pte Ltd（Gary 
Koh的公司），以及马来西亚的SCK 
Wooden Industries（Koh Seow Bean
的公司），但在与Koh家族成员见面
和在线沟通时，两家公司都被称为
Timberlux在马来西亚的“关联公司”
。48

Apipatana家族与曼谷
Tangkijngamwong家族之间的联系也
很明显，后者控制着Deesawat，是泰
国的一个大品牌，设计、制造和零售主
要用缅甸柚木制成的家具。

Chetta Apipatana拥有的Thai Sawat 
Wood Industries Corporation Co 
Ltd，现在或曾经有Tangkijngamwong
家族成员担任董事。

Vanida, Jirawat 和Jirachai 
Tangkijngamwong 都是Dee 
Sawat Industries Company Ltd 
(Deesawat)的董事，而Ekachai 
Tangkijngamwong也是Wood 
Decorate Holding Co Ltd董事会成
员，这是泰国另一家大型木材公司。

泰国木材协会反映出两个家庭在泰国的
地位。Jirawat Tangkijngamwong（
来自Dee Sawat Industries Company 
Ltd）是泰国木材协会主席，而Ekchai
是副主席。

Marut Apipatana（Cheng的兄弟，
来自Thai Sawat Import Export 
Co Ltd）也是副主席49，而Suthee 
Apipatana（Chetta的父亲）被列为该
协会的名誉主席之一。50

EIA研究表明，这两个家庭实际
上是大家庭，很可能是堂兄弟。51 
Facebook的帖子也证明了Cheng 
Pui Chee（Chetta Apipatana）
的兄弟Marut、他的儿子Thanit和
他的妻子每年在曼谷与Jirachai和
Tangkijngamwong家庭其他成员一起
过中国新年。 

业务多元化
公司记录还显示，Chetta已将一部
分通过腐败手段赚得的柚木利润投入
房地产，包括位于仰光市中心的豪华
Summit Park View 酒店。52

48. http://sck.com.my/index.html. 
49.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aitimber.org/board/board_thaitimber_01.html.
50.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aitimber.org/board/board_thaitimber_02.html.
51. In October 2018 staff at Deesawat told EIA researchers that the Apipatana and Tangkijngamwong families were "ญาติ", indicating an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 such as cousins. 
52. Singapore company records show that as of early 2018 Chetta Apipatana was listed a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of Regional Properties Pte. 
Ltd., a Singaporean firm acting as the sole shareholder of Regional Hotel Pte Ltd., which owns 100% of System Bilt (Myanmar) Ltd, a company 
in which Chetta is a director, and which in turn owns the Summit Park View Hotel in Yangon. 

-

Gary Koh的佐证
2013年，调查员曾遇到经营Wood & 
Wood的新加坡人Gary Koh，这是一
家柚木地板和内饰公司，是他从家族
的缅甸柚木生意（以SCK Wooden 
Industries Sdn Bhd和Timberlux Sdn 
Bhd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鉴于Cheng Pui Chee和Koh家族之间的
联系，阿富关于Cheng Pui Chee贿赂
行为的证词似乎显著扩大了Gary Koh在
2013年关于类似利诱的证词，这反过来
证实了阿富关于Cheng Pui Chee “特
殊安排”的证词。

Gary Koh当时表示，该网络包括缅甸的
Northwood，并与一些泰国公司合作，
包括Thai Sawat和Deesawat。EIA曾
在2010年见到Deesawat的代表，他们
承认与Thai Sawat的历史联系。Gary 
Koh还提到，他们曾与一家名为“Kai 
Yeu”的台湾公司合作加工他们的柚
木，这显然是指阿富的凯越股份有限公
司（ 凯越股份有限公司 ）。

他表示，由于贿赂和利诱，这些公司拥
有获取缅甸柚木的一流渠道。他说：“
我们和MTE关系很近。我们与林业部的
关系也非常密切。这是Northwood在过
去30年里……打造的一种工作关系。”

GK：“比方说有来自缅甸的官员，来
自林业部，他们病了，他们身体不适，
他们来到新加坡。我们一直在做的是，
我们会安排住宿，我们一直在为住宿买
单，当他们去看医生，我们会为他们买
单，还有很多娱乐，很多附带的好处，
你也必须给他们。”（微笑）

EIA：“你的意思是像军方的人员一
样？”

GK：“是的，是的，是的。”

EIA：“哦，你们是不是还得这么
做？”

GK：“但我认为它会改变。我希望它会
改变，因为现在的情况也有点说不准”
。（摇手）

Gary Koh还表示，Northwood曾向林
业部赠送两头长颈鹿、四匹斑马和几只
企鹅，这是为了缅甸新首都内比都的动
物园。

GK：“我一辈子从来没想到我会去买四
匹斑马和两头长颈鹿。”（笑）

佐证这个故事的是，缅甸报纸曾在2009
年12月报道称，Thai Sawat Import 
Export公司的“Mr Cheng”向缅甸
林业部捐赠了企鹅，用于内比都动物
园。泰国武官出现在象征性仪式的照片
中。46 类似地，2011年有报道称，Thai 
Sawat的“Mr Cheng”捐赠了长颈
鹿。47

在被问及他是否觉得该网络为柚木所付
的款项流入掌控政府和MTE的军方将领
的个人腰包时，Gary Koh先是微笑，
然后笑出声道：“啊，你可以说，啊，
实际上是的。很大一部分，很大一部
分。”

46. New Light of Myanmar, “ZPO Presents two pairs of Penguins to Zoological Garden (Nay Pyi Taw)”, December 6, 2009, available at: http://
www.burmalibrary.org/docs08/NLM2009-12-06.pdf. 
47. https://myanmar.mmtimes.com/national-news/nay-pyi-taw/7615-2013-10-23-04-50-39.html & 7 Daily News, “Safari Nay Pyi Taw Zoo 
Garden A Baby Giraffe was born”, Nov 11 2015, reproduced at  http://www.shwemyanmar.info/news_detail_m.php?id=3254&type=3.

Gary Koh

Solorest hiliaep taquidi 
onemper isquam, sequi 
omnist, aut excessi miliqui 
nobis molor ant occus dis 
ne quatur am nonecus 
voloreriatem et, ulloribquam, 
sequi omnist, aut excessi 
miliqui nobis molor ant occus 
dis ne quatur am nonecus 
voloreriatem et, ullorib

上图：由Thai Sawat公司的
Cheng Pui Chee（ Chetta 
Apipatana ）捐赠给林业部的
长颈鹿 ，摄于2013年。

©Myanmar Times

左图：泰国官员展示由
Thai Sawat公司的Cheng Pui 
Chee（ Chetta Apipatana ）
于2009年12月赠送给缅甸林业
部的企鹅。©New Light of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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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ttp://monrec.gov.mm/?q=know/51.

