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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1  https://www.bnef.com/dataview/clean-energy-investment/index.html ; http://fs-unep-centr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gtr2018v2.pdf 
2 https://sites.hks.harvard.edu/m-rcbg/CSRI/research/Costs%20of%20Conflict_Davis%20%20Franks.pdf 
3 https://www.bnef.com/dataview/clean-energy-investment/index.html ; http://fs-unep-centr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gtr2018v2.pdf

关键信息

可再生能源是我们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但可再生能源开发公司的人权政策和做法尚
不足以确保这种转变能够快速而公平地进行。

证据表明，不尊重人权可能导致可再生能源公司项目延误、受法律程序掣肘并增加公司
成本，因此公司迫切需要加强人权尽职调查。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阻碍而放缓向可再生
能源转型。

随着可再生能源投资在人权保护薄弱的国家扩张，投资者必须加大工作力度，以确保其
投资项目尊重人权。

在过去十年中，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长了四
倍，从 2005 年的880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3,490 亿美元1。这一投资增长趋势引人瞩目且
备受公众欢迎，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巴黎气候
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为应对
气候变化和确保能源供给所做出的承诺。

气候变化对人类和地球构成了严重威胁，从化
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成为保护人权的必要
措施。可再生能源能够减少废气排放，降低污
染，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住房、食
物和水源所带来的威胁，同时也使更多人能够
获得能源。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继续增
加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

然而，可再生能源产业若不加强在人权保护领
域的作为，该产业的益处可能会因其对民生所
造成的损害而难以彰显。本报告指出，太阳
能、生物能和地热能源行业在人权保护方面的
参与程度着实令人担忧，这与我们之前对风电
和水电公司的分析结果一致。 

通过设立严格的人权尽职调查政策和流程，可
再生能源公司不仅能够履行其道德责任，还可
以避免重大的法律风险，防止项目延迟和财务
成本提高。来自采掘行业的诸多案例表明，公
司与当地社区发生冲突将带来的巨大成本，而
这原本可以避免。最近的一项研究便引用

了许多这样的案例，比如阿根廷的埃斯克尔
（Esquel）项目，该项目被迫注销高达 3.79 
亿美元的资产，损失 13.3 亿的美元的预估储
备2。可再生能源公司可以从这些案例中吸取
经验。类似的案例也开始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出
现。例如，肯尼亚的 Kinangop 风能项目，由
于缺乏社区磋商和土地补偿不到位，当地社区
举行抗议活动，迫使该项目停止。项目开发商
Kinangop Wind Park 有限公司向国际仲裁法
庭对肯尼亚政府提起了诉讼。尽管法庭驳回了
上诉，但索赔额高达 310 亿先令（ 3.08 亿美
元 ），高于该项目股东投资估计值的五倍之
多。

针对可再生能源公司的指控正在不断增加。自
2010 年以来，企业责任资源中心已联系 112
家可再生能源公司，邀请这些公司对其经营活
动侵犯人权的指控予以回应，包括谋杀，威
胁，恐吓，损害劳工权利，破坏土著人民生活
和生计，强占土地等。在土地所有制度薄弱和
人权保护执法不力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不断落地，因此人们担心在未来几年
里，此类侵犯人权的做法可能愈演愈烈。2017 
年，中国、巴西和印度三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
新项目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墨西哥和阿联酋的
投资也大幅增长3。这类投资项目自然备受欢
迎，但同时需要尊重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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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公司的承诺水平不足以
预防、解决和减轻对人权的危害，尤其考虑到
该行业正在迅速扩张。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但公司不能仅仅依赖政府所批
准的土地和颁发的项目许可来确保其投资项目
的成功。公司还必须确保履行尊重人权的责
任，并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
则》的规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
便获得和维持社会对其经营活动的许可。

在此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公司和投资者不能忽
视实施强有力的人权尽职调查政策和流程的重
要性。本简报阐述了当前太阳能、生物能和地
热能源公司在人权承诺方面的长处和不足，并
提出改进建议，以确保我们快速而公平地向低
碳经济转型。

主要发现：

在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中，可再生能源公司在人权承诺方面存在不足：

欧洲：本报告中有 17 家公司总部设于欧洲，其中 8 家没有公开作出人权承诺，分别
为：Alco Group 公司、BDI 生物能源国际公司、Climeon 公司、Enerparc 公司、-
Gigawatt Global 公司、Lightsource BP公司、NurEnergie 公司以及 Reykjavik 
Geothermal 公司。这8家公司在世界各地均有业务。

美国：在本研究包含的公司中，有 6 家总部设于美国，其中4家公司公开作出了人权承
诺，2 家公司没有，分别是卡尔派电业公司（Calpine）和 NextGen Solar 公司。

中国：尽管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全球 45％，但本研究包含的 5 家中国太阳能公司
中，只有一家致力于人权保护。这家公司为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其他 4 家没有公开
作出任何人权承诺的公司分别是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晶科
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印度：在本研究包含的 4 家印度公司中，只有一家公司公开作出保护人权的承诺，即 
Adani Renewables 公司。而其他 3 家没有公开承诺，分别为 Avaada Energy 公
司、ReNew Power Ventures 公司和 Suzlon 公司。

人权领导小组规模小，大多数公司人权工作滞后：59 家公司中只有 5 家满足人权保护的基
本标准4，这 5 家公司分别为： Scatec Solar 公司（挪威）、Contact Energy 公司 （新
西兰）、Green Resources 公司（挪威）、Lantmännen Agroetanol公司（瑞典）和 
Novozymes 公司 （丹麦）。人权承诺最为详细的几家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人权指控，反映了
高层政策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紧张关系。47％ 的公司（ 59 家公司中的 28 家 ）没有任何这方
面的基本承诺或流程。

与受影响社区进行磋商的承诺极低：不到 30％ 的公司（ 59 家公司中的 17 家 ）承诺与受项
目影响的社区进行磋商。只有 8 家公司提及土著人民的权利，4 家公司承诺自主、事先知情
地将项目开展情况告知当地土著社区并征得同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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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些公司需至少满足以下五项标准中的四项，并且没有人权国际司法或准司法申诉的记录：（1）公开对人权作出承诺，（2）与社区进行磋
商的承诺，（3）对外的申诉机制，（4）核心的劳工权利，（5）供应链的人权监管。详见下文“分析”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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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影响社区提供的救济存在差距：尽管大多数公司都有针对员工的内部申诉机制和/或举
报人保护政策，但只有 31％ 的公司（ 59 家公司中的 18 家 ）向社区提供对外申诉机制。

对劳工权利的承诺不均衡：三个行业中最重要的劳工权利承诺是反歧视，在这方面有 54％
的公司制定了相关政策。其次是禁止使用童工（ 42％ 的公司在这方面制定了政策），以及
禁止强迫劳动和现代奴役（ 41％ 的公司在这方面制定了政策）。然而，这三个行业在集体
谈判和结社自由等核心劳工权利方面的承诺都很薄弱，只有36％的公司制定了相关政策。

