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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发展南美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

生物群落牛群养殖和大豆种植将创造300

亿美元*的巨大投资机会。采用成熟的商

业模式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

入，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降低对水资

源、气候和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国际市

场对零毁林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消费国

即将推出监管改革，投资者也在调整投资

预期，这就需要对粮食生产体系进行重大

转型。也催生了对粮食生产体系开展重大

转型的需求。加快上述地区的金融创新有

助于应对严峻的全球挑战。

金融能够大大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态势，通

过提高耕地产量和更好利用已开垦土地实

现增产增收。金融是解决行业转型难题的

关键一环，与供应链采购政策、透明制

度、有效监督、司法方法和提升对投资者

的ESG要求等其他努力相辅相成。

虽然牛群养殖和大豆生产是导致亚马逊、

塞拉多和查科地区生境丧失的主要诱因，

但本报告介绍了在不改变生境的情况下增

加牛肉和大豆产量的具体途径。

*该金额是保守合理的量级估计，用于在无需进一步改变生
境的情况下扩大该地区牛肉和大豆产量，包括在已开垦农场
上扩种大豆的资本成本）塞拉多120亿美元，到2030年，以
1.7万美元/公顷的平均成本扩建720万公顷；查科为10-20亿
美元，以500美元/公顷的平均成本扩建340万公顷）和考虑
到市场增长趋势可持续发展集约化养牛业的相关投资成本）
巴西150亿美元，成本为3000美元/公顷，查科10亿美元，
以 300美元/公顷的成本扩建370万公顷）。该金额不包括营
运资本融资和潜在的其他资本需求。  

上述地区现有的牛肉产量极低，如果采用

成熟的养殖实践，牛肉产量可以在现有基

础上提高3至5倍，同时维持一个以草饲和

牧场为主的生产系统。大豆产量也会有所

提高，尽管增长空间小于牛肉产量（例

如 ， 巴 西 塞 拉 多 的 大 豆 产 量 可 以 提 高

20%-30%）。此外，还有数百万公顷的

低产牧场可用于大豆种植，所以无需进一

步清除原生植被。例如，在塞拉多，约有

1800万公顷的牧场适合种植大豆，是到

2030年扩种大豆所需面积的两倍多。

贷款人和投资者对金融创新机制的关注与

日俱增，多种机制业已部署到位，推动金

融部门做出更广泛的努力，通过格拉斯哥

净零碳金融联盟、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

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净零银行联盟等倡

议，确保贷款和投资有助于实现到2050年

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然而，大规模实施

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贷款人和投资者需要

从机构层面加大对这些行动的支持力度，

为长期信贷安排和管理风险的方式建立跟

踪记录，设计符合环境要求的产品，向农

民和牧场主提供最优报价，以及制定通用

指标，使融资者能够清晰表述他们对低碳

食品体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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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

塞拉多  

查科 

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金融创新（IFACC）

是一项新的倡议，旨在增加对巴西、阿根

廷和巴拉圭可持续农业的贷款和投资，协

调企业、银行和投资者的努力，在承诺和

实施新机制方面取得突破。IFACC初步承

诺30亿美元，到2022年底支付2亿美元，

最终实现到2025年承诺100亿美元，支付

10亿美元。IFACC将与生产者、企业、银

行和投资者携手合作，克服挑战，促进资

金流向可持续农业，帮助企业、银行和投

资者实现净零承诺和“自然受益型”目标。

IFACC倡议由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热带雨林联盟（TFA）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UNEP）联合发起。作为该领域的领

头 羊 ， 这 三 家 机 构 能 够 优 势 互 补 ， 为

IFACC创造独特机遇，担当银行、企业和

投资者在上述地区推进金融创新的“首选”

团队。IFACC将提供环境和社会管理支

持，接洽优惠资本集团和其他资本提供者

来获取转型所需的长期耐心资本，分享关

于当前市场形势的最佳情报以及关于商业

案例和影响的最佳可用数据和研究，从而

支持倡议签署者制定和实施零毁林和不转

变土地用途（DCF）的金融解决方案。

本报告概述了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地区

发展可持续大豆种植和牛群养殖的商业案

例，以及金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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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群落：
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
位于南美洲的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生

物群落是地球上三个最重要的碳、淡水

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储存库，也是主要的

粮食生产中心，特别是大豆和牛肉。巴

西的亚马逊雨林已被砍伐了近19%，逼

近科学家们警告的20%-25%的砍伐临界

点，塞拉多雨林已被砍伐过半，而查科

也已失去了25%的原始森林覆盖。农业

扩张造成的森林砍伐和土地用途改变会

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剧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导致当地社区人民流离失所。

加快上述地区的金融创新可以为应对这

些紧迫的全球挑战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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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群落 农业

亚马逊

塞拉多

大查科

 净损失
(原生植被)

(2010-2020)

总面积
(Mha：百万公顷)

409,4 Mha
(大于欧盟)

197,1 Mha
(接近五倍的加州面积)

107,7 Mha
(接近法国和西班牙的

面积总和)

6,1 Mha

23 Mha

9,6 Mha

养牛场

57 Mha

47 Mha

10,2 Mha

剩余的原生植被

330 Mha

108 Mha

97,4 Mha

13,5 Mha

8 Mha

4.35 Mha

来源： MapBi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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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热带雨林占地550万平方公里