仰光的调查

研究证实，Cheng Pui Chee（又名Chetta 
Apipatana）似乎是缅甸柚木贸易背后的“
幽灵头目”，通过一个公司网络运营他的
帝国，这些公司以缅甸的Northwood和
Thai Sawat、泰国的Thai Sawat以及香港
的祥兴为中心，并通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的Timberlux / SCK Wooden Industries和
Northwood与Koh家族合作。

EIA随后寻求与影子总裁本人会面，并开始计
划前往仰光。

陷入死胡同？

然而，2018年5月，EIA得知影子总裁已在前
一个月突然去世。

尽管Cheng的死亡本来可能结束调查，但EIA
听说他从MTE租用的几家仰光锯木厂正在加
工10万至20万吨柚木原木，这个巨大库存是
他用腐败手段获取的。

EIA希望见到Koh Seow Bean——Cheng Pui 
Chee的主要生意搭档（通过SCK/Timberlux
和Northwood），并希望见到Cheng Pui 
Chee的儿子Thanit Apipatana，据说他在父
亲去世后接手了柚木业务。

EIA还希望见到一位名
叫Han Zaw Lin的缅
甸公民，他被怀疑是
Cheng Pui Chee在缅
甸Northwood、Thai 
Sawat和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 
Ltd的得力助手，后者
在EIA研究中被认定为
Cheng在缅甸的柚木
业务的一部分。

柚木贸易领域经验丰富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
没有长期合作者的介绍，要见到这些谨慎的高
层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EIA调查员在
2018年10月飞往仰光，试图与所谓的柚木之王
的继承人会面。

 

第二森林部长

在仰光寻求与Cheng Pui Chee的人们会面
时，调查员被介绍给多名业内人士，他们证实
Cheng生前是一个主要参与者。

一位经验丰富的贸易商证实了台湾凯越公司
的阿富对其地位的评估，称Cheng Pui Chee
的“生意真的做得很大”，并且“每个人都称
他为缅甸森林部长……二级森林部长或第二森
林部长……”。就像阿富所说的，Cheng生
前据说在囤积柚木。

调查员还被介绍给一名MTE官员，据称是
一名木材出口文件经理，他将Cheng在缅
甸的业务称为“CHC”（Cheung Hing & 
Company的简称），他说，就柚木原木出口
而言，这是“缅甸最大的公司”。 

这名官员还证实，自原木出口禁令颁布以
来，CHC一直在租用MTE的四家锯木厂，
包括MTE 3号和6号锯木厂（位于仰光的
Watayar木材工业区）以及MTE 10号锯木厂
（在Thanlyin）。

MTE于2018年3月发布的文件证实，至少两家
由Cheng Pui Chee控制的公司是“MTE合作
锯木厂”，包括Thai Sawat Import Export 
Co Ltd（MTE 8号锯木厂）和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 Ltd（MTE 10号锯木厂）。53

 

Han Zaw Lin

上图：CHC在仰光的办公
室，2018年10月 

左图：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 Mill的标牌，仰
光，2018年10月
 
下图：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的柚木锯材和地板
材料，仰光，2018年10月

“CHC” - Cheng的缅甸业务

2018年10月31日，EIA终于争取到在仰光
Wittoria医院附近的CHC集团办公室与, 
Cheng Pui Chee在缅甸的得力干将Han 
Zaw Lin会面。入口上方的一块招牌注明
Thai Sawat Imp-Exp Co Ltd 和Cheung 
Hing & Company – Yangon Office。

Han Zaw Lin（他在4月举行的Cheng的
葬礼上是护柩者之一）向EIA递上自己的
名片，上面的公司名称是Timberlux Sdn 
Bhd，并将Timberlux描述为CHC缅甸业
务的马来西亚分支，而CHC本身由一位香
港“老板”拥有，他确认老板就是Cheng 
Pui Chee。

他说，在Cheng Pui Chee去世后，公司
由他自己作为总经理运营，在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由Koh Seow Bean打理。他还证
实，Cheng的网络与台湾凯越公司的阿富
很熟，是认识多年的老关系。

Han Zaw Lin证实CHC在仰光经营五
家工厂，其中一家是由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 Ltd经营的地板制造商MTE 10
号锯木厂。他提到CHC/Timberlux网络目
前持有1.4万吨柚木，包括在缅甸的9000
吨原木和1000吨锯材，以及在马来西亚的
4000吨锯材。

尽管Han Zaw Lin始终没有吹嘘Cheng 
Pui Chee的贿赂和柚木分级欺诈，或者向
政府官员的离岸账户存入数千万美元，但
他确实证实了EIA从阿富听到的故事的主
要方面，以及有关Cheng Pui Chee在供
应欧盟市场方面所扮演角色的信息。

右图：储存在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 Ltd
的锯木厂的柚木地板，
该公司由Cheng Pui 
Chee在仰光的CHC集团公
司控制，2018年10月

©EIAimage

©EIAimage

©EIAimage

©EIAimage

24  25



特殊来源
在被问及柚木来源时，Han Zaw Lin暗
示有特殊来源：他们只能通过Cheng 
Pui Chee的人脉拿到的“G-G合同”。

EIA：“政府对政府，你肯定有很好的
人脉，对吗？”

HZL：“当然！”（点头并笑出声）

EIA：“所以是Mr Cheng......”

HZL：“是的，是的，是的。”

EIA的理解是，G-G合同是指Chetta 
Apipatana的Thai Sawat Import 
Export Ltd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
早期在缅甸获得的利润丰厚的采伐权，
据信那些交易是在泰国和缅甸高级将领
之间达成的。

由CHC关联公司Thai Sawat, 
Northwood Industries Ltd 和Pacific 
Timber持有的分包采伐权（据信一直
持续至2015年最后一个向分包商开放的
采伐季54）为Cheng Pui Chee提供了基
础，使他得以进行最终让他成为“柚木
之王”的柚木分级欺诈。

Koh Seow Bean 
次日，调查员终于见到了SCK/
Timberlux/Northwood的Koh Seow 
Bean（又名Mr Xu），即Cheng Pui 
Chee面向西方市场的国际销售主要生
意搭档，Gary Koh的父亲。

关于Cheng的
地位，Koh补充
了多种类似说
法，称：“在世
界上的柚木生意
这一行，他是最
大的，”并表
示他和Cheng 
Pui Chee曾把
Timberlux以及
Cheng的其他公

司用作手段，目的是成为世界最大柚木
供应商。

他表示，他们的业务已向中国出售了逾
40万吨原木，经常发运3000吨至5000
吨货物，价值在300万至500万美元之
间，使Cheng的公司祥兴成为香港最大
进口商。

他还证实了与台湾阿富的关系，声称“
从2005年到2015年，我们是台湾最大的
业内企业。你可以问台湾柚木业务的任
何人，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名字”，并补
充说，“你在台中港看到的每根柚木原
木都来自我们。”

尽管是缅甸柚木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但Koh表示Cheng和他更喜欢在幕后操
作，称：“Cheng和我在这里非常低
调，即使在当地人中也是如此，很少有
人知道我们是谁”。

Cheng的西方市场
Cheng Pui Chee的大量腐败柚木进入
欧盟和美国的供应链，主要用于游艇。

在台湾，阿富透露，在Koh（Mr Xu）
介绍后，他用Cheng的木材多年服务于
欧洲和美国的许多柚木买家。

Koh Seow Bean声称，他们的业务不
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国家都占主导地
位，称“10多年来，即使到今天，我们
仍是面向美国和欧洲市场销售的最大出
口商”。有利可图的豪华游艇制造商构
成了他们的大部分西方客户，Koh夸耀
称：“至于游艇行业，我们是向世界游
艇公司销售的最大出口商”。