供应链监管尚未扩展到人权领域：虽然所分析的公司中有一半（ 59 家公司中的 32 家）对
其承包商、制造过程和矿物供应链在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监管，但仅有 14 家公司
对至少一项具体的人权进行监管，另外有14家公司对公司项目是否遵守道德、社会责任或环
境责任进行监管。只有 15％ 的公司（ 59 家中的 9 家）在其政策中提及冲突矿物。

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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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企业责任资源中心向太阳能、地
热能和生物能源领域的 60 家可再生能源公司
就其人权保护措施提出了17个问题。这些问题
侧重于人权尽职调查、供应链管理、社区参与
和磋商、土著人民权利、安全和补救措施等方
面的公司实践（ 见附件 2 ）。我们收到了来
自 10 家公司的回复，并对所有 60 家公司进行
了桌面研究。其中一家公司（ Addax Bioen-
ergy 公司 ）后来被另一家公司——太阳鸟生
物能公司（SunBird Bioenergy）收购，使我
们所分析的公司总数变为 59 家。

在选择公司时，我们着眼于广泛的太阳能、地
热能和生物能公司，纳入了各个行业的几家顶
级开发商（按装机容量排名），并注重地域的
多样性，确保所选的大多数公司均在多个国家
开展运营。我们所纳入研究范围的太阳能公司
都进行了项目开发，还有一些公司从事太阳能

电池板和/或其他系统组件的制造。我们排除
了2016年在风能、水电和公用事业领域的研
究中所包括的跨行业公司，仅保留了Suzlon公
司。该公司在印度太阳能市场上至关重要，因
此我们再次对其进行研究。为了进行此次分
析，企业责任资源中心评估了所收到的回复以
及每家公司公开发布的信息，包括其网站、年
度报告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完成调查问题的10家公司的完整回复可在我
们的“可再生能源和人权公司平台”上获得。
这10家公司分别是：Biopalma 公司（由淡水
河谷公司拥有）、Contact Energy 公司、-
Dinant 公司、First Solar公司、Lantmannen 
Agroetanol 公司、Mannvit公司、丸红株式
会社（Marubeni）、Neoen 公司、Scatec 
Solar公司和W Dusk Group 公司。该平台也
包括未对调查做出回应的公司的记录。

简介 /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可再生能源公司及其投资者在推动向低碳经济
快速而公平地转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可
以为人权带来重要裨益，包括减轻气候变化的
影响以及提供更广泛的可持续能源。然而，如
果转型没有充分考虑尊重人权并加以管理，则
可能会因为有人受到伤害而受阻，从而使转型
减速，成本增加。缺乏对人权的尊重已经导致
许多项目延误，公司和投资者财务和法律成本
增加。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一个真正可持
续的新能源产业，关系到企业和投资者的长期
利益。

本简报旨在为公司和投资者开展保护人权的活
动提供支持，从而促进向低碳经济快速公平的
转型。简报鉴别了新兴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
突出了良好实践案例，并提供了公司已经发生

的具体财务和法律风险数据。公司可以使用该
简报来对其在人权承诺方面与同行业其他公司
进行比较，了解在尊重人权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和风险，并采纳更好的做法。投资者可以将本
报告与相应的投资者简报结合起来，作为与公
司接洽的工具，并在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时将
人权纳入自身筛选和管理合作方的标准。投资
者简报根据资产类别为投资者提供了与公司接
洽的详细分类，以及公司参与的一系列问题。

虽然本简报所涵盖的人权问题反映了企业责任
资源中心所担忧的主要问题，但这些并不能全
面囊括可再生能源公司所面临的所有潜在人权
问题。所有的公司都应进行人权尽职调查，以
识别、解决和补救与其运营相关的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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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

何为太阳能？使用光伏电池和/或聚光太阳能系统将太阳光转换成电能。
为什么重要？太阳能行业是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2016 - 2017 年增长 29.3％ )。

土地影响：取决于项目选址和设计，有的项目影响小（如屋顶太阳能设备），有的项目影
响大（如太阳能场）。
供应链：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是资源密集型产业，涉及矿物开采，如铜、锡、铅、铝、硼、
镓和铟等。亚洲占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绝大多数（截至 2016 年，中国占 69％ ）。
太阳能公司面临人权指控的案例：未与当地社区进行有意义的磋商（西撒哈拉）、太阳能
电池板废弃物影响环境与健康（中国）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人员的劳工权利相关指控（
美国）。
相关举措：硅谷有毒物质联盟通过太阳能记分卡，根据公司在环境健康、安全和可持续性
问题上的透明度对公司进行排名。

生物能

何为生物能？以作物为原材料（如木材、农作物或农副产品）产生热能——广泛应用于家
庭供暖、发电站、运输燃料等。生物能包括生物燃料和生物质。
为什么重要？生物能产业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2016 - 2017 年生物能产业产
能增长 5％。
土地使用和供应链：生物能产业依靠林业、农场和种植园作为原材料来源。土地足迹较
大，所面临的人权风险与农业相似，包括劳工权利、健康与安全。
生物能源公司面临人权指控的案例：生计和习俗的丧失（尤其是对土著人民）、对项目反
对者的威胁和暴力（洪都拉斯）、工人健康与安全（中美洲）、土地掠夺与获取食物的权
利（莫桑比克）、获得水资源的权利/水污染（巴西）。

地热能

何为地热能？通过干蒸汽站、闪蒸蒸汽站或双循环蒸汽站等技术从地下提取热量。
为什么如此重要？最具地点特定性的可再生能源；自2016年以来增长 8％。
土地使用：地热设备占用的土地面积比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少，但具有高度的地点特定
性，易导致潜在的土地冲突，类似于采掘业。
地热能公司面临人权指控的案例：不尊重土著人民的权利（肯尼亚）、未与社区磋商（肯
尼亚）、获得水资源的权利/水污染（印度尼西亚）。



1. 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

本简报对公司的以下五个关键方面进行了分
析：（1）公开作出人权承诺，（2）与社区进
行磋商的承诺，（3）通过内部和外部申诉机
制获得救济，（4）劳工权利政策，（5）供应
链的人权监管。此外，报告还分析了有关公司
人权记录的国际司法和准司法指控。

五个方面包含了所有公司都应根据《联合国工
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采取的行动。我们
将公司对人权作出的公开承诺作为此次分析的
首要重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制定政策和程序
并不一定表明公司在当地尊重人权的表现良
好，从对该领域某些公司的如下指控中可见一
斑。

新兴领先企业

本报告所涉公司中有5家至少满足四项人权保
护的基本标准（总共五项标准），并且没有
人权国际司法或准司法指控的记录。分别是
Contact Energy 公司 （新西兰）、Green 
Resources 公司（挪威）、Lantmännen 
Agroetanol公司（瑞典）、Novozymes公
司 （丹麦）和 Scatec Solar 公司（挪威）
。此外，SunPower 公司和W Dusk Energy 
Group公司也分别在人权政策和社区磋商的做
法上展示了公司在尊重人权方面的领导力。