（210万平方英里，其中有60%在巴

西境内），比整个欧盟和半个美国还

大1，居住着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已知陆

生动植物物种，在全球碳循环和半球

水文系统以及区域和全球经济活动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亚马逊是大约3000

万居民的家园，包括400多个不同部

落的约160万土著居民。

已有科学家发出警告，如果砍伐量超

过20-25%的“临界点”，亚马逊雨林

可 能 会 迅 速 发 展 成 为 非 森 林 生 态 系

统。2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马逊雨

林的总面积减少了18%，在巴西的雨

林面积减少了19%。养牛业是亚马逊

雨林被大量砍伐的最大诱因，在2008

至2019年，超过90%被破坏的雨林都

用来发展了养殖业。3

塞拉多是南美第二大生物群落，面积

超过整个西欧，几乎是加利福尼亚的

五倍。巴西近三分之一的动植物物种

生活在塞拉多，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

有生物多样性的热带稀树草原。4塞拉

多草原灌木植被的巨大地下根系储存

了丰富的碳和水，是巴西许多农村和

城市的主要水源，包含八个流域和三

个大型含水层的源头。5虽然塞拉多地

区的森林砍伐和土地用途转变问题更

加严峻，但是却不像亚马逊那样备受

关注。近几十年来，塞拉多近一半的

原生植被都被改造成了主要用于养牛

和种植大豆的牧场和农田，成为世界

的一个主要农业生产区。巴西塞拉多

的马托皮巴地区（Matopiba），即马

拉尼昂州（Maranhão）、托坎廷斯州

（Tocantins）、皮奥伊州（Piauí）

和巴伊亚州（Bahia）的森林砍伐和大

豆种植导致土地用途改变问题尤为严

重 。2 0 1 6 / 1 7 年 度 ， 马 托 皮 巴 地 区

55%的大豆产自过去20年砍伐森林形

成的种植区。6

亚马逊是世界上最大的热
带雨林。

塞拉多是热带大草原，几
乎覆盖了四分之一的巴西
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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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inforest Foundation Norway. 2021. “The Amazon 
Rainforest: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Ecosystem”. https://ww-
w.regnskog.no/en/what- we-do/the-amazon

2   Lovejoy, Thomas and Carlos Nobre. 2018. 
“Amazon Tipping Point,

2018. Science Advances”. https://www.science.org/-
doi/10.1126/sciadv. aat2340

3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1.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

ing and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cattle 
ranching in the Amazon and Cerrado”. https://www.na-
ture.org/content/dam/tnc/nature/ en/docu-
ments/brasil/tnc-environmentalframeworkcattle.pdf

4   Klink, C. and R. Machado. 2005. “A conservação 
do Cerrado brasileiro”.

5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0.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oy in the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 content/dam/tnc/na-
ture/en/documents/brasil/tnc-environmentalframe- 
worksoy-eng.pdf

6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0.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oy in the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 content/dam/tnc/na-
ture/en/documents/brasil/tnc-environmentalframe- 
worksoy-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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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查科占地11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三

分之二在阿根廷境内，几乎相当于法国

和西班牙国土面积的总和，其余分布在

玻利维亚、巴西和巴拉圭。7大查科森

林是独特植被和野生动物的家园，包括

3400种植物、500种鸟类和数百种哺乳

动物、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包括多个

土著部落和群体在内的900万人也生活

在此。大查科森林正在遭受大面积砍

伐。2000年至2019年间，亚马逊和塞

拉多各损失了约7%的原生植被，而大

查科地区则损失了9%。8

位于阿根廷境内的大查科占该国领土

的20%。在过去20年里，阿根廷大查

科森林的四分之一已被砍伐，用于养

牛和农业生产（主要是大豆、玉米和

小麦）。9巴拉圭境内的大查科占地约

25万平方公里，西北部是干燥的开阔

森林和稀树草原，东南部则是潮湿的

季节性洪水区。在2010年至2019年期

间，巴拉圭大查科三个地区的森林覆

盖 率 显 著 下 降 ： 上 巴 拉 圭 省 下 降

11%，阿耶斯总统省下降5%，博克龙

省下降17%。10养牛业扩张是巴拉圭大

查科森林损失的主因。

大查科地区属于炎热的半
干旱低地地区，是南美洲
的第二大森林。

7   Fehlenberg, Verena et al. “The role of soybean 
production as an underlying driver of deforestation in 
the South American Chaco,” 2017. Global Environ-
mental Change. https://www. sciencedir ect.com/-
science/ article/pii/S0959378017305964

8   TNC´s analysis based on Mapbiomas, 2019. 
Available at https://mapbiomas.org/

9   https://www.na-
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latin-america/ 
argentina/gran-chaco/

10   TNC Analysis for Mapbiomas 2019. https://plata-
forma.chaco.map-biomas.org/ / “Land Rights, Beef 
Commodity Chains, and Deforestation Dynamics in the 
Paraguayan Chaco,” 2017. USAID. https://ww-
w.land-links. 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U-
SAID_Land_Tenure_TGCC_Paraguay_ Risk_Assess-
ment_June-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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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种植
大豆和养殖牛群的可持续
商业模式
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

的农民可以在不进一步

砍伐森林和改变原生植

被的前提下扩大牛群养

殖和大豆种植，满足日

益增长的全球需求。

三个地区目前的牛肉产量极低，

如果采用成熟的养殖实践，牛肉

产量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提高3至5

倍，同时维持一个以草饲和牧场

为主的生产系统。如果在广袤的

低产牧场上扩种大豆，大豆产量

也会有所提高，无需进一步清除

原生植被。将牧场出租用于作物

种植，推动养牛业走上集约化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为某些地

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虽然金融创新机制层出不穷，但大规模实施面临多重挑战，

包括贷款人和投资者需要从机构层面加大对这些行动的支

持，为长期信贷和风险管理建立追踪记录体系，设计符合环

境要求的产品，并向农民和牧场主提供最优报价。

能够提供低成本、长期融资或以及与商业贷款人和投资者分

担风险的资本提供者可以为应对本报告所讨论的上述挑战做

出重要贡献。此外，企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采取行动，共

同推动经济（包括农业生产系统）去碳化是大势所趋，有助

于加大对该地区牛肉和大豆生产可持续商业模式的投资。

金融可以推动土地利用变化态势转

向森林受益型生产模式。金融创新

机制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例如延

长期限、增加宽限期、降低利率和

提高承销灵活性），为前期投资需

求提供资金保障。年度营运资金贷

款和农田投资基金等现有产品也可

以采用DCF（零毁林和不转变土地

用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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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在巴西塞拉多
        可持续发展大豆种
        植中的作用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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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
国，占全球大豆总产量的30%以
上，其中有一半的大豆出自塞拉
多，占地1820万公顷。到2030

年，塞拉多将增加720万公顷土地
用于大豆种植。根据TNC模型和
以往惯例，其中新增的500万公顷
土地将来自已开垦牧场，但剩余的 

220万公顷土地需要清除原生植
被。13

如果采用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可以避免更多的森林砍伐和原生植
被清除。根据TNC的估计数据，
塞拉多约有1850万公顷的牧场适
合种植大豆，是到2030年扩种大
豆所需面积的两倍多。此外，改良
耕作方法可以提高30%的大豆农场
生产力,14  所以在不清除原生植被
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大豆产量。