Han Zaw Lin声称，仅在过去一年里，
他们的业务就发运了2000个40英尺集
装箱，相当于8万立方米，收货人主要
是欧洲客户。他还表示，其中大部分用
于游艇。

Koh解释了马来西亚Timberlux/SCK业
务的战略定位如何起到帮助。通过在缅
甸境外囤积高品级柚木，西方客户避免
了加工和从缅甸发运的漫长交付时间。
从1996年到2014年，从马来西亚发货还
自动避免了美国和欧盟对直接从缅甸发
运的木材的制裁。55

涉及的参与者跻身于西方市场最大的缅
甸柚木供应商之列。

美国

East Teak Fine Hardwoods (ETFH)是
美国最大的缅甸柚木进口商，向影子总
裁网络中的多家公司购买。

阿富称ETFH是长期客户。贸易记录证
实，过去10年期间凯越公司至少向其发
货151批，其中包括2018年的4批货，这
使得阿富成为ETFH的全球第二大供应
商，占ETFH全球进口量的13%。

Timberlux Snd Bhd是ETFH的第二大
供应商，同期发货143批，占ETFH进
口量的9.3%。 ETFH还从缅甸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 Ltd进口了17批货
物（占其供应量的1%），这是EIA走访
过的一家“CHC集团”锯木厂。 ETFH
还从缅甸的Northwood Industries 
Ltd进口了另外两批货物，该公司也是
Cheng的CHC集团的一部分。

若加在一起，Cheng Pui Chee柚木的
四家经销商——其中三家由Cheng本人
直接控制——在过去10年里提供了美国
最大缅甸柚木进口商总进口量的近四分
之一。

美国贸易记录显示，Timberlux Sdn 
Bhd还曾向J Gibson McIlvain（美
国第二大缅甸柚木进口商，也曾由
Cheng的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 
Ltd供货）发货17批，向世界最大的预
制游艇甲板木板制造商TeakDecking 
Systems (TDS)发货13批。56

美国游艇市场显然充斥着Cheng Pui 
Chee的腐败柚木，所有这些都据信是进
口至美国、然后在美国销售的，从而违
反美国《雷斯法案》（Lacey Act）。

由Cheng Pui Chee的大家庭
Tangkijngamwong拥有的泰国公司
Deesawat，在过去10年里还向美国发
运了236批柚木家具，其中很大一部分
据信是由Cheng Pui Chee供应的。

上图：网站页面截图：East 
Teak Fine Hardwoods（上）
、Gibson McIlvain（中）和
TeakDecking Systems（下）

Koh Seow Bean

“In teak 
business in 

the world, 
he is the 
biggest” 

54. Pacific Timber is reported to have had logging quotas in the 
2015/16 season in unpublished industry reports seen by EIA.  55. EU Targeted Sanctions on Myanmar included sanctions on direct imports of timber from Myanmar Timber Enterprise (MTE) from 1996-

2013, and US sanctions on MTE were similarly in place from 2003-14.
56. All US trade records for East Teak, Gibson McIlvain and TDS acquired from Panjiva. https://panjiva.com.

左图：储存在Timberlux 
Sdn Bhd的柚木原木，
位于马来半岛新邦令金
（Simpang Renggam）
，2014年10月。（谷歌
地球）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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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Alfred Neumann GmbH是德国一
家大型缅甸柚木供应商，面向欧盟游
艇行业，最近还向德国海军旗舰培训
船“Gorch Fock”供应木材。57

阿富曾拿出Alfred Neumann的首席柚
木买家Peter Eick的名片，但在被问及
他是否还是客户时表示：“他认识影子
总裁。Peter是由Mr Xu介绍的。”

他说，Peter Eick在2013年直接从
Cheng Pui Chee购买了“几千吨”的
柚木原木，在此过程中赚了不少钱。

2018年7月，EIA调查员看到一批柚木
从缅甸走私至中国的宇力木业（Yuli 
Wood），宇力的员工称，这些柚木将
从中国发运至Koh在马来西亚的公司
（SCK Wooden Industries，隶属于
Timberlux Snd Bhd），之后Koh会将
其发运至德国的Peter Eick。 

Luca Rossi和Timberlux Srl
 
阿富还提到Koh介绍了一个名叫Luca的
意大利买家，EIA认为此人是意大利的
里雅斯特（Trieste）Rossi家族的Luca 
Rossi。

Luca Rossi及其家族成员经
营多家公司，包括Antonini 
Legnami、Adriatic Timber，以及
（自2015年以来）Timberlux Srl，从
Cheng的关联经营者进口缅甸柚木至欧
洲已有多年。

2016年Luca Rossi向EIA调查员提供的
文件显示，Pacific Timber Enterprise 
Ltd是Antonini Legnami的柚木来
源；2016年和2017年，EIA向欧盟成
员国执法官员提交了信息，详细说明
Antonini Legnami和Timberlux Srl违
反欧盟木材法规（EUTR）的情况。

2018年10月，Han Zaw Lin和Koh 
Seow Bean证实，Rossi家族的
Timberlux Srl在意大利行使CHC“代
理人”的职能，并将Luca Rossi称为他
们的“受托人”。Rossi 当时在仰光为
客户选择柚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EUTR生效之
后，最近几个月和几年里，对Rossi 在
意大利的Timberlux Srl的使用有所增
加。

Koh和Han Zaw Lin两人都表
示，Timberlux和CHC在缅甸和马来西
亚的业务过去直接发货至比利时、丹麦
和德国的客户，但加强EUTR的执法日
益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来发运柚木至欧
洲的唯一国家是意大利，或许还有希腊
和西班牙。

他们表示，自2018年中期以来，这
些欧盟客户要求他们将所有货物发
运至Rossi 家族在老家的里雅斯特的
Timberlux Srl，然后Luca Rossi从那
里用卡车将其运送至比利时、德国或欧
洲其他地方的实际客户。

Luca Rossi和他的兄弟Matteo显然能
够说服意大利的EUTR主管当局相信，
他们的柚木符合EUTR，尽管欧洲其他
国家的官员们做出了不同的裁定。

EIA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包括
意大利在内的所有EUTR执法官员都一再
正式声明：他们从未见过一批符合EUTR
尽职调查规定的缅甸柚木。58�（参
见：遏止非法木材涌入） 

很明显，Timberlux将其在意大利的
EUTR规避能力，提供给缅甸和欧洲的其
他经营者使用。

2018年10月，EIA向EUTR执法官员发
出警示，有一批大约五个集装箱的货被
发运至的里雅斯特的Timberlux Srl，
最终收货人是欧洲最大进口商之一，这
批货进而是为英国客户订购的（参见下
文：意大利任务）。对此类EUTR规避
服务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在2018年10月，EIA从仰光的另
一家出口商——Olam Group的子公司
Concord Industries获悉——在欧洲
其他地区执行EUTR后，他们也开始通
过意大利向欧盟客户运送所有柚木，
他们说，意大利的“那个家伙可以搞
定”，此言很可能是指Luca Rossi 。

据称，Olam的新加坡总部已发出指
令，要求在此类货物的所有文件中隐藏
Olam的名称。

尽管欧洲对贸易信息的限制妨碍了对这
一问题的充分理解，但很明显，Cheng 
Pui Chee的非法木材也通过Luca Rossi
的Timberlux Srl以及Alfred Neumann 
GmbH等公司涌入欧洲。