分析  1. 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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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ubeni
Scatec Solar
Contact Energy
SunPower (majority owned by Total)
Neoen
W Dusk Energy Group
First Solar
Adani Renewables
ACWA Power
GCL
Canadian Solar
Trina
SunEdison
SolarEdge
Access Power
Globeleq
Lightsource BP
Biotherm Energy
Hareon Solar
Harbin Electric Corporation
ReneSola
Enerparc
Shunfeng Clean Energy
NurEnergie
Suzlon
Avaada Energy
NextGen Solar
Jinko Solar
ReNew Power Ventures
Gigawatt Global
Genesis Eco-Energy Developments
Vena Energy

Marubeni
Dinant Corporation
Biopalma (subsidiary of Vale)
Green Resources
Lantmannen Agroetanol
Neoen
Raizen (joint venture between Shell & Cosan)
Drax
Novozymes
Cristal Union
Pantaleon Sugar Holdings
Biotherm Energy
Alcogroup
Asia Biomass PCL
BDI Bioenergy International
Green Fuel
Sunbird Bioenergy (acquired Addax Bioenergy)

Marubeni
Contact Energy
Mannvit
Ormat
Supreme Energy
Reykjavik Geothermal
AP Renewables (subsidiary of Aboitiz Power)
KenGen
Calpine
Geothermal Development Company
Polaris Infrastructure
Sejahtera Alam Energy Company
Olsuswa Energy
Climeon
Akiira Geothe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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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丸红株式会社的申诉
指经合组织国家联络点受理
的对燃煤电厂人权影响的投
诉; 涉及母公司运营的申诉
有，Biopalma（淡水河谷公
司），SunPower（道达尔）和 
Raizen（Cosan
与壳牌的合资企业）

! = 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有关的申
诉/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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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公司所表现出的良好做法具体案例如下：

人权承诺：SunPower 公司的人权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范例，因为该公司的人权政策参
考了相关的国际标准，执行管理层管理政策，董事会对人权政策进行监督，并且对其供应
商实施同样的人权政策。公司明确承诺遵守相关的国际人权标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负责
监督人权政策的落实，并向董事会报告其实施情况。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专门对人口
贩运问题进行监督。

社区磋商
Contact Energy 公司与当地毛利社区就可能影响毛利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地热项目进行磋
商，并达成了互利协议。毛利人通过该协议获得投资份额，并继续监督公司活动，以确
保其传统生活方式得以保留。
W Dusk Group 公司是一家土著人拥有的公司，与当地社区共同设计、建造和开发项
目。这种社区驱动的方法有助于确保项目获得社会许可，避免冲突，同时使社区和公司
的利益最大化。

劳工权利政策：SunPower 公司承诺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明确禁止劳工歧视、
童工和强迫劳动等行为，并杜绝对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限制。该公司还承诺向员工支付
生活工资（living wage）。

申诉机制：Scatec Solar 公司向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多种语言的申诉机制，可通
过在线申诉，也可在每个项目现场进行申诉。该公司还规定申诉最晚回复时间不得超过 30
天，并规定在收到申诉后要立即回复确认。公司每年报告收到的申诉数量。

供应链监管：Lantmännen Agroetanol 和 Scatec Solar 公司要求其供应商签署供应商行
为准则，作为供应商合同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人权标准的要求。两家公司监督供应商遵守
准则，Scatec Solar 公司声明，如果供应商没有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则终止合同。

这一组公司的领导能力值得赞扬，但其政策和
做法仍有改进的空间。例如，一些公司尚未在
董事会批准的人权政策中正式确定其对人权的
承诺。Scatec Solar公司将人权归入健康、安
全、安保和环境政策，而Contact Energy公
司在回应我们的调查时阐明了他们对人权的承
诺，但未在其公共政策中公开。

公司通过明确承认《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
言》规定的权利，可以加强其对土著人民权利
的承诺。通过采取尊重《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
约》的政策，并将这些承诺纳入供应链管理，
可以加强公司的劳工权利条款。最后，所有公
司都有机会通过与工人和社区一起设计和监督
来强化其申诉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遵守四项基本承诺的公司
中，Green Resources公司也受到了人权指
控。该公司被控侵犯土地权，目前公司已对此

做出回应。另外，还有4家公司——Dinant 
Corporation公司、Biopalma公司（淡水河 
谷公司的子公司）、Raizen公司（Cosan公
司与壳牌公司的合资公司）和丸红株式会社
（Marubeni）——虽然已经作出了详细的人
权承诺，但公司或其母公司的人权记录同样受
到国际司法或准司法指控。以Dinant Corpo-
ration公司为例，指控主要针对世界银行的投
资部门——国际金融公司，认为国际金融公司
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帮助——这一行为与
Dinant Corporation公司生物能产业经营活
动有关。针对丸红株式会社的指控来源于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个国家联络点所收到的投
诉，称该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煤电站对人权造
成影响。针对Biopalma公司(淡水河谷公司的
子公司)、SunPower公司（道达尔公司）、和
Raizen公司(Cosan公司与壳牌公司的合资公
司)的指控则与其母公司的人权纪录有关。

分析  1. 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



9

5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kinangop-wind-parks-suit-against-kenya-govt-for-alleged-failure-to-stop-local-communitys-opposi-
tion-to-project-dismissed 
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azil-odebrecht-slavery/brazil-convicts-odebrecht-group-for-slavery-like-practices-in-angola-
idUSL1N11802E20150902 
7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morocco-solar-idUKL5N0L92J220140204 
8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20224005422/en/Macquarie-Mexican-Infrastructure-Fund-Announces-Completion-Financing
9 https://www.goldmanprize.org/recipient/berta-caceres/ 
10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desarrollos-energéticos-desa-renewable-energy-human-rights 
11 https://www.fmo.nl/agua-zarca
12 http://pdf.wri.org/development_without_conflict_fpic.pdf 

落后企业

我们所调查的公司中有47%（59家公司中的28
家）没有公开作出人权承诺，没有承诺与当地
社区进行磋商，也没有设立面向外部的申诉机
制。这些公司在人权责任方面明显落后于同行
业其他公司，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制定人权政策

和做法，以防止人员因经营而受到伤害。以下
来自采掘和可再生能源公司的案例说明，人权
方面落后的公司如果不实施严格的人权承诺和
尽职调查，会导致诸多法律、财务和声誉损
失。

Kinangop风电场项目（肯尼亚）：投资者和项目开发商于 2016 年2月取消了 Kinangop 
风电场项目（KWP）。这是一个耗资 1.5 亿美元，产能达 61 兆瓦的风电场。此前，该项目
土地纠纷、抗议不断，甚至因项目的选址而发生诉讼。该项目财团由挪威基金和非洲基础
设施投资基金II共同发起，后由 Old Mutual Investment Group 集团和 Macquarie 公司
接管。据报道，股东在该项目上投资了 67 亿先令（6600 万美元）。公司曾试图通过起诉
肯尼亚政府来收回损失，但该诉讼被国际仲裁法院驳回 。5   