塞拉多的多数大豆种植者想要增加
种植面积或提高耕种效率，必须自
筹资金或通过复杂的政府审批程序
获得有限的公共资金。

在决定是在已有牧场还是原生植被
上扩大种植时，他们必须权衡土地
价格、转换成本、生产潜力和其他
经济因素。巴西年度作物融资市场
规模庞大，但长期贷款选择有限，
购买廉价林地进行新的生产往往是
默认的经济选择。

金融机制可以向支持DCF大豆生
产进行倾斜，贷款人和投资者支持
该行业负责任地增长。对农民而
言，收购和改造牧场几乎与收购和
砍伐森林一样有利可图。2019年
对马托皮巴地区一家传统大豆农场
的研究发现，收购森林的投资回报
率为14.3%，而收购牧场的投资回
报率为13.8%。15  低成本和长期融
资等金融创新机制可以缩小投资回
报差距，加快向DCF大豆转型。16

根据TNC预测模型和以往惯例，塞拉多到2030年将增加720万公顷

土地，用于大豆种植。

500万公顷将来自已开垦牧场。

剩余的220万公顷需要清除原生植被。

11   Soy production in the Amazon is conditioned 
by the Soy Moratorium,therefore IFACC is 
focusing solely on soy in the Cerrado.  

12   Refer to Eligibility criteria of soy in the 
Brazilian Cerrado based on

13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oy in 
the Cerrado (2020)

14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0.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oy in the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 
content/dam/tnc/nature/en/documents/brasil/tnc-
environmentalframe- worksoy-eng.pdf

15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19. “Incentives 
for Sustainable Soy in the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nature/e
n/docu- 
ments/TNC_IncentivesforSustainableSoyinCerra
do_Nov2019.pdf

16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0.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oy in the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 
content/dam/tnc/nature/en/documents/brasil/tnc-
environmentalframe- worksoy-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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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农业综合企业和银行已经建立
了贷款项目，为恢复退化的牧场和
提高产量提供长期融资，包括先正
达 （Syngenta）、 伊 塔 乌 银 行
（Banco Itau）、 Louis Dreyfus 

(路易达孚公司)、邦吉（Bunge）
和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
（ 见 表 1 ） 。 例 如 ， 先 正 达 推 出
Reverte “复原计划”，将贷款期
限延长为八至十年，宽限期为两
年，如此一来，农民就有充裕的时
间修缮土地。项目参与者与巴西农
业研究机构Embrapa携手恢复牧
场，同时利用先正达的数字平台监
控项目运营。17

包括现有股权和债务工具在内的所
有农业金融机制都有可能纳入能确
保DCF生产的功能。FIAGRO18等
权益基金或收购农场的农田投资基
金可以纳入DCF要求和激励措施。
年度作物融资或农业应收款证券化
等现有债务产品也可以采用DCF方
法，例如为拥有法定储备盈余的农
民提供更优惠的条件。  

Gaia Securitizadora发行的‘CRA.Verde 

tech’19属于表1 “Green CRA”类
别中包含的债务融资机制。此次发
行总额为1100万美元，分为高级和
次级债券，由农民资产和农业保险
担保。融资强制要求遵守环境和农
业 条 款 和 条 件 ， 如 由 第 三 方
（Produzindo Certo）监督的零森
林砍伐、重新造林目标和土壤管
理。生产者获得了比通常期限更长
(4年期限，传统作物融资期限仅有
1年)且更便宜的资金支持。   

支持DCF大豆生产的金融机制可以
惠益于价值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
者。贷款人和投资者赢得良好声
誉、新的商业机会，在实现净零和
其他可持续性承诺方面取得进展。
贸易商与农民建立长期契约关系，
可以确保进入环境要求更严格的出
口市场。生产者以更优惠的条件获
取资金，避免因区域森林砍伐和土
地用途改变而减产。20

长期贷款助力生产者在牧
场扩大种植，采用农牧一
体化系统，在不改变原生
植被的情况下增加产量。

效益

贷款人和投资者

•赢得良好声誉

•新的商业机会

•实现净零排放和其他可持续
   性承诺

贸易商

•与农民建立长期契约关系
•能够确保进入环境要求更严
   格的出口市场

生产者

•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取资金，
   避免因区域森林砍伐和土地
   用途改变而减产�� 

17   Syngenta Group News Service. 2021. 
“Conservation Program in Brazil could lead to 
more profitable farms and ranches”. 
https://www.syngenta-group.com/en/our-stories/c
onservation-program-brazil-could-lead-more- 
profitable-farms-and-ranches

18   FIAGRO -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Cadeias Agroindustriais https:// 
www.b3.com.br/pt_br/produtos-e-servicos/negoci
acao/renda-variavel/ 
fundo-de-investimento-em-cadeias-agroindustriai
s-fiagro.htm

19   CRA Verde.Tech https://www.craverde.tech/

20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0.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oy in the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 
content/dam/tnc/nature/en/documents/brasil/tnc-
environmentalframe- worksoy-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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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支持扩种 DCF 大豆的现有金融机制基准

2020年，TNC发布了《塞拉多大豆贷款和投资环境框架》，旨在指导贷款人和投资者成功扩大环境融资项目，或
根据DCF方法调整现有产品。该框架概述了塞拉多扩种DCF大豆的商业案例，并为DCF融资机制提供了环境要求
和监测方法。21

产品名称和
责任组织

长期融资

Bunge，Santander 和
TNC

•通过贷款支持收购新土地（7-10年）和/或增加
    现有或租赁地产产量（3-7年）的投资需求，促
    进牧场向大豆种植区的转化；

•承诺5000万美元，预计将增加至2亿美元；

•积极寻找借款人。

•通过贷款支持现有地产的投资需求(3-7年)，促
    进牧场向大豆种植区的转化。征用新土地不包括
    在内;

•2019年第三季度发放了第一笔贷款。

•支持生产者投资于可持续实践，重点关注恢复退
    化牧场以扩大作物种植;