所有这些都违反了EUTR。（参见：遏
止非法木材涌入）

这些公司进而将木材出售给甲板木板制
造商，供应世界上一些最大和最负盛名
的游艇制造商。 

意大利任务

尽管最初声称他可以“轻松地”把柚木
运到意大利，但Koh Seow Bean在见面
不久后告诉EIA：“我有个坏消息要告
诉你。我们向欧洲出口很多柚木，这对
我们很敏感。10月20日有一部新法律出
台。”

他解释说，前一天晚上他们刚了解到，
意大利实行了更严格的欧盟木材法规尽
职调查要求：“我们现在不能做意大
利，因为新规定要求我们为进口至意大
利发送更多文件，而我们的原始原木库
存主要是2010年至2015年期间（从缅
甸）发出的。”

Koh和Han Zaw Lin表示，他们已派
遣Luca Rossi回米兰试图解决这个问
题。Koh哀叹道：“10月20日的新规则
堵死了我们的常规路线，它在11天前刚
刚生效。”

Koh和Han Zaw Lin都不知道的是，
仅在17天之前，即10月15日，EIA已向
EUTR执法部门——包括意大利的相关
官员——发出警示：发给Timberlux 
Srl的一大批柚木将要运至的里雅斯特
港，而据EIA掌握，这批货进而将被运
至英国市场的买家。
 
之后出现一个超现实的时刻：尽管没
有得到意大利官方EUTR执法机构的
反馈，但调查员从EIA警示的目标了解
到，他们在意大利的货物遭遇执法行
动。

仍有待观察的是，Cheng的腐败木材，
或者在相同治理参数内运营的其他公司
的类似有问题供应，是否会继续流入欧
盟和美国市场，违反EUTR或美国《雷
斯法案》。

Peter Eick

最上图：阿富（郑坤富）
展示客户、来自Alfred 
Neumann GmbH的Peter Eick
的名片。 
 
上图：Alfred Neumann的网
站上有Felix Leong（又名
A-Liang）正在挑选柚木甲
板的照片，Leong是马来西
亚Timberlux 和SCK Wooden 
Industries的雇员，这两家
公司由Cheng Pui Chee和Koh 
Seow Bean及其子女控制。

©EIAimage

右上图：意大利的里雅
斯特港，2018年11月 ©EIA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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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http://dipbt.bundestag.de/doc/btd/19/056/1905681.pdf.
58. Minutes of the Commission Expert Group on EU Timber Regulation and the Forest Law Enforcement, Governance and Trade 
(FLEGT) Regulation (E03282), including those of 27 Sept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
cfm?do=groupDetail.groupMeetingDoc&docid=21685 all meeting minutes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
cfm?do=groupDetail.groupDetail&groupID=3282.



仍在持续的走私进入中国
多年来，对缅甸非法采伐及相关非法木
材贸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民族武装组织
的角色及其与中国、泰国和印度贸易  商
的关系。虽然实际过境点位于偏远的边
界地区，但从森林到工厂的整个供应链
延伸至缅甸和中国两国的腹地。

尽管有民族武装组织参与，并且他们在
过去20年里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政府
和缅甸军方的参与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指
标，表明深层次的腐败使每个人都可以
分得一杯羹。

随着克钦邦的名贵木材基本上被砍伐殆
尽，原木和粗锯材越来越多地来自邻近
的掸邦和实皆省，包括缅甸政府控制区
的森林。

一旦进入云南，木材（其中一些在边境
附近进行部分加工）被运往中国南方广
东省的制造业腹地，甚至远至华东沿海
的浙江省。虽然大部分非法木材在中国
消费，但也有一些进入国际供应链。

随着森林逐渐枯竭，木材贸易商正不断
深入缅甸内陆以获取供应，在高层合谋
下破坏法治。 

非法木材贸易网络位于缅甸克钦邦与中
国云南省之间的边界。在这里，一个错
综复杂的犯罪集团网络与克钦独立军
（KIA）、克钦族新民主军（NDAK）
等民族武装组织以及缅甸军方串通，让
名贵木材得以通过一系列过境点，并在
沿途的多个检查站收取费用。

根据缅甸政府的规定，所有原木和锯
材的出口均必须经由仰光港口走海路
出口，这意味着任何陆上贸易都是非法
的。然而到2005年，一年内有超过100
万立方米的原木流过边境，原因是中国
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严格的伐木控制
措施，导致进口量迅速增加。59 面对负
面宣传，缅甸当局意识到非法陆上贸易
导致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于是呼吁中
国遏制进口，这导致贸易量急剧下降。
然而，非法木材贸易到2013年再度蓬勃
发展，中国海关数据显示来自缅甸的原
木贸易量为93.8万立方米，价值5亿美
元，其中94%经陆路运输。60 

2012年EIA秘密调查员与广州沐年木业
公司的代表会面，揭示了非法木材贸易
的规模和范围。该公司的所有者温水
年声称他的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缅甸柚木
地板生产商，已经用掉了30%的原材料
库存。他的所有柚木都是经陆路非法进
口的，他提到的主要来源是北掸邦的
勐密(Mongmit)，那里是缅甸政府控制
区。61

2015年年中，EIA对繁荣的跨境木材贸
易进行了重大实地调查，重点是云南省
德宏州，这里是通过克钦邦边境口岸走
私名贵的柚木和缅甸花枝（tamalan）
的主要门户。

EIA调查员发现，一个复杂的参与者网
络（包括缅甸军方成员、民族武装组
织、腐败官员以及一个强大的犯罪集
团）合谋通过一些过境点，包括主要国
际边境口岸木姐-瑞丽(Muse-Ruili)，走
私大量柚木原木和花枝方料。

这项贸易不仅违反了缅甸对于木材只能
通过仰光港口出口的规定，也是对该国
2014年4月生效的原木出口禁令的公然
违反。在将缅甸柚木进口至中国方面，
总部位于云南省的企业的主导地位在官
方海关数据中表露无遗。2014年，中国
从缅甸进口13.3万吨柚木原木。按数量
计算，在前10大进口商中，有8家位于
云南，加起来由陆路进口7.2万吨。62 这
个数字只包括通过官方边境口岸进行的
贸易，而不包括通过非官方过境点进行
的走私活动。

EIA秘密调查员走访了几个关键地点，
走私木材在这些地方储存并卖给来自华
南和华东的买家。这些地点包括弄岛，
这个乡村小镇因为是自由贸易区而受到
青睐，在这里，进口税仅在木材出售并
发往国内最终买家后才须缴纳。绝大多
数新近到货的原木和木方是缅甸柚木。

贸易商解释说，几年前，随着中国全国
对传统红木家具需求飙升，利润丰厚的
红木树种（尤其是缅甸花枝和花梨）的
走私数量激增。2012年起，由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全面反腐运动打击了
消费者对红木家具的需求，导致供过于

求，进而造成价格下跌和大量未售出库
存，特别是在弄岛。

相反，对柚木原木的需求保持在较高水
平；在EIA走访期间，镇上的一个贸易
商就收到了数千立方米的新鲜柚木原
木。与贸易商的交谈显示，对于通过缅
甸军队控制的正式过境点进口的柚木原
木，中国海关征收每吨800元人民币的
关税。