Odrebecht 乙醇精炼厂（安哥拉）：Odrebecht 公司是一家巴西建筑公司，因在安哥
拉的乙醇精炼厂建设项目中发生强迫劳动行为而被起诉。法庭判处 Odrebecht 公司支付
5000 万雷亚尔（1300 万美元）的赔偿金6。

摩洛哥太阳能机构（西撒哈拉/摩洛哥）：包括德国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在内的国
际投资者们表示，他们不会资助西撒哈拉地区的太阳能项目，因为该地区是一个受摩洛哥
控制的有争议地区7。对于摩洛哥太阳能机构拟在布支杜尔和西撒哈拉的阿尤恩建设的太阳
能项目，当地的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表示担忧，理由是需要获得撒哈拉人民对在其土地上
建设该项目的同意。摩洛哥投资者仍旧参与其中。

Eólica del Sur /Mareña Renovables项目（墨西哥）：因多年来一直缺乏有意义的社区
磋商，并被投诉至美洲开发银行，墨西哥瓦哈卡地峡拟建设的几个风电场项目中最大的一
个项目至今仍被搁置。据报道，该项目的初始投资额为 8,885.6 百万墨西哥比索（4.77亿美
元）。8

Agua Zarca 项目（洪都拉斯）：土著环保卫士贝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于2016 
年被杀害，该事件郑重地提醒我们，人权活动家在表达对能源项目的担忧时面临极大的风
险。土著社区领导人和权益捍卫者抗议Agua Zarca水电项目，声称项目开发商DESA公司
未获得Lenca人的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FPIC）。9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接受贝塔
谋杀案的调查，公司近期表示，公司雇用的所有安全部队都遵守人权政策，并且公司项目
已经取得了当地人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这表明该公司所谓的政策与实践之间存在脱
节。10 荷兰和芬兰的开发银行——荷兰发展金融公司（FMO）和芬兰工业发展基金（Finn-
fund）在与当地社区协商后最终退出该项目。11

Esquel金矿项目（阿根廷）：Meridian Gold 公司计划开发一个露天金矿——“Esquel金
矿项目”。然而，开发商没有开展有意义的社区磋商，导致该项目于2003年被公投否决。
该公司报告称，公司因此遭受高达3.79亿美元资产和价值13.3 亿美元预测储量的损失。12

分析  1. 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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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ttps://sites.hks.harvard.edu/m-rcbg/CSRI/research/Costs%20of%20Conflict_Davis%20%20Franks.pdf 
14 https://sites.hks.harvard.edu/m-rcbg/CSRI/research/Costs%20of%20Conflict_Davis%20%20Franks.pdf 
15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7/03/23/china-is-spending-billions-to-make-the-world-love-it

Tambogrande 铜矿项目（秘鲁）：2003 年，由于担心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包括当地人民
的搬迁），当地人民通过公投否决了该铜矿项目。据曼哈顿矿业报告称，此举导致 5930 万
美元的资产损失，而该项目的储备估值高达 2.53 亿美元。13

康加铜矿项目（秘鲁）：2012年，纽蒙特公司在经过多年的社区冲突后停止了其康加铜矿
项目。据该公司报告，2010-2012年间公司共支出资本14.55亿美元。14

焦点：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中的领先企业和
落后企业

由于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目前正在向包括中
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转移，
因此对于总部设于这些地区并开展运营的公司
而言，采取严格的人权尽职调查承诺和做法尤
为重要。然而，本研究表明，总部设在这些国
家的大多数公司都没有基本的人权承诺。中国
政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良好的公众形象对本国
及其海外投资的重要性。15可再生能源则是开
始将这一形象付诸实践的紧要领域。

尽管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全球的 45%，而
且正处于太阳能产品生产的蓬勃发展期，但令
人担忧的是，本研究包含的5家中国太阳能公
司中，只有一家公司——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作出了人权承诺，而其他 4家公司
没有作出任何公开的人权承诺，这 4 家公司是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海润太阳能公司、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昱辉阳光能源公司。
有趣的是，尽管这些公司没有公开的人权承
诺，但其中有 3 家公司（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昱辉阳光能源公司以及天合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在其政策中提到了冲突矿物。这可能得
益于当地关于冲突矿物尽职调查的具体指导措
施，该指导措施由政府直属的矿业商会发布，
充分体现出在此背景下权威行业指南的重要
性。

印度是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地之
一（2017 年印度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全球的 10
％）。总部位于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在人权
承诺方面也相对落后。本研究包含的 4 家印
度公司中，只有Adani Renewables公司一
家公开承诺人权，而其他三家——Avaada 
Energy 公司、ReNew Power Ventures 公司
和 Suzlon 公司没有作出承诺。

巴西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仅 2017 年便增长了
8%。本研究中所包括的两家巴西公司——
Biopalma 公司（由淡水河谷公司拥有）和
Raizen 公司（由 Cosan Industria e Comer-
cio 公司拥有）——都有人权承诺。但是，两
家公司的运营都受到了严重的人权指控，体现
出公司政策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紧张关系。自这
些指控发生以来，两家公司所作出的人权承诺
是否能够有效防止和解决未来的问题，对这一
点进行监督至关重要。

虽然欧盟和美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增长速度
不如一些新兴经济体快，但他们仍分别占全
球新投资的 15%。本研究包含的6家总部设于
美国的公司中，有4家公司公开作出了人权承
诺——分别是 First Solar 公司、SunEdison公
司、Ormat 公司和 SunPower 公司；其他两
家公司则没有人权承诺，分别是卡尔派电业公
司（Calpine）和 NextGen Solar 公司。本
研究分析的17家总部设于欧洲的公司中，有 8 
家没有公开的人权承诺，分别为 Alco Group 
公司、BDI 生物能国际公司、Climeon 公
司、Enerparc 公司、Gigawatt Global 公
司、Lightsource（BP）公司，NurEnergie 公
司和 Reykjavik Geothermal 公司。这些公司
中大多数都在本国和新兴经济体中同时开展业
务，因此作出人权承诺对于这些公司自身及其
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同行业公司而言同等重
要。此外，欧洲和美国也可能并且确实发生了
侵犯人权的指控。最近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此类
案例包括瑞典土著驯鹿牧民要求当地风能项目
尊重其权利的事件，以及在美国发生的针对太
阳能公司恶劣工作条件的集体诉讼。因此，只
在发达国家经营的公司不能盲目对其人权影响
自满。

分析  1. 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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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规定了公
司在尊重人权方面的责任，并要求公司在发生
侵犯人权行为时采取补救措施。公司履行尊重
人权责任的第一步是公开作出人权承诺。然
而，此次接受调查的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能
源公司中只有 42%（59 家公司中的 25 家）公
开作出了人权承诺，而且并非所有这些承诺都
被纳为正式政策。