•通过抑制土地和土壤退化的生产实践，在短期
    内提高生产率，增加投资回报。

•项目已经启动，在2021年第三季度发放了第一
    笔贷款

•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为DCF生产和/或恢复法定
    储备提供融资

•2亿雷亚尔可用资金;

•寻找交易伙伴。

•以业主资产为担保的货物证券化；
    要求遵守包括DCF生产在内的环境条款;

•2019年第三季度发放了第一笔贷款。

•与实现可衡量的森林保护目标挂钩的贴息贷款;

•长期目标是发放10亿美元贷款

长期贷款计划

Louis Dreyfus，WWF

Green CRA(农业综合
企业)

WWF、企业、合作银
行

大宗商品基金

BVRio-SIM

Irupé Creditech

Vision Brazil 
Investment和Pawa 
Finance

Reverte Syngenta

作物融资
 (<1年)描述 提高产量 股权投资长期（3到10年）

收购 转型

21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0.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oy in the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nature/en/documents/brasil/tnc-environmentalframeworksoy-eng.pdf

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种植大豆和养殖牛群的可持续商业模式 • IFACC 11

https://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nature/en/documents/brasil/tnc-sumarioexecutivo-guiadecondutaambiental-eng.pdf


图片来源： MapBiomas

�.�.金融在塞拉多和亚
        马逊可持续发展养
        牛业中的作用

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国，22

拥有数量高达2.18亿头牛的全球最
大商业牛群，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
牛只是在亚马逊和塞拉多地区进行
饲养。23尽管巴西牛肉主要用于国
内消费(2020年，巴西国内消费了
74%的牛肉24)，但是国际对巴西牛
肉的需求在未来20年预计将增长
约35%， 2 5 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最
快。巴西还大量出口皮革，这在屠
宰场收入中所占比例很低，但在营
业利润中的占比高达四分之一26。 

如果不改变现状，牧场主将把亚马
逊和塞拉多森林改造成新的牧场，
以满足预期的增长需求。 2 7 大约
25%的巴西牧场在亚马逊地区，另
外33%在塞拉多地区。据估计，亚
马逊地区93%的森林砍伐和塞拉多
地区70%的森林砍伐都是为了发展
畜牧业。28

牧场主可以通过改善他们已有牧场
的管理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牛肉需
求。巴西的生产力不仅落后于美国
和许多欧盟国家，也落后于巴西自
身的潜在产能。随着生产实践的改
进，巴西可以显著提高自己的生产
力。在巴西1.8亿公顷的牧场中，
超过三分之一处于某种程度的退化
状态。29巴西90%的养牛企业很少
投资于技术、土地和牧场管理以及
畜牧养殖。如果缺乏适当管理，新
牧场在三到四年后就会不再适合继
续放牧。30

亚马逊地区超过3600万公顷的牧场
和塞拉多地区5300万公顷的牧场适
合发展可持续的集约化放牧。31牧场
主可以通过轮牧、定期土壤肥力分
析、改进杂草和虫害控制以及农牧
一体化系统来提高载畜率和牧场生
产力。退化牧场的平均肉类产量仅
为每年每公顷30公斤，而管理良
好的牧场通过采用成熟技术每公顷
每年可以产出180多公斤肉类产
品。32 33通过集约化生产系统，牛
群饲养30个月就可出栏，能够满
足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26   Horta, A. et al. Bain & Company, Inc. and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0. “Rumo a uma 
pecuária de corte livre de desmatamento”.

27   Horta, A. et al. Bain & Company, Inc. and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0. “Rumo a uma pecuária de corte livre de 
desmatamento”.

28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1.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cattle 
ranching in the Amazon and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na- 
ture/en/documents/brasil/tnc-environmentalframe
workcattle.pdf

29   The Nature Conservancy and Bain & 
Company. 2020. “Brazil’s Path to Sustainable 
Cattle Farming”.

22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s Indústrias 
Exportadoras de Carnes (ABIEC). 2021. “Beef 
Report Brazilian Livestock Profile”. 
http://abiec.com.br/en/publicacoes/beef-report-20
21-2/

23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1.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cattle 
ranching in the Amazon and Cerrado”. 
https://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nature/ 
en/documents/brasil/tnc-environmentalframework
cattle.pdf

24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s Indústrias 
Exportadoras de Carnes (ABIEC). 2021. “Beef 
Report Brazilian Livestock Profile”. http 
http://abiec.com.br/en/publicacoes/beef-report-20
21-2/

25   Mulder, N. 2019. “Global Protein Outlook”.

30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s Indústrias 
Exportadoras de Carnes (ABIEC).

2021. “Beef Report Brazilian Livestock Profile”. 
http://abiec.com.br/ publicacoes/beef-re- 
port-2020/

31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1. “Environ-
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ing and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intensifica-
tion of cattle ranching in the Amazon and 
Cerrado.” 2021. https://www.nature.org/con-
tent/dam/ tnc/nature/en/documents/brasil/tnc-en-
vironmentalframeworkcattle.pdf

32   Macedo, Manuel Cláudio Mota et al. 2013. 
“Degradação de pasta-

gens, alternativas de recuperação e renovação, 
e formas de mitigação,”

33   Embrapa, 2002. Boas Práticas 
Agropecuárias – Bovino de Corte (B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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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没有长期融资，提高牧
场生产力根据牧场退化程度和管理
方法的不同，需要投入每公顷100

美元到2000多美元不等的成本，
巨额投资令人望而却步。

巴西牧场主需要得到技术援助和长
期融资才能提高牧场生产力，生产
具有商业可行性的DCF牛肉。发
展集约化养牛业需要增加初始投资
和运营成本，用于围栏搭建、牧场
恢复、土壤改良、机械提升和人员
培训。只要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
提高，巴西可以在不进一步改变生
境的情况下满足未来的牛肉需求，
同时减少牛肉碳足迹，从而腾出牧
场种植大豆和其他农产品。

亚马逊和塞拉多地区的DCF牛肉
生产商通常会在推行集约化生产的
几年后收回投资回报。在巴西亚马
逊地区，参与六个集约化生产倡议
的牧场主需要进行每公顷410美元
到2180美元的初始投资，但在2.5