EIA还发现，瑞丽是一个将柚木原木加
工成半成品（如地板坯料）的枢纽。在
2015年晚些时候进行的后续调查中，秘
密调查员在广东省见到了三家大型柚木
地板供应商。这些企业都面向国内市场
销售，并承认其柚木从陆路进口，并由
瑞丽的工厂供应。

在边境地区时，EIA得知有一个主要的
卡特尔垄断了重要的原木走私路线，
并在瑞丽以北的木瓜坝-班岭（Nbapa-
Ban Ling）有一个秘密过境点。这个团
伙被称为BDYA，取自四名成员的名字
（Brang Nu, Dung Hpaung Gun, Lee 
Maw Yung 和 Ali Jie）的首字母。这
个犯罪集团的成员与克钦邦冲突的双
方、缅甸军方和克钦独立军都有高层接
触。通过这些人脉，该团伙能够确保沿

关键路线的木材运输畅通无阻，即使在
冲突期间也是如此，并利用这些路线向
木材贸易商和运输商征税。
                                                                               
与此同时，2015年在德宏以北的中国保
山市发生了一起重大国际事件，当时缅
甸军队在邻近的克钦邦突击搜查一个活
跃的伐木场，逮捕了150多名中国伐木
工人和卡车司机。这些人最初被缅甸法
院判处终身监禁，后来获得总统赦免，
被允许越过边境返回家园。这起事件引
发了各方对该地区暗中进行的非法采伐
和木材走私活动的关注，进而引发对非
法贸易的整治，中国政府禁止其国民进
入克钦邦进行伐木，并暂停中缅边境的
木材贸易。截至2016年3月，被盗木材
的贸易已出现戏剧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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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Global Witness, A Choice for China, 2005.
60.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Organised Chaos, 2015.
61. EIA,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2012.
62. China Trade Information (CTI) data for 2014.

最上图和中图：原木卡车在
缅甸克钦邦排队，准备将原
木走私到中国云南省。2018
年4月。 

下图：原木被装上车，准
备运往中国，缅甸克钦
邦，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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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弃的罪犯
可以预见的是，跨境走私的中断未能持久。在2016
年前三个月，对关键过境点的监测显示，越过边境运
送木材的卡车数量急剧下降，而以往繁忙的路线如木
瓜坝-班岭过境点很平静。取而代之的是，摩托车和
汽车被用来通过粗糙的土路运输较短的柚木木方，但
总量与前几年相比只是一个零头。

到2016年年中，卡车再次被用于在几个过境点运输
非法柚木木方和锯材，走私活动在该年其余时间继续
升温。在走私进入中国的木材中，柚木是遥遥领先的
最主要树种。随着这项贸易变得更加隐秘，可以明显
注意到走私的柚木从圆木转向柚木粗锯材，而且货物
被防水油布遮盖，或者藏在水果和蔬菜等其他商品下
面。

对柚木的高需求也推动建立了新的、更长的供应路
线，将瑞丽周边的过境点连接至克钦邦以南的掸邦
的柚木林。不出所料，BDYA团伙的成员在很大程度
上参与建立新的走私路线，并对其征税。EIA调查员
发现了一条新的未铺砌的土路，这条路比以往进一
步向南延伸，将掸邦的Inggyi通过缅甸边境的南坎
（Namhkam）过境点与云南弄岛连接起来。

Mongmit

Manton

Molo

Mabein

上图：显示用于走私缅甸
木材出境的主要路线的地
图。 

冲突点直接取自缅甸和平
观察组织（Myanmar Peace 
Monitor），时间跨度为
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
月16日，网站：http://
www.mmpeacemonitor.org/
mpm/.  其他所有信息都是
通过EIA调查和媒体报道汇
编而成的。

Namhkam 

Nongdao

Ruili

MuseYitzang

Nbapa-Ban Ling crossing

Lwegel laying 
crossing

Mong Wai

KEY

上图：原木运输，缅甸克钦
邦，2018年4月。 

左下图：原木集散点，缅甸
克钦邦，2018年5月。
 
中下图：原木集散点，缅甸

克钦邦，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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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和乡镇
边境镇
克钦邦-掸邦边界
克钦邦
掸邦
道路

2015-2019年冲突点

缅甸军队与民族武装组织
2017-2018年伐木路线
2016-2017年伐木路线
“大组”检查点

控制区
克钦独立军
缅甸军队（MA）
自2018-2019年以来由MA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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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发现，沿此路线运输柚木的每辆
卡车为了向检查站行贿，并向BDYA团
伙“缴税”，不得不支付相当于4600
美元的中国和缅甸货币。在这一总数
中，190美元由克钦独立军征收，2325
美元由缅甸当局（包括军方）征收，剩
余部分由BDYA征收。

据当地媒体报道，从南坎到弄岛的木材
过境检查站由缅甸陆军第483团和第21
营控制。63 2016年11月，观察到大约100
名中国木材贸易商和缅甸当地代理商抵
达南坎安排购买柚木。

还开辟了第二条新的木材运输路线，将
掸邦的曼栋（Manton）与弄岛连接起
来。深入掸邦腹地的新走私路线的扩
展，反映了2014年红木价格暴跌后、
柚木作为走私进入中国的主要树种的主
导地位。EIA识别的主要非法柚木采伐
地点包括马本（Mabein）、Molo和勐
密，这些都是缅甸政府和军方控制区。 
2016年末，这些地区柚木原木的当地价
格约为每吨500美元（70万缅元）。

在掸邦非法砍伐的柚木能够沿着崎岖不
平的道路运送到克钦邦、沿途通过多个
检查站，这个事实展示了BDYA等团伙
对与冲突双方都保持联系以确保木材畅
通无阻、对控制边境中国一侧瑞丽和弄
岛周边的关键过境点的重视。中国对掸
邦柚木需求量巨大，也是掸族武装组织
与缅甸军队冲突爆发的一个因素，因为
双方都试图从柚木贸易中获利。

中国官方海关数据显示，2016年该国从
缅甸进口4.5万吨柚木原木，价值3000
万美元，其中95%的木材通过陆地边境
进口。数据还证实贸易重点转向柚木锯
材，2016年最后三个月跨越边境进口
3.5万吨。64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2015
年155名伐木工人在克钦邦被捕后对非
法木材贸易采取的整治行动只是一个临
时措施。

除了恶劣天气、零星的当地打击行动以
及冲突导致贩运路线无法通行之外，柚
木走私生意在2017年和2018年继续进
行。在此期间，克钦邦边境地区冒出了
不少简单的锯木厂，将原木切成木板或
木方，以便转运到中国，这反映了转向
锯材的需求变化，以及在运输过程中隐
藏违禁品的必要性。

BDYA团伙作为这项非法生意的重要
力量仍然活跃，尽管有消息称，Ali 
Jie（BDYA中的A）于2016年末离开，
此前她在中国的银行账户因涉嫌金融
犯罪而被暂时冻结。Lee Maw Yung
仍在参与建造从掸邦出发的新走私路
线，Dung Hpaung Gun也是如此。 
2017年，在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军之
间的战火堵住了之前的路线后，他建立
了一条新的路线，并在克钦邦Yitzang
建立了一个贮木场。 2018年6月，EIA
调查员在该地区看到200多辆装满木材
的卡车，它们等着进入弄岛。