制定了正式人权政策的公司有First Solar 公司

土地是本简报中所分析的三种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关键：在对大面积土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能源
种类中，生物能项目的土地足迹最大；太阳能
项目根据其设计和位置可以覆盖大面积土地；
地热能开发必须基于特定地点，因此选址对其
成功至关重要。16

在本研究所包含的公司中，仅有不到 30%（59
家公司中的 17 家）公开作出承诺，就其拟建
项目所使用的土地与居住或正在使用该土地的
土著社区进行磋商。考虑到土地对这些产业的
重要性，这一数字触目惊心。在这些公司中，
只有 8 家（分别为 Mannvit 公司、Contact 
Energy公司、Dinant Corporation 公司、W 
Dusk Group 公司、First Solar 公司、Scatec 
Solar 公司、Sunpower 公司和 Raizen 公
司）发表公开声明，提及尊重土著人民的权
利，仅占本研究所包含的公司的 14%。

公司在启动可再生能源项目时不能完全依赖政
府许可或特许权。据估计，世界上 65% 的土
地由土著社区和土著人民根据其习惯制度所拥
有，但只有 18% 的此类土地所有权得到政府

和 SunPower 公司两家。请参阅前文所述的“
新兴领先企业”部分，了解 SunPower 公司的
人权政策。

本分析中包含的许多公司都强调将教育、医疗
卫生、职业培训和其他福利作为企业社会责任
项目的一部分。这些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固然值
得称赞，但其不能替代人权尽职调查来防止侵
犯人权的行为，也不能在发生侵犯人权时提供
补救措施。

的正式承认。17因此，持续和有意义的社区磋
商以及对土著人民权利的承认是确保公司社会
经营许可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一点，公司就有
可能侵犯人权，导致项目延误以及法律和声誉
损失。

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所规定的自主、事
先和知情的同意原则（FPIC）为国际社会广泛
认可，成为寻求土著社区同意的起点。在本次
研究中，有4家公司特别提到了这一过程。这4
家公司分别是Mannvit公司、Contact Ener-
gy公司、Dinant Corporation 公司和Green 
Resources 公司。虽然对获得土著人民自主、
事先和知情的同意的承诺是公司采取的积极措
施，但这些承诺并不能取代公司为有效尊重土
地权和土著人民权利所采取的措施。批评者认
为，获得土著人民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这
一流程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否则将会存在缺
陷，不能按照其原本的意图有效保证土著人民
的集体权利。与之相比，与土著人民建立正确
的能源伙伴关系等倡议有助于公司了解如何根
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国际劳工组
织第 169 号公约采取更加全面的措施来尊重土
著人民的权利。18

2. 公开人权承诺

3. 社区磋商承诺

16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94c48bd82d5e9597570999/t/593a4294b8a79b4be75f6078/1496990366441/Ener-
gy+and+Land+Use__U_Fritsche.pdf 
17 http://rightsandresources.org/wp-content/uploads/GlobalBaseline_web.pdf 
18 https://www.indigenouspeoples-sdg.org/index.php/english/who-we-are/right-energy-partnership-members 

分析   2. 公开人权承诺 3. 社区磋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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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ccountability Counsel

为使社区磋商具有意义，无论是与土著人民还
是与其他受影响社区进行磋商，公司都必须愿
意根据磋商结果改变其计划。在本研究中，有
3家公司表示他们在社区磋商后对其计划做出
了具体的改变，这三家公司分别是 Biopalma
公司、First Solar 公司和Contact Energy 公
司。其中Biopalma公司在社区附近的种植园
中取消了灌溉施肥（在灌溉系统中添加肥料）
的做法，First Solar 公司对项目进行了修改以
避开敏感区域，而Contact Energy 公司取消
了在本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上建造旅游场所的计
划，以避免入侵性鱼类进入当地社区输水管道
的风险。

开放和包容性的磋商对公司和社区都有利。公
司可以获得社会许可从事运营活动，避免项目
延迟和法律成本，而社区则可以确保他们的
权利得到尊重，并获得适当的补偿和福利。-
Contact Energy 公司与新西兰毛利社区经过
磋商达成协议，使公司得以进入地热站点，同
时使毛利人能够分享投资并监督该项目不会妨

碍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19Contact Energy
公司和毛利社区受邀到肯尼亚分享他们的经
验，以指导肯尼亚发电公司KenGen公司的
Olkaria 地热项目如何处理公司—社区关系。
该项目目前被迫延期，并因对马赛人世代流传
的土地权利造成威胁，使得马赛人被迫流离失
所而面临法律指控。20由于马赛人代表仍在与
该公司进行磋商，磋商的结果尚待揭晓。

有些公司采用社区驱动的方法，将社区置于其
业务模式的核心。W Dusk Group 公司是一家
土著人所有的加拿大太阳能设备安装公司。该
公司报告称，“社区磋商在我们所有的项目中
都是强制性的......我们认为赋权土著人民是这
一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或者说是对过去的不公
正做法的补偿，因为这种做法将文化、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工具物归原主，还之于民。”与社
区驱动的项目进行合作，帮助公司确保尊重社
区磋商和权利，这是一种绝佳方式。

19 详见Contact Energy公司的回应：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renewable-energy-human-rights 
20 http://news.trust.org/item/20180319000031-1t8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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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4. 个人与社区获得救济的权利

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公
司有责任为可能因其运营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个
人或社区建立业务层面的申诉机制。虽然此次
研究的公司中有30家太阳能、生物能和地热能
源公司为其员工设立了内部申诉机制和/或举
报人保护政策，但只有31%（59家公司中的18

家）的申诉机制同时面向其他利益相关者，
例如受影响的社区。几乎一半的公司（59 家
公司中的 29 家）对内对外都没有设立申诉机
制。此外，本研究所调研的公司均没有表明申
诉机制的目标用户参与了机制的设计或监管，
而这与《指导原则》的规定相悖。

4. 个人与社区获得救济的权利

图1：拥有申诉机制（及其类型）的公司比例图

无申诉机制

内部申诉机制

内部和外部申
诉机制兼有 

31%

20%

49%

在本研究所包含的公司中，Scatec Solar公
司是对其申诉机制进行了最详细描述的公司之
一。该公司的申诉机制有多种语言版本，可通
过在线提交申诉，也可以在各个项目现场进行
申诉。该公司还规定申诉最长回复时间为30
天，并在收到申诉后要立即回复确认。该公司
每年都会报告收到的申诉数量。2017年，公
司共收到申诉118条，其中103条得到处理和
解决。2016年该公司仅收到16条申诉，相比
之下，2017年的申诉数量大幅增加。Scatec 
Solar公司将此归因于其业务的快速扩张。

除了为受项目影响的人提供申诉渠道外，申诉
机制还可以向公司提供早期预警，以避免问题
升级为针对公司的重大指控。

但是，仅仅设立申诉机制是不够的。例如，虽
然生物能源行业的公司所设立的外部申诉机制
高于总体平均水平（47%的生物能公司，即15
家中的7家设立了申诉机制），但该行业的公
司也与几起最为严重的侵犯人权控诉有关，包