年到8 .5 年后，通过提高30% 到
490%的生产率就可收回初始投
资。34

《哈佛商业评论》的一项研究发现，
“可持续性实践可以提高整个价值
链的盈利能力”，牧场主在可持续
性实践上投资越多获利越大。35

但是，多数农民无法获得长期融
资，难以进行集约化生产的前期投
资。巴西的大多数金融机构目前专
注于营运资金融资，牧场主获得金
融机构资金支持的机会通常与他们
的业务规模成正比。36技术援助可
以改善生产实践，降低金融机构的
投资风险，为获得长期融资创造更
有利的条件。然而，在一些地区，
缺乏土地所有权也给生产者设置了
融资障碍。

因此，向DCF牛肉过渡
需要长期资金支持，同
时辅以专门的宽限期和
风险分担机制，以及技
术援助解决方案。

银行和资本市场已经开始丰富绿色
融资产品，附加要求包括有效土地
所有权和租约、零毁林和土地用途
转化的参考日期、生产每公斤牛肉
碳排放零增加等。我们在下一页的
表格中介绍了支持可持续发展集约
化养牛业和DCF牛肉的多个行动
倡议。

36   Silva, Daniel et al.IPAM. 2019. “Fluxos 
financeiros para a pecuária na Amazonia Legal”. 
https://ipam.org.br/bibliotecas/fluxos-financeiros-
pa- ra-a-pecuaria-na-amazonia-legal/

34   Zu Ermgassen, Erasmus et. al. 2013. 
“Results from on-the-ground effort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cattle ranching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https://www.mdpi.com/2071-1050/10/4/1301/htm

35   Fishbein, G. et. a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7. “How to Quantify Sustainability’s 
Impact on Your Bottom Line,” . 
https://hbr.org/2017/09/ 
how-to-quantify-sustainabilitys-impact-on-your-bo
tto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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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和
责任组织

ABC 计划
联邦政府

国家农业低碳排放计划创建于2010年，由7个公共
融资信贷额度组成，计划收益部分用于退化牧场
恢复以及农牧一体化-农林复合系统。

Agri3 基金 
Rabobank、
UNEP、IDH 和
FMO

与Grupo Carvalho Dias合作的长期融资倡议，旨
在推动森林保护、重新造林和退化牧场恢复。混
合融资结构可以降低风险，从而降低受益人的最
终成本。该倡议有助于在承担法律合规义务的同
时提高产量。

São Marcelo 
农场/Jacarezinho
IDH

该机制由IDH在2018年启动，在Mato Grosso州的
Juruena Valle实施，旨在支持可持续生产、零森林
砍伐和可追踪牛肉，以满足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需
求。通过IDH发起的“生产、保护、包括”（PCI）倡
议，采用景观方法实现目标。

亚马逊可持续养
牛业 (PECSA)
Althelia、Climate 
Fund、 ICV

Althelia气候基金和ICV在2015年共同创立的养牛
技术援助和管理公司，旨在为亚马逊的牧场主提
供可持续牛肉生产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通盘考
虑每个牧场和应用技术），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
时提高经济效益。

可持续农业融资
机制(SAFF)
Rede ILPF

为获得可持续农业认证的牧场主提供贷款，促进
可持续农业技术(SATS)的采用，并提供长期、低
成本、灵活的财政和技术资源。

低碳畜牧(PIBC) - 
Novo Campo
ICV

Novo Campo项目致力于在亚马逊地区的牧场推广
可持续实践，提高产量和E&S标准，从而减少森林
砍伐，保护或再生自然资源，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Pasto Vivo 项目 
Luxor Group、
Meraki Group

Pretaterra、Grupo Luxor、Meraki Impact、Renature
和Embrapa在2020年发起的合作项目，旨在为农牧
林结合模式下的规模化农林养牛业提供解决方案。

计划增加法定储备和永久保护区域(APP)。

牛肉可持续生产
计划家乐福、
IDH、Acrimat 
和 NatCap

该计划由家乐福基金会和IDH于2019年创立，旨
在改变Mato Grosso州牲畜的生产和营销动态，包
括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培训，以及在土
地权属和环境规范化方面为小牧场主提供支持。

Roncador 农场
Bradesco和 
&Green

Bradesco和&Green fund向创新商业模式提供贷款，
为农民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养牛融资
 (<1年)描述 提高产量 股权投资长期（3到10年）

收购 转型

表 2 • 巴西现有 DCF 养牛机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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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第五大农场Roncador的案例
很有启发性。Roncador在2000年
就完全停止了森林砍伐，在农场一
半的土地上开展集约化生产，在另
一半土地上进行森林保护。开展集
约化生产5年后，农场的现金收入
就增长了3.6倍，集约化土地在10

年内提供的粮食是之前土地的41

倍。2020年，Roncador从&Green

获得了8年期1000万美元贷款，年
利率为2.95%；从Bradesco获得了
6年期1.5亿巴西雷亚尔贷款。农场
将利用这些贷款恢复退化的牧场，
到2026年将现有土地上的牛肉和大
豆产量增加60%，并恢复更多的森
林。&Green条款还要求供应商推
行零毁林和不开采政策。37  

虽然巴西大多数农场的规模都远远
小于Roncador，但可持续集约化
生产的基本方法适用于亚马逊和塞
拉多的全部农场。

亚马逊可持续养牛业(PECSA)是
可持续养牛投资的另一个可行的商
业解决方案。PECSA是一家养牛
技术援助和管理公司，由Instituto 

Centro de Vida（ICV）在2015年
创建，并得到了Altheia气候基金
的投资支持。该公司致力于恢复退
化的牧场，使其实现高产、盈利和
零森林砍伐。PECSA为亚马逊地
区的牧场主发展可持续牛肉生产提
供技术、资金和市场。过去几年， 

PECSA的合作牧场采用成熟的生
产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包括：(1)生产率提高，是区域平
均水平的5至7倍；  

(2) 质量提高，牧场牲畜有资格参
与保价计划；(3) 成本降低，毛利
率上升。此外，该公司的商业模式
要求遵循严格的环境标准，并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 38。

2021年，TNC发布了《亚马逊和
塞拉多地区可持续发展集约化养牛
业的贷款和投资环境框架》，旨在
指导贷款人和投资者成功扩大环境
融资项目，或根据DCF方法调整
现有产品。该框架概述了本区域可
持续发展集约化生产的商业案例，
并为DCF融资机制提供环境要求
和监测方法39。