然而，尽管这个团伙的成员有能力买通
克钦邦冲突的双方以确保木材继续流
动，并获利于对使用其路线的贸易商征
税，但在2018年9月，EIA得知Lee 和
Dung都因涉嫌金融犯罪被中国中央政
府逮捕。

中国对非法缅甸柚木的胃口

2018年年中，一个EIA调查团队前往中
国，以识别云南仍在持续的柚木走私活
动的主要参与者，并追踪非法木材流向
广东省加工枢纽的路线。

调查团队最初走访了瑞丽附近的弄岛
镇，跨境走私过来的木材在出售之前堆
放在这里。在2015年前一次走访期间，
该镇作为一个木材贸易枢纽的关键作用
是明显的，路边的堆放区域有大量刚采

伐的柚木原木和囤积的缅甸花枝木方。
这一次，这些生意已变得更加隐秘，木
材储存区域用高墙围绕，上面还有铁丝
网和闭路电视。然而，柚木贸易继续进
行，木材隐藏在镇郊和邻近村子上锁
的仓库中。一位贸易商将EIA调查员带
到一个用挂锁锁门的仓库，里面有大约
400吨长柚木木方和粗锯材，这些木材
都是在该年带过边境的。同一家族的另
一批贸易商声称，该年到目前为止，已
经运来逾1000吨的柚木原木和锯材，另
外还有1000吨储存在边境的缅甸一侧。

在2015年末出台整治行动后，贸易商
变得更加谨慎，他们抱怨称，他们不得
不向几家不同的中国执法机构支付贿
赂，使他们的利润率降至每吨1000元
人民币左右。据证实，一旦柚木安全抵
达弄岛，就很容易卖给来自广东工厂的
买家，特别是来自东莞的工厂。各贸易
商承认使用旧的文件，显示木材来自库
存，而不是最近才运过边境，以确保国
内运输不受当局干预。

EIA调查员还与 盈江县内圣木业有限公
司、专门从事缅甸柚木贸易和加工的Yi 
Fuxiang相处了几天时间。在访问他在
瑞丽以北的Yangjiang的工厂时，EIA
目睹了一堆柚木原木和短木方（在边境
缅甸一侧用摩托车运输的那种木材）
。Yi的主要业务是为在中国大陆市场销
售并出口到台湾的柚木地板供应材料；
他说，他有600吨柚木原木和木方的库

存，并在边境另一侧储存着类似数量的
柚木。他说，他参与跨境柚木生意已有
20年，并解释说，随着供应量减少，原
材料需要来自缅甸境内更深处，估计缅
甸柚木将在10年内在商业意义上被采伐
殆尽。

第二天，他的女婿Li Xixiang以及一位
名叫Li Fang、负责克钦境内采购业务
的缅甸/中国疏通者（她的缅甸名字是
Du Sa）也来了。据他们透露，他们在
克钦邦的一个克钦独立军控制区经营着
一个简单的锯木厂和木材储存区，并
执掌一支由300名摩托车司机组成的团
队，每人每天最多可运送2吨柚木短木
方。他们补充说，主要柚木来源是靠近
掸邦首府东枝（Taunggyi）的一个山
区，那里是缅甸政府控制区，将柚木
从那里运到克钦的储存区需要一个月时
间。

然后，Yi的员工安排了一次前往边境
的旅行，以证明他们的能力和关系。经
过90分钟的旅程，汽车抵达了俯瞰中
缅边境界河的小镇洪崩河。Li说，在这
个非官方的过境点，可以用卡车将柚木
锯材运过边境，而克钦一侧的路线相当
安全，因为与克钦独立军关系密切，而
且已经支付了在克钦邦通行的“税”。
该路线的中国一侧由Yi管理，他安排
向不同的政府机构行贿。在EIA访问期
间，Yi在支付了通常的款项后，正等着
那天晚上有一卡车柚木过境。他声称，
每年至少有200辆装满柚木的卡车越过
边境，相当于每年进口约3万吨。

在获得对跨境柚木贸易中的犯罪和腐败
的第一手洞察后，EIA的调查员转移到
广东，跟随供应链进入加工行业和最终
市场。

63.  http://panglongburmese.blogspot.co.uk. 
64.  China Trade Informa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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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图：盈江县内圣木业
有限公司 公司的非法柚
木原木，公司老板是Yi 
Fuxiang，地点在中国云南省
瑞丽以北的Yangjiang，2018

年6月。 
 
上图：由Li Xixiang安排的
卡车，把柚木从克钦邦走私
到中国云南省，供应其岳
父、盈江县内圣木业有限公
司 公司的Yi Fuxiang，2018
年6月。

©Li X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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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对跨境柚木贸易中的犯罪和腐败
的第一手洞察后，EIA的调查员转移到
广东，跟随供应链进入加工行业和最终
市场。

在东莞市，EIA调查员见到了宇力木业
（Yuli Wood）的代表，该公司专门经
营缅甸柚木。在走访期间，该公司的工
厂拥有大量的缅甸柚木原木库存，除了
在缅甸原木出口禁令实施之前从仰光港
运来的一批货物外，其余原木都是从陆
路走私入境的。该公司总经理、所有者
的妻子彭艳解释说，宇力以往是通过
MTE体系获得所有柚木原木的，但在原
木出口禁令实施后转向非法的陆上路
线。   
                          
她解释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原木比
通过MTE体系购买的原木每立方米便宜
约2000元人民币，木材来自掸邦靠近泰
国边境的森林，她的丈夫经常到那里旅
行选择原木。

彭说，该公司的主要市场是在中国销售
柚木实木地板，但也出口高端柚木，用
于欧洲和美国的豪华游艇。与台湾员
工交谈显示，宇力不直接向这些市场供
货，而是首先将材料发给马来西亚一家
公司进行最终加工和发货。在EIA访问
期间，该公司有两批经过半加工的游
艇甲板木板，是为德国和美国买家准
备的，其中德国买家被称为“Peter”
，EIA证实他就是Alfred Neumann公
司的Peter Eick。彭还提供了其中一
笔出口交易的经过部分涂黑的提单，
显示马来西亚的中间人是SCK Wooden 
Industries，即臭名昭著的PC Cheng网
络中的一个核心参与者（见：影子总
裁）。这证实从缅中边境走私流入中国
的一部分非法柚木最终进入国际市场，
包括高端游艇业。 
        
然而，与一系列中国贸易商和制造商的
对话证实，走私进入中国的绝大部分柚
木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主要用于柚木
实木地板、平台木板、门和楼梯。该市
场近年增长迅速，特别是在华南和华东
的繁华城市，得益于转向浅色木材的时
尚以及缅甸柚木作为“万木之王”的声
望。                                                                                      

遏止非法木材涌入 
对缅甸柚木资源的盗窃——无论行为者是缅甸军方统治者和Cheng Pui Chee这
样的帮凶，还是民族武装组织和掠夺性跨境木材走私者如Yi Fuxiang和宇力木