括对权益捍卫者的暴力行为。这表明申诉机制
如果缺乏社区支持和有效的救济措施，则难以
真正解决人权问题。

Dinant Corporation（迪南）公司是一家在
洪都拉斯经营的棕榈油公司，被指控雇用安全
部队殴打、杀害保卫自己土地的当地农民，
以压制反对该项目的人。迪南公司否认这些
指控，表示正在采取积极措施防止进一步的
伤害，并建立了便捷合理的申诉机制。公司
称：“我们的社区申诉机制是与当地人民合作
共同建立的，可以为公众提供简单、安全、可
靠的方式与我们沟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迪南
公司网站、免费的专用热线电话等方式使用社
区申诉机制，或者通过当地社区中心的专业社
会联络工作人员当面提出社区申诉。”迪南公
司报告称，没有通过这些机制收到任何重大申
诉。21与此同时，国际地球权利组织（Earth 
Rights International）对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通过向迪南公司贷款来
协助该公司进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22

21 详见Dinant Corporation公司在可再生能源与人权平台上的回应：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renewable-energy-hu-
man-rights 
22 https://earthrights.org/media/honduran-farmers-sue-world-bank-group-for-human-rights-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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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Resources公司是一家在坦桑尼亚和莫
桑比克运营的挪威生物能源公司。该公司一直
以来受到众多指控，包括掠夺土地和对粮食安
全的不利影响等。23该公司表示：“…承认我
公司过去曾犯过错误…但我公司已通过多项第
三方审计，使其能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Green Resources公司将很乐意与各组织合
作，共同解决我们业务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
将继续努力成为负责任的林业管理领军公司之
一。”非政府组织当前正对该公司的运营及其
承诺进行持续监管。

分析   4. 个人与社区获得救济的权利

23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mozambique-justi%C3%A7a-ambiental-world-rainforest-move-
ment-ac%C3%A7%C3%A3o-acad%C3%A9mica-para-o-desenvolvimento-das-comunidades-rurais-accuse-portucel-mo%C3%A7ambique-of-land-
grabbing-it-includes ; 

申诉机制的有效性标准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非司法申诉机制设定了如下八项“有效性标准”：

合法

可获得性

可预测性

平等

透明

权利兼容

有持续的学习来源

基于对话和参与（包括与受影响的个人和社区共同设计申诉机制）

（详见：《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第31条）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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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5. 劳工权利政策

在本研究中所调研的太阳能、生物能和地热能
源公司中，劳工权利政策比整体人权政策更为
普遍。但是，各公司对核心劳工权利的承诺不
一致。公司保护力度最大的劳工权利是反歧
视，54% 的公司制定了反歧视政策；其次是反
雇用童工（42%的公司制定了相关政策）和反
强迫劳动及现代奴役（41% 的公司制定了相关
政策）。然而，这三个行业在集体谈判和 结社
自由方面的政策都很薄弱，只有 36% 的公司

制定了相关公共政策。

图 2 显示了对可再生能源行业所制定的劳工权
利政策的分解。总体而言，生物能源公司制定
公共劳动权利政策的比率最高，其次是太阳能
公司和地热能公司。鉴于生物能与农业的关系
以及因此产生的劳工权利问题，这一结论实属
意料之中。

下表列出了没有制定公共劳工权利政策的公司

5. 劳工权利政策

图2：太阳能、生物能和地热能公司制定劳工权利政策的百分比

反歧视政策 强迫劳动政策 反童工政策 集体谈判和结社
自由政策

60%
53% 50%

60%

40%

21%

60%

43%

21%

47%
33%

29%

生物能 太阳能 地热能

生物能 太阳能 地热能
Avaada Energy公司
Enerparc公司
Genesis Eco-Energy Develop-
ments公司
Gigawatt Global公司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Har-
bin Electric Corporation）

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Hareon 
Solar）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Jinko 
Solar）
Neoen公司（多部门）
NextGen Solar公司
NurEnergie公司
昱辉阳光能源公司
Suzlon公司

Vena Energy 公司(前身为 
Equis Energy公司)

Asia Biomass PCL公司
BDI 生物能国际公司
碧欧能源公司（Biotherm 
Energy）
绿色燃料公司（Green Fuel）
太阳鸟生物能公司 (Sunbird 
Bioenergy，收购了Addax 
Bioenergy公司)

Akiira Geothermal有限公司

Geothermal Development公司 
KenGen公司
Olsuswa Energy公司
Sejahtera Alam Energy 公司
Supreme Energy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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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能产业中，侵犯劳工权利的指控通常发
生在供应链中生产设备的工厂以及供应关键矿
物的矿场。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估计，太阳能
产业在所有可再生能源产业中雇用的工人数量
最多。太阳能产业有 200 多万个工作岗位，其
中一半以上在中国，因为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
大部分集中在中国。24但是，在项目现场或设
备安装期间，公司也有可能侵犯直接雇员的劳
工权利。例如，SolarCity 公司负责安装屋顶
太阳能电池板的美国员工对该公司提起集体诉
讼，指控其未支付最低工资、拒绝支付加班费
和提供休假。25

生物能产业的劳工权利风险与农业相似，因为
甘蔗、油棕、甜菜和玉米是该产业进行能源转
化的重要原材料。该产业的劳工权利风险包括

工人的健康、安全、强迫劳动和雇用童工等。
在中美洲的甘蔗种植园，工人患有非传统原因
慢性肾病（CKDnT）的几率很高，而有些种植 
园没有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健康和安全保护。 26

据称，Pantaleon Sugar Holdings 公司即为
从这些种植园购买甘蔗用于生产生物能的公司
之一。该公司宣称“正积极了解和寻找预防慢
性肾功能不全的方法”。27在巴西，用于生产
生物能的甘蔗种植据称与强迫劳动、雇用童工
以及不健康的工作条件有关联。28

这类关切也会影响与生物能相关的企业，例如
建造炼油厂的建筑公司。巴西建筑公司 Odre-
becht 公司就因其在安哥拉的乙醇炼油厂建
设项目中使用强迫劳工而被诉，并被判处支付
5000 万雷亚尔（1300 万美元）的赔偿金。29

分析   5. 劳工权利政策 6. 供应链监管

24 https://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8/May/IRENA_RE_Jobs_Annual_Review_2018.pdf 
25 http://www.slate.com/articles/business/moneybox/2017/04/solar_panel_companies_explosive_growth_is_leaving_workers_behind.htm-
l?via=gdpr-consent 
26 https://www.cnvinternationaal.nl/_Resources/Persistent/dc37494044d649e70aa77d9693610027f7e5e0c3/CNV-0035_Sugarcane-Rum-re-
port_Mid_Am_ENG-1.0_20150714.pdf
27 https://www.iic.org/en/projects/guatemala/gu3768a-01/pantaleon-sugar-holdings 
28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196458/ 
2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azil-odebrecht-slavery/brazil-convicts-odebrecht-group-for-slavery-like-practices-in-angola-
idUSL1N11802E20150902
3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modern-slavery-bill
31 https://oag.ca.gov/SB657 
32 https://www.sec.gov/opa/Article/2012-2012-163htm---related-materials.html 
33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conflict-minerals-regulation/regulation-explained/ 
34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rench%20Corporate%20Duty%20of%20Vigilance%20Law%20FAQ.pdf 
35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7/11/industry-giants-fail-to-tackle-child-labour-allegations-in-cobalt-battery-supply-chains/ 