38   Pecsa - Pecuária Sustentável da Amazônia. 
https://pecsa.com.br/

39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1.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for Lend- ing and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cattle 
ranching in the Amazon and Cerrado.” 2021. 
https://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 
nature/en/documents/brasil/tnc-environmentalfra
meworkcattle.pdf

37   And Green Fund. 
https://www.andgreen.fund/portfolio-ronc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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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在阿根廷大查
        科发展可持续大豆
        种植中的作用

阿根廷大查科17%的土地（1200

万公顷）目前用于农业和畜牧业。
根据现行法律，还有1600万公顷
的森林可以合法砍伐。40大豆是该
地区种植最多的作物，通常与玉米
和小麦等作物轮作种植。阿根廷大
查科的生产力落后于该国其他地
区，大豆产量比过去10个收获季
节的全国平均水平低19%。41

阿根廷大查科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
土地，尤其是退化的牧场。遥感分
析显示，69%的现有牧场（700万
公顷）出现中度至重度退化。42恢
复低产牧场用于大豆种植可以将农
业种植与森林保护结合起来。如果
有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激励措施，农
民可以在牧场扩大种植，提高产
量，同时保护森林，尊重小牧场主
和当地社区的土地所有权。

金融机构为阿根廷的生产者提供资
金支持，但发挥的作用远不及巴
西、美国和其它农业国家43。生产
者可以从多种途径获取运营资金，
而在投资资金方面，他们主要依靠
自己，却较少依靠公共银行。一般
来说，融资水平和成本高低不同，
这取决于生产商的经营状况以及贷
款组织的法律类型和规模。

通常情况下，阿根廷大查科地区的
银行融资比例低于潘帕斯地区，而
价值链参与者（即贸易商和投入公
司）的融资比例较高。贸易商的融
资率和银行的融资率一样，随国民
经济周期的演进而不断变化。

零毁林业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竞争
力的一个因素，以及阿根廷大查科
成为特别的关注焦点，是一种相对
较新的现象，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
变得更加重要。2018年，18家银
行签署了《阿根廷银行业可持续金
融协议》，旨在促进和推动“实施
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化发展
的最佳国际实践和政策，力争早日
实现可持续发展” 44。

40   TNC based on Mapbiomas. 2019.

41   TNC based on Consorcio Regional de 
Experimentación Agrícola and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Ganaderia y Produción, 2019.

42   INTA. 2021. Cartografia del estado de 
degradación de las pasturas

del Gran Chaco Americano.

43   Arriazu Macroanalistas. 2017. Analysis of 
financial flows for beef and soy production and 
value chains in the Chaco Region

44   https://www.idbinvest.org/en/news-me-
dia/idb-invest-promotes-sus- tainable-fi-
nance-protocol-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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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eterson咨询公司的支持下，
TNC和CIARA/CEC45在2019年创
建了Visión Sectorial del Gran Chaco 

Argentino（ViSeC）平台。ViSeC

汇集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加工者
和贸易商，探讨共同关注的问题，
促进行动实施，为可持续发展保驾
护航。ViSeC致力于降低环境影
响，重点关注阿根廷大查科的森林
砍伐和其他形式的土地利用变化态
势。其使命是发展成为鼓励集体行
动的领先平台，打造有竞争力、对
社会和环境负责、经济可行且透明
的价值链，推动阿根廷大豆成为当
地和全球认可的可持续产品。

通过价值链参与者和金融机构，推
广DCF融资工具和激励措施，是
实现向可持续农业生产转变以及实
施《可持续金融协议》和ViSeC等
行业倡议的一项必要行动。查科需
要资金支持的可持续生产模式包括
在已开垦的牧场上扩大大豆和农业
生产，使产量达到国家生产力水
平，实施再生实践，提升土壤质
量、产量和恢复力。

支持这些商业模式的金融方案包
括低成本作物融资，更好地匹配
投资经济回收期的长期贷款（不
包括传统的一年期贷款），以及
帮助农民管理气候和经济风险的
风险分担机制。

低息作物融资贷款是可行的金融创
新机制，可用于鼓励DCF模式下
的生产实践46。另一种可行模式是
与大豆相关的贷款⸺一种按照大
豆或多种农产品销售吨数发放的期
限较长（超过5年）且利率较低的
信贷额度。对生产者来说，这类信
贷的好处是，其产品（谷物）承保
了债务，降低了汇率失真和谷价波
动产生的风险，同时还可以利用多
种风险分担机制（如作物保险或气
候风险对冲47）来支持已开垦土地
的作物扩种。

打造促进DCF转型的创新产品需
要解决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与农
业企业和金融部门贸易和监管有关
的政策风险，以及阿根廷的宏观经
济风险。可以通过优惠资本打造担
保基金以及承保国家风险、外汇风
险和技术风险等保险产品的金融工
具，助力DCF转型进程。这些金
融机制多数具备或有义务的法律承
诺，不依赖难以获取的流动资源，
尤其公共实体的流动资源。

ViSeC 致力于降低环境影
响，重点关注阿根廷大查
科的森林砍伐和其他形式
的土地利用变化态势。

©
Juan M

ateo A
berastain

45   CIARA (Cámara de la Industria Aceitera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y

CEC (Centro Exportador de Cereales).

46   GlobalTecnos. 2021. Market and financial 
mechanisms to foster deforestation and 
conversion free (DCF) soy production models in 
the Argentinean Gran Chaco (AGC).