业——已经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持续太久

国内保护不足

缅甸的国内林业和木材贸易保护未能阻
止柚木行业的犯罪和腐败浪潮；的确，
政府高层的某些人参与了这种犯罪的“
正常化”。

缅甸自2013年以来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改
革，包括2014年颁布的原木出口禁令，
显著减少采伐量，2016-17年持续一年
的全国采伐禁令（针对勃固山脉柚木
林的禁令延长至10年）以及逐步取消分
包。

然而，尽管柚木贸易相应减少，但国际
贸易中的大部分缅甸柚木是在2016年改
革之前的过度采伐高峰期采伐的，或者
是在那之后非法获得的。

而且，尽管在仰光港口查获了一些柚木
和其他硬木，但对于在伐木禁令出台之
前囤积的木材，政府仍然坚称由MTE授
权的木材贸易合法，无视带来这些木材
的数十年腐败和过度采伐。

有鉴于此，并考虑到腐败仍在助燃流入
中国的非法边境贸易，缅甸人民仍然依
赖国际贸易伙伴的善意（这些善意的可
靠性有高有低）来帮助该国执行其林业
和木材贸易规定。

最上图：宇力木业的锯木
厂，中国广东省东莞，2018
年6月。 

左下图和右下图：宇力木业
的非法柚木原木，中国广东
省东莞，2018年6月。

©EIAimage

©EIAimage

©EIAimage ©EIAimage

上图：MTE贮木场
的柚木， 实皆
省，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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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参与
多年来，中国云南省已成为数以百万计
立方米公然非法的缅甸木材（包括大量
非法的缅甸柚木）的输送渠道。中国没
有在中央政府层面禁止进口非法木材，
而且对于中国驱动世界各地非法采伐的
角色，尽管国际社会多年呼吁采取行
动，中国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迄今表现
出有限的意愿或意图。云南省的情况反
映了缺乏国家政策或法律基础的现实。

尽管2006年和2015年的干预措施分别
暂时遏止了流入中国的非法缅甸木材潮
流，但这些都是暂时的、看似仓促出炉
的措施，贸易商一再找到绕开它们的方
法——往往涉及发放新类型的许可证（
通常借助当地的腐败）。

除了缅甸本身以外，中国在非法剥夺缅
甸柚木和其他硬木方面扮演着最大角
色，其采取立法行动的责任是明确的，
而且早就应该行动。

欧洲和FLEGT 
欧洲的旗舰国际森林政策，森林执法、
治理和贸易（FLEGT）行动计划及其
关键支柱——欧盟木材法规（EUTR）
和自愿合作伙伴协定（VPA），在帮助
遏止非法缅甸柚木流动方面处于较好地
位。 

欧盟木材法规（EUTR）
2013年3月生效的EUTR，禁止在欧盟市
场上首先投放非法采伐或非法交易的木
材和木材产品。它还要求欧盟经营者对
供应链进行尽职调查，以识别和缓解任
何非法风险。 

如果风险无法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木材就不能合法地投放市场，否则就构
成对尽职调查要求的违反。65

就缅甸柚木而言，EUTR的实行起步不
佳，许多成员国主管当局（CA）错误
地接受缅甸柚木符合EUTR标准，尽管
EIA在 2013年警告称它不符合。66

然而，自2016年10月以来，EIA提交了
有关15家公司的“有根据的关切”（投
诉），这些公司将缅甸柚木投放欧盟市
场，涉及七个成员国，包括比利时、丹
麦、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
国。

EIA的干预行动成功地促使大多数成员
国显著改进对缅甸柚木执行EUTR尽职调
查规定的工作。到目前为止，EIA提起
的每一宗缅甸柚木案件都可信地认定：
相关经营者违反了EUTR尽职调查规定，
包括在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和
英国。自2016年以来，据信至少有22家
公司接到警告或禁令。 

EUTR / FLEGT专家组（由各国EUTR主管
当局和欧盟委员会组成的机构）在其会
议中一再得出结论认为，投放缅甸柚木
的尽职调查制度，迄今没有一个经评估
后被发现符合EUTR的要求。

EUTR执法界内部存在一个明确的共识，
即缅甸柚木目前不可能达到EUTR的要
求。 
FLEGT专家组2018年9月27日会议的纪
要，总结了欧共体自2017年以来凝聚的
共识：“专家组维持其对2017年以前采
伐的缅甸柚木进口的意见：经营者不可

能将非法采伐的风险降低到可以忽略不
计的程度。 MSCA收到的保证均不足以
证明遵守EUTR尽职调查义务。”67�

专家组在2018年12月7日举行的最近一
次会议上保持了相同立场。68

因此，从理论上说，自2013年3月以来
投放欧盟市场的缅甸柚木，都不可能
遵守——也不可能被认为遵守了——
EUTR，然而高风险和非法的缅甸柚木继
续进入欧盟市场，因为经营者（以及在
供应链上处于它们下游的贸易商）拒绝
接受这一现实，而是以继续进口来不断
考验EUTR执法机构的意志和资源。

尽管可获得的贸易记录意味着不可能准
确列出进口至欧盟的缅甸柚木的精确数
量或价值，但自EUTR生效以来，进口量
据信逐年增加，构成一个明显的矛盾。
欧盟成员国主管当局正在以各种方式应
对由违规贸易商发起的仍在持续的攻
击，包括通过强制禁令来禁止未来的不
合规货物，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迫使进口
商把货物退回来源国，而不能投放市
场。在荷兰，被EIA举报的公司如果投
放更多不合规的缅甸柚木，将面临高达
每立方米2万欧元的罚款。EIA了解到，
德国当局最近几个月要求将柚木退回来
源国。 
 
EUTR的弱点 

EUTR中的弱点包括：缺乏对尽职调查违
法的扣押权，对所涵盖的产品类型的限
制以及核心条款局限于首先将木材投放
市场的实体（EUTR用语中的“经营者”
）。这些弱点相结合，导致违反尽职调
查规定的缅甸柚木被投放市场，出售给
受监管经营者下游的贸易商，从而限制
了不受EUTR监管的下游贸易商对EUTR合
规木材的需求。

2018年1月的EIA报告《两部法律的故
事》（A Tale of Two Laws）详细说明
了这如何导致欧盟市场成为在结构上违
反美国《雷斯法案》的木材贸易的事实
上的枢纽，以及这如何意味着从法律上
说，欧盟厂家采用缅甸柚木建造的的豪
华游艇和超级游艇按照美国法律是违禁
品（参见下文：美国《雷斯法案》）。

6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0R0995. 
66. EIA, EIA ALERT: European Union Timber Regulation - Non-compliant Myanmar/Burma timber shipments, Dec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eia-alert-timber-shipments-from-burma-to-the-eu/. 

67. Commission Expert Group on EU Timber Regulation and the Forest Law Enforcement, Governance and Trade (FLEGT) 
Regulation (main group) meeting minutes are available here: http://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cfm?do=groupDetail.
groupDetail&groupID=3282. 
68. http://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cfm?do=groupDetail.groupMeetingDoc&docid=26505.