本研究所包含的 59 家公司中，有一半公司称
对其物资供应链进行了监管。但是，这些公司
没有明确说明供应链监管是否包括对供应商的
人权政策和行为的监管。公司不仅有责任根据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报告供应
链监管情况，还有法律义务对某些方面进行报
告，包括英国《反现代奴役法案》30和《加利
福尼亚供应链透明度法案》31中所包含的强迫
劳动行为，以及美国相关法律32和欧盟相关法
规33中所包含的冲突矿物。此外，受法国企业
警戒义务法律约束的公司必须制定相应计划，
以解决公司所有业务关系（包括供应商）中的
社会和环境问题。34

其他形式的清洁能源的供应链已经面临诸多人
权指控，例如电动汽车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
钴，其供应链被指雇用童工。考虑到这一点，
可再生能源行业有充足的理由采取措施对供应
链进行监管，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侵犯人权行
为。35除了意识到自身运营对人权的直接影响
外，可再生能源公司还应了解整个供应链中存
在的人权风险，包括：为公司产品提供矿物原
材料（如太阳能电池板中的锡，风力涡轮机中
的铬，电池中的钴等）的采矿场的劳工、土地
和生计风险；生产可再生能源部件的工厂中的
工人权利；以及承包商（如安装商、维护商和
安全服务提供商）的劳工权利保护实践等。

6. 供应链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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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6. 供应链监管

公司在其供应合同中加入人权条款，是公司
将人权问题纳入其整个业务运营过程的一种
方式。例如 SunPower 公司就是这样操作
的。SunPower 公司的《供应商指南》“要求
供应商承认此人权声明并履行其责任。” 36此
类条款对于确保公司的人权承诺也得到供应商
的尊重非常重要。此类条款辅以监管、参与和
纠错行动计划，对约束不遵守人权承诺的供应
商十分奏效，如果供应商不能完成这些要求，
公司可以选择断绝供应关系。

根据自然资源治理研究所（Natural Re-
source Governance Institute）估计，44%
的可再生能源所需的金属和矿物蕴藏于政府治
理能力薄弱或不佳的国家，这表明采购这些矿
物的公司需要加强尽职调查的力度。37可再生
能源产业可以参考《经合组织负责任供应链尽
职调查指南》38以及其他行业的供应链监管措
施，探索如“责任商业联盟行为”39（前称“
电子行业公民联盟”）等本产业的最佳实践。

36 https://us.sunpower.com/human-rights/ 
37 https://resourcegovernance.org/blog/low-carbon-future-better-mineral-governance-could-power-development
38 http://www.oecd.org/corporate/mne/mining.htm 
39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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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建议：

人权政策与流程
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制定并推广人权政策和尽职调查。这应包括公
司承诺严格执行社区磋商流程，开展管理人员培训以及与工人和社区进行广泛持续的对
话。
与行业内外的同行、公司员工及所在社区开展合作，迅速设立和提升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人
权标准。

磋商及土著人民权利

承诺尊重土著人民的权利，并以尊重土著人民个人和集体权利的方式征求其自主、事先和
知情的同意。
与土著群体以外的受影响个人和社区接触，以获得并维持公司的社会经营许可。

劳工权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采取强有力的劳工权利保护政策，包括反歧视、反雇用童
工、反强迫劳动、保护劳工集体谈判和结社自由。
承诺为所有员工提供生活工资，并激励供应商采取相同措施。
 

供应链
设立识别和监管供应链人权影响的系统，并在供应商合同和合作商协议中引入人权条款。
根据“安全与人权自愿原则”，在经营活动中对权益捍卫者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并将
人权纳入安全规定。

 
获得救济
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中的有效性标准，设立申诉机制，并与社区及公
司员工共同进行机制设计和运行监督。

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者的建议：40

投资之前：确保人权政策和人权承诺已到位，并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进行人权尽职调查，以此作为投资的前提条件。对投资结构进行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公司在尊重人权方面的影响力。

投资期间：对投资项目的人权表现进行监督，并与项目公司合作，鼓励公司按照《联合国
指导原则》尊重社区权利，例如对侵犯人权的指控及其解决方案进行监督。如果项目公司
不接受，则可通过与其同行业公司合作或撤资等方式对项目公司施压。
 
投资前和投资期间：与项目公司或资产管理人员就项目所属行业和国家的人权问题进行详
细讨论，并采取措施核实信息；与政府、民间团体、工会、社区和其他组织合作，鼓励采
取以社区为主导的最佳实践以及尊重人权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方式。

建议

建议

40 更多建议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renewable-energy-investor-briefing-managing-risks-responsibili-
ties-for-impacts-on-local-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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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项目/项目公司所在国家政府的建议：

在国家能源政策和其他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计划中制定并实施人权保障措施。

为投资公司制定有关人权的强制性报告和尽职调查要求，并强化措施监督公司的人权实践。

报告国家自主减排贡献（INDC）中的气候行动是如何将人权影响纳入其考虑范围的。

承认土著人民对习惯土地的所有权；承认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中对土著人民权利的表述，
并确保尊重土著人民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的权利。

给予劳工权利监察机构足够的资源和授权，以查明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侵权行为并给予补偿。

当项目损害社区或工人时，加强非司法救济和司法救济的可及性。

致谢和联系方式：

本简报作者劳拉•瓦尔德曼（Laura Waldman）、恩
尼克•郝瓦斯（Eniko Horvath）和克里斯汀•道博森
（Christen Dobson）向为报告撰写提供支持的所有人
士， 包括企业责任资源中心的国际团队致以诚挚谢意。   

特别感谢有关非政府组织、企业、政府及投资商代表与我
们就本话题多次开展深入讨论。  

欲了解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工作成果的更多
信息，请联系：

恩尼克•郝瓦斯（Eniko Horvath），高级研究员 
邮箱：horvath@business-humanrigh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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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附件1：联系并发放调查问卷的公司清单

生物能 

公司         国家   是否回复 

Alco Group公司       比利时   否
Asia Biomass PCL公司      泰国   否
BDI生物能国际       奥地利   否
Biopalma公司（淡水河谷公司的子公司）    巴西   是
水晶联盟公司（Cristal Union）     法国   否
Dinant公司        洪都拉斯  是
Drax公司        英国   否
绿色燃料公司（Green Fuel）     津巴布韦  否
绿色资源公司（Green Resources）    挪威   否
Lantmannen Agroetanol公司     瑞典   是
Novozymes公司       丹麦   否
Pantaleon Sugar控股公司      危地马拉  否
Raizen公司（Cosan Industria e Comercio公司的子公司） 巴西   否
太阳鸟生物能公司（Sunbird Bioenergy）    毛里求斯  否
碧欧能源公司（Biotherm Energy）    南非   否
Neoen公司        法国   是
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     日本   是