47   GlobalTecnos, 2021. Market and financial 
mechanisms to foster deforestation and 
conversion free (DCF) soy production models in 
the Argentinean Gran Chaco (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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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在巴拉圭大查
        科可持续养牛业中
        的作用

巴拉圭的经济严重依赖养
牛业，牛肉占全国GDP的
12%，占比自2000年以
来增长了一倍多48。

巴拉圭传统上在东部地区饲养牛
群，当东部地区的土地价格因大豆
种植而水涨船高时，养牛业开始转
移到巴拉圭西部的查科地区，许多
牧场主出售东部牧场，搬迁到巴拉
圭大查科地区开垦新的牧场，49在
2009年至2019年，大查科地区的
牛群增长了32%，仅2018-2019年
就增长了6.38%。50巴拉圭大查科
现有牛群超过了660万头。51

目前的贸易和监管局势不利于采购
零毁林土地出产的牛肉。牛肉生产
是巴拉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67%52的牛肉用于出口，占该国总
出口的15%。53俄罗斯是巴拉圭牛
肉的主要进口国，除了卫生管制
（如口蹄疫条例）外，该国对进口
几乎没有强加任何标准。54 

巴拉圭的牛肉出口掌握在几大出口
集团手中，他们没有零毁林承诺或
其他程序来确保牛肉产品符合环境
要求，而且他们亦不关注劳工权利
和土著土地侵占等问题。此外，虽
然巴拉圭林业立法自2004年以来
一直对巴拉圭东部实行零毁林政策
55，但该法案仍然允许巴拉圭西部
查科地区的土地用途转换。估计显
示，巴拉圭大查科地区仍有相当大
面积的森林（接近650万公顷56）
可合法开垦。

由此可见，除了法律要求外，查科
的牧场主需要具体的激励措施来保
护原生植被。可持续的集约化养牛
和农场盈利能力的提高是实现这一
转变的关键所在。巴拉圭的牛肉产
量落后于产量潜能⸺全国平均载
畜率仅为每公顷放养0.58头牛。研
究表明，在查科的阿耶斯总统省，
如果对已开垦牧场加大投资力度，
载畜率可以翻一番。57

Solidaridad荷兰的合众基金会针
对不同查科生态区和不同生产周期
阶段的可持续集约化牛肉生产与传
统模式的潜在回报进行了比较研究
58。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干燥还是
潮湿地区，任何模式下(饲养、育
肥或完整周期)的可持续集约化牛
肉生产都能提高商业回报率。提供
技术援助和足够的融资支持可以帮
助查科牧场主提高养牛载畜率，从
而提高牛肉产量和盈利能力。

巴拉圭大查科

大豆种植
在东部占主导地位

养牛业
正在向有更多原生植被的
西部扩张

巴拉圭滥伐
森林的起源

48   Asociación Rural del Paraguay. 2017. 
“Paraguay y su Sector Cárnico”. 
https://www.arp.org.py/images/Paraguay-y-el-Se
ctor-Carnico.pdf

49   Renshaw, J. 2017. “Análisis Socio Cultural. 
Proyecto de imple-mentación del sistema de 
censo y encuestas agropecuarias”.

50Servicio Nacional de Calidad y Salud Animal. 
2019. “Información pública. Estadística pecuaria 
de Servicio Nacional de Calidad y Salud Animal”.

51Servicio Nacional de Calidad y Salud Animal. 
2020. “Población bovina por categorías y 
departamento”. 
https://www.senacsa.gov.py/application/ 
files/9416/0009/0662/Avances_Estadistica_2020
-02.pdf

52USDA, 2021. Paraguay: Livestock and 
Products annual. 
https://www.fas.usda.gov/data/paraguay-livestoc
k-and-products-annual-6

53   Reporte de Comercio Exterior del Banco 
Central del Paraguay, 2021.

54   USAID. 2017. “Land Rights, Beef 
Commodity Chains, and Deforesta- tion 
Dynamics in the Paraguayan Chaco,”. 
https://www.land-links.org/wp-content/uploads/20
17/06/USAID_Land_Tenure_TGCC_Paraguay_R
isk_ Assessment_June-2017.pdf

55   Solidaridad Network. 2020. “Estado Actual 
de la Carne en Paraguay: senderos sostenibles 
potenciales para la producción baja en carbono

56   Solidaridad Network. 2020. “Estado Actual 
de la Carne en Paraguay: senderos sostenibles 
potenciales para la producción baja en carbono

57   Solidaridad Network. 2020. “Estado Actual 
de la Carne en Paraguay: senderos sostenibles 
potenciales para la producción baja en carbono”.

58   Solidaridad Network. 2020. “Estado Actual 
de la Carne en Paraguay: senderos sostenibles 
potenciales para la producción baja en carb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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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巴拉圭的优质牛肉主要出口
到智利、以色列、中国台湾和巴西
59。然而，欧洲和北美市场对优质
牛肉的需求与日俱增，可能促进
DCF牛肉生产。

融资是牧场主向DCF牛肉生产转
型的重要环节。巴拉圭的金融部门
虽然认识到增加贷款选择对发展可
持续农业至关重要，但是缺乏符合
原则并被农业生产者广泛接受的金
融产品。2012年，金融机构召集
了Mesa de Finanzas Sostenibles

（可持续金融圆桌会议），为社会
和环境风险制定共同标准。60参与
Mesa的银行提供83%的巴拉圭牛
肉行业贷款。Mesa与巴拉圭中央
银 行 合 作 编 写 了 第 8 / 2 0 1 8 号 决
议，该决议是“巴拉圭中央银行监
管 实 体 环 境 和 社 会 风 险 管 理 指
南。” 61Mesa还将继续与巴拉圭中
央银行、环境部和国家森林研究所
联合设计并落实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指导方针和金融产品。

巴拉圭发展DCF产品面临的一个
挑战是，近年来国内经济表现良
好，银行能够提供低息长期（贷款
期最长12年，宽限期最长3年）贷
款，但是，金融创新机制必须与养
牛业转型倡议（包括技术援助和进
入优质出口市场的机会）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农业协会（APAD）就是金融创新
可以整合的行动倡议。APAD由全
国牲畜增长率最高地区的80个生
产者组成。62他们在Bahía Negra区
（位于上巴拉圭省）开展生产，与
其他倡议和联盟携手推动该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他们最近加入了
Alianza para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支持在该地区采用可持续牲畜生产
实践，进入认证可持续牛肉的差异
化市场。 

可行的金融机制还包括共同投资可
持续集约化养牛业，即牧场主和投
资者分享收入，同时捆绑技术援
助，就像我们在介绍巴西章节中提
到的PECSA模式。这种方案侧重
于长期合作、资金支持和技术援
助，对牧场主极富吸引力，有助于
加快向可持续集约化DCF生产的
转型步伐。  

可持续集约化生产模式出
产优质的DCF牛肉，有助
于推动巴拉圭进入高增值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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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Servicio Nacional de Calidad y Salud 
Animal. 2020. “Estadistica Pecuária”. 
https://www.senacsa.gov.py/index.php/informaci
on-publica/ estadistica-pecuaria