最左图：缅甸柚木甲板的Sunseeker游艇在伦
敦游艇展上展出，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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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  EUTR薄弱环节 

过去两年里，在针对缅甸柚木运用
EUTR方面，执法行动出现了改进，但
一个关键问题是不同成员国在执法上参
差不齐，意大利（缅甸柚木的最大进
口国）经常被列为EUTR链上的薄弱环
节；EIA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因素。

EIA自2016年10月以来向意大利当局提
交了有关缅甸柚木的四项EUTR“有根
据的关切”，但至今不知道其中任何一
项的调查结果。至于EIA根据《欧洲联
盟运作条约》（TFEU）对意大利提出
的投诉，其调查结果也无从得知。

2017年在台湾调查期间，柚木贸易商描
述了EUTR在意大利和其他南欧成员国
的执法力度弱于北欧，其中意大利据称
是进入欧盟的一条路线。2018年10月在
仰光，Olam在缅甸的木材公司声称，
它现在通过意大利向欧盟买家发运所有
柚木货物，以绕开EUTR执法行动。此
外，交易Cheng Pui Chee以腐败方式
获取的柚木的网络，向EIA解释了其如
何使用意大利作为进入欧洲的门户，以
及丹麦、德国和荷兰的客户自2018年年
中以来如何请其在意大利的代理商Luca 
Rossi和Timberlux Srl转运货物。

然而，在2018年10月，EIA提交了关于
Timberlux Srl柚木货物的警示，似乎
终于引发了一些针对通过的里雅斯特港
进口的行动（参见上文：意大利任务）
。
2019年2月初，意大利的CITES主管当
局国家宪兵队，会同的里雅斯特海关
和的里雅斯特检察官发现，Timberlux 
Srl的进口量超出相关集装箱的缅甸出口
文件上申报的360吨柚木（价值400万至
600万欧元）10%至20%，违反了EUTR
的禁令要素——这是意大利的第一个案
例。然而，似乎只有未申报的木材被扣
押，其余被放行，出售给下游买家，尽
管这些木材被指违反EUTR尽职调查条
款，属于非法进口。69

自愿合作伙伴协定（VPA）

虽然缅甸和欧盟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
探索可能的VPA谈判，但迄今尚未开始
正式谈判，据信欧盟仍在等待可能表明
缅甸准备好投入VPA谈判的发展。即使
VPA谈判将要开始，或者如果VPA将要
签署和实施，它也不可能使在2016/17
伐木禁令之前采伐的柚木合法化。

美国《雷斯法案》 

2008年生效的美国《雷斯法案》修正案
规定，任何木材和木材产品，如果其采
伐或贸易方式违反美国或国外任何保护
植物的法律，就不得进口至美国或在州
际贸易中出售。

EIA研究显示，美国最大柚木进口商
East Teak Fine Hardwoods的进口总
量中，高达25%来自本报告重点关注的
Cheng Pui Chee交易的木材。

尽管《雷斯法案》适用于所有贸易阶段
的产品，并且已经被应用于其他树种和
国家的高调案件，但迄今尚未被应用于
缅甸柚木贸易。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雷斯法
案》不包括禁止性尽职调查条款，而且
违反“外国法律”的举证要求可能难以
满足——如果一批采伐的90%被视为非
法，必须证明美国进口商的货物来自那
90%的部分。例如，就缅甸而言，林业
犯罪（如系统性过度采伐和为其保驾护
航的腐败行为）的详细证据往往只掌握
在缅甸政府手中。

然而，EIA期待本报告和近期其他报告
将促使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对进口
至美国的缅甸柚木加强审查。

2017年，EIA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有关美
国进口商和分销商被证明违反《雷斯法
案》的信息，涉及
在英国建造、采用
以违反EUTR的方式
交易的缅甸柚木的
数百艘豪华游艇和
超级游艇。

EIA主张，EUTR构
成《雷斯法案》要
求的“保护植物的
外国法律”，执法
上的弱点造成欧盟
与美国之间事实上
的非法木材流动。
这些法律主张在
EIA 2018年1月的报
告《两部法律的故
事》中作了进一步

探讨，该报告显示，相关公司包括世
界上最大的两家游艇公司：Princess 
Yachts和Sunseeker Yachts。70

美国司法部（DoJ）此后已证实，EIA
的法律分析是正确的，在2018年10月指
出“违反EUTR可能是《雷斯法案》一
项指控中的基础违法行为”。71

EIA期待美国根据《雷斯法案》，针
对直接从缅甸进口的柚木采取更多
行动——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额外
的EUTR违反行为——特别是对于由
Cheng Pui Chee / Chetta Apipatana
等腐败行为者提供的柚木。

下图：意大利国家宪兵队森
林部门人员在的里雅斯特
港卸载由Timberlux Srl进
口的非法柚木，2018年11
月。（版权：Carabienieri 
forestal）

70. EIA, A Tale of Two Laws, January 2018. 
71. Elinor Colbourn, Environmental Crimes Sect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 a presentation at the “Timber trade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forests” event hosted by Germany’s Thünen Centre of Competence on the Origin of Timber, October 8 – 9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
thuenen.de/media/ti/Infrastruktur/Thuenen-Kompetenzzentrum_Holzherkuenfte/fuenf_Jahre_EUTR/Vortragsfolien/09_08_03_Colbourn_
USDJ.pdf.

下图：采用缅甸柚木的
Princess游艇在伦敦
游艇展上展出，2018
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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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bienieri forestal

69. Teak birmano illegale a Trieste, sequestrate 380 tonnellate
http://www.carabinieri.it/cittadino/informazioni/news/2019/02/01/new0-20190201074100-91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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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缅甸政府应该：
•调查和起诉缅甸木材贸易中的高层腐
败，包括军方和政府官员以及私营部门
行为者

•在全面评估当前森林状况（包括原住民
社区和依赖缅甸森林的人们）之前，减
少全国范围的伐木作业

•在蕴藏自然资源的冲突地区建立包容性
对话的机制

•在没有真正改革的情况下，废除缅甸木
材企业（MTE）实施伐木和木材贸易的
角色，建立一个新的多利益相关方管理
机构，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大的透
明度和问责制

•在当前的多利益相关方（包括以森林为
家园的社区的代表）进程的基础上，继
续为缅甸与欧盟展开潜在的森林执法、
治理和贸易（FLEGT）讨论做准备

•确保所有现有和未来与外国政府就非法
采伐、非法木材贸易和林业投资达成的
双边协议（如谅解备忘录）公开

•建立一个包含跨机构合作的工作组，由
其对付跨境走私和通过仰光港口的非法
木材贸易。

国际社会应该：
•支持缅甸为有关冲突地区自然资源的包
容性对话所建立的机制

•支持改善少数民族管理机构内部的森林
和自然资源治理，改善少数民族公民社
会管理和保护森林的能力

•鼓励目前没有法律禁止非法木材进口
的司法管辖区（如中国、印度和泰国）
推动相关立法，并为已有针对非法木材
贸易的法律的司法管辖区提供实施和执
法所需的资源（如澳大利亚、欧盟和美
国）。 

中国应该：
•通过在中国落实对等措施来支持和尊重
缅甸的原木出口禁令

•出台明确的法律禁令，禁止进口所有非
法采购的木材
•消除国有企业在采购进口至中国的非法
木材方面的角色

•将负责取缔中国非法木材贸易的责任交
给由商务部和外交部高级官员领导的一
个正式协调机构

•确保关于非法采伐的任何双边协议（如
谅解备忘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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