地热能  
Akiira Geothermal有限公司     肯尼亚   否
AP Renewables公司（Aboitiz Power公司的子公司）  菲律宾   否
卡尔派电业（Calpine）      美国   否
Climeon公司       瑞典   否 
地热开发公司（Geothermal Development Company） 肯尼亚   否
KenGen公司       肯尼亚   否
Mannvit公司       冰岛   是
Olsuswa Energy公司      肯尼亚   否
奥玛特公司（Ormat）      美国   否
Polaris Infrastructure公司      加拿大   否
Reykjavik Geothermal公司     冰岛   否
Sejahtera Alam Energy公司     印度尼西亚  否
Supreme Energy公司      印度尼西亚  否
Contact Energy公司      新西兰   是
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     日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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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太阳能

公司         国家   是否回复 

Access Power公司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否
ACWA Power公司       沙特阿拉伯  否
Adani Renewables公司      印度   否
Avaada Energy公司       印度   否
Canadian Solar公司       加拿大   否
Enerparc公司        德国   否
First Solar公司        美国   是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GCL）     香港   否
Genesis Eco-Energy Developments公司    南非   否
Gigawatt Global公司      荷兰   否
Globeleq公司       英国   否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否
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中国   否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   否
Lightsource BP公司       英国   否
NextGen Solar公司       美国   否
NurEnergie公司       英国   否
昱辉阳光能源公司       中国   否
ReNew Power Ventures公司     印度   否
Scatec Solar公司       挪威   是
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香港   否
SolarEdge公司       以色列   否
SunEdison公司       美国   否
SunPower公司（Total公司的子公司）    美国   否
Suzlon公司        印度   否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否
Vena Energy公司       新加坡   否
W Dusk Energy Group 公司      加拿大   是
Neoen公司        法国   是
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      日本   是
碧欧能源公司（Biotherm Energy）     南非   否
Contact Energy公司       新西兰   是



22

附件2：

负责任的可再生能源：人权调查问卷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明确规定，所有公司都有责任尊重人权，包括避免对受其
运营和业务关系（包括整个供应链）影响的人员造成负面影响，并在负面影响发生时妥善解
决。
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许多内容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使人们获得
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推动气候行动发展和消除贫困。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公司也有责任确
保其运营不会对人权产生负面影响。可能遭受以及已经遭受可再生能源项目负面影响的人权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生活在项目拟建场地内或附近的土著社区人民的土地权、获得清洁水的权利和生计发展权
利；

土著人民对其历来拥有、占用或使用的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所有权，以及在项目获得批准
之前的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的权利；

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的工人、项目所需部件的供应链中的工人以及从事项目所需矿物
材料开采的工人的劳工权利（可能受影响的人权包括强迫劳动、结社自由、公平薪酬和工
人健康和安全等）。

该调查问卷旨在更好地了解可再生能源公司目前对人权问题的态度，并支持该行业将尊重人权
纳入其业务运营，以确保向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公平和可持续的转型。感谢您拨冗填写该问
卷。

公司名称：

您是否参与了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下注册的项目？如果是，请问是哪个项目？

您是否参与了绿色气候基金支持下的项目？如果是，请问是哪个项目？

人权政策承诺

案例与指导

1.贵公司是否公开承诺尊重人权？如果是，请提供相关链接或附件。

人权尽职调查

案例与指导

2. 贵公司是否清楚自身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人权问题？是否设定了尽职调查流程来管理这些问
题？如果是，请列出贵公司已发现的人权问题并描述公司的尽职调查流程（关键步骤包括：影
响评估，根据调查结果整合信息并采取措施，跟踪措施反馈并沟通如何消除影响）。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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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受冲突影响或冲突后的环境中运营时，贵公司是否在人权尽职调查过程中采取了附加措
施？

4. 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遵守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
则和权利宣言》中的所有条款？

结社自由和对集体谈判权的认可
消除强迫劳动
消除童工
消除歧视

5. 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受项目影响的社区人民的土地权、获得水资源的权利和体面劳
动的权利受到尊重？

供应链

案例与指导

6. 贵公司是否对供应链进行监督？如果是，贵公司是否发现了与供应链相关的人权风险？

7. 贵公司如何监督子公司、分包商、合资方和其他业务合作方遵循贵公司所制定的政策和标
准？请描述一下贵公司所采取的措施。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上述各方在其运营过程中
尊重人权（例如通过合同条款、保留审计权和能力建设）？

社区参与和磋商

案例与指导

8. 贵公司是否通过与受可再生能源项目影响的社区进行磋商的方式辅助完成项目的设计并从
中直接受益？如果是，请描述磋商的形式，以及在项目周期中执行的时间，包括贵公司用于确
定可能受项目影响的社区的标准。您能否举例说明贵公司如何与受项目影响的社区进行利益分
享？

9. 贵公司是否确保在磋商过程中纳入所有受影响社区成员（包括因种族、民族、性别、性取
向、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宗教或其他原因而可能被边缘化的成员）的观点，并尊重他们的权
利？如何确保？

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FPIC）

案例与指导

10. 贵公司在什么情况下承诺征求受影响社区对项目的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请举出相关
项目案例（如有）。

11. 贵公司征求社区对项目的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何对其进行评
估？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在征求自主、事先和知情的同意时出现腐败、操纵和恐吓等
问题？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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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2. 贵公司是否曾根据社区意见或因未获得社区同意而放弃某项目？如果是，请提供案例。

安保

案例与指导

13. 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自己的员工、与公司签订合同的私营安保公司和/或为项目提
供安全保障的政府军队尊重劳工和社区成员（包括可能反对其项目的人）的权利？

14. 贵公司是否遇到过如下情况：为公司项目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对反对项目的人使用了暴力？
贵公司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救济

案例与指导

15.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贵公司是否在每个项目现场都建立了有效的申诉
机制，让受项目影响的社区和工人提出该项目对当地影响（包括侵犯人权行为）的担忧？申诉人
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提出申诉，并且贵公司能确保申诉人的安全而不受恐吓？如果是，受影
响的社区是否参与了申诉机制的设计，包括其设置、程序和所提供的救济措施的类型？

16.贵公司的是否收到过申诉？如有，请详述。

其他信息

17. 贵公司在履行人权承诺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障碍和挑战？或者贵公司遇到过哪些与上述方面有
关的障碍和挑战？

18. 请提供您认为相关的关于贵公司人权政策和做法的进一步信息。

更多信息和指导请参考以下链接：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可持续发展目标人权指南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矿石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

《欧盟对矿石供应链尽职调查的规定——给公司的公民社会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