60   Mesa de Finanzas Sostenibles. 2019. “Guía 
ambiental y social parael financiamento 
sostenible del sector ganadero”. 
http://www.mfs.org.py/es/wp-content/uploads/201
9/07/guia_ambiental_social_financiamien- 
to_sostenible_version_1.pdf

61   Mesa de Finanzas Sostenibles. 2018 
“Superintendencia de Bancos – Guía para la 
gestión de riesgos ambientales y sociales para 
las entidades reguladas y supervisadas por el 
Banco Central del Paraguay.” http://www. 
mfs.org.py/es/wp-content/uploads/2019/07/Res_
N_8_Acta_N_78_Fe- cha_22112018-1.pdf

62   WWF. 2021. “Delegación de autoridades se 
reunió en el Chaco para conocer la iniciativa de 
producción de carne sostenible de la APAD”. 
https://www.wwf.org.py/?367015/Delega-
cion-de-autoridades-se-reunio- en-el-Chaco-pa-
ra-conocer-la-iniciativa-de-produc-
cion-de-carne-sostenible- de-la-A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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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决方案：
增加投资，推进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
地区牛群养殖和大豆种植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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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人口急剧增长，人类对粮

食的需求不断增加，我们面临生境

丧失、碳排放上升和自然生态恶化

的严峻挑战。巴西的亚马逊和塞拉

多地区以及巴拉圭和阿根廷的查科

地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碳储存库和

主要粮食生产中心，自然成为全球

关注焦点。2019年，巴西是迄今为

止热带地区最大的毁林国家，森林

砍伐面积超过了八个国家的总和63。

金融能够大大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态

势，在不改变生境的前提下通过提

高耕地产量和更好利用已开垦土地

实现增产增收。金融创新产品有助

于保护森林，提高产量，改善亚马

逊、塞拉多和查科地区农民的生

计，给整个供应链的参与者带来效

益（表3）。对金融机构来说，调

整和推广金融创新产品是推动行业

转型的好机会。

I F A C C 倡 议 由 大 自 然 保 护 协 会

（TNC）、热带雨林联盟（TFA）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

合发起，旨在激发创新，为贫穷的

热带地区提供有效的金融解决方

案 ， 进 一 步 遏 制 农 业 碳 排 放 。

IFACC合作伙伴是建立环境融资机

制的全球领导者，已经联合发起了

若干创新融资机制。合作伙伴优势

互补，强强联合，有助于推动农业

贷款产品、农场投资基金、企业债

务工具和资本市场产品等金融机制

的大规模实施。我们在下图介绍了

IFACC支持的金融方案示例。

63   WRI. 2020. We Lost a Football Pitch of 
Primary Rainforest Every 6 Seconds in 2019. 
https://www.wri.org/insights/we-lost-football-pitch-
prima- ry-rainforest-every-6-seconds-2019

农业贷款产品

长期贷款，支持牧
场 恢 复 、 产 量 提
高、可持续集约化
生 产 （ 如 先 正 达 / 
Reverte）

低成本作物融资贷
款，支持不改变原
生 植 被 （ 例 如
RCF）

农场投资基金

股权基金，在DCF

模式下购买和管理
土地，例如在不改
变原生植被的前提
下恢复牧场、提高
产量

企业债务工具

与可持续性挂钩的
贷 款 ， 具 有 符 合
DCF转型要求的有
效透明的绩效指标

绿色债券，收益用
于投资DCF转型

资本市场产品

具有DCF绩效指标
或收益用途的农业
应 收 账 款 证 券 化
（例如Green CRA）

其 他 直 接 投 资 于
DCF转型的资本市
场产品

其他创新机制

捆绑技术援助和融
资以支持农民转型
的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如PECSA）

其他创新型商业和
投资模式

IFACC 支持的金融方案示例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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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CC将提供环境和社会管理支

持，接洽优惠资本集团和其他资本

提供者来获取转型所需的长期耐心

资本，分享关于当前市场形势的最

佳情报以及关于商业案例和影响的

最佳可用数据和研究，从而支持倡

议签署者制定和实施DCF金融方

案。IFACC将担当银行、企业和投

资者在该地区推进金融创新的“首

选”团队。

IFACC制定了一套金融创新产品的

最 低 环 境 和 社 会 期 望 值 ( 附 录

TKTK），适用于上述目标地区和

商品，其中包括不迟于2020年1月

1日的零毁林和土地用途转换参考

日期，以及遵守所有地方和国家法

律，包括森林保护、土地权属、保

护区、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劳动

和工作条件、水资源管理和农药使

用。此外，TNC为巴西的贷款人和

投资者制定了两项指南：  

《塞拉多大豆贷款和投资环境框

架》64和《亚马逊和塞拉多地区可

持续发展集约化养牛业的贷款和投

资环境框架》65，帮助他们成功扩

大环境融资项目，并按照DCF方法

调整现有产品。这些环境框架符合

IFACC制定的最低环境和社会期

望，提供了巴西亚马逊和塞拉多牛

肉和大豆生产现状、商业案例、环

境要求和监测方法的更多细节。 

效益

大豆生产者和养牛牧场主 供应链公司 投资者和贷款人

在遵循可管理的环境要求下，获得
支持扩大种植和养牛业集约化生产
的更好的资本条件

长期进入对DCF大豆、牛肉和皮革
生产环境要求严苛的市场

在减少区域生境改变的同时实现增
产增收

金 融 产 品 连 贯 一 致 ， 降 低 融 资 复
杂性

投 资 提 高 土 地 生 产 力 ， 进 而 提 升
了地产价值

加快落实DCF承诺，获取声誉效益

通过长期合同等途径夯实了与生产
商的关系

加强与日益需要DCF大豆和牛肉的
下游客户的关系

获得为产生积极影响而接受更高风
险和/或更低回报的优惠资本 

获 得 拓 展 金 融 业 务 和 增 加 出 口 销
售的机会

获得新的资金来源，例如来自去风
险基金和开发金融机构的优惠资本

推出新的DCF金融产品，获取新
客户

与促进亚马逊和塞拉多保护相关的
声誉利益；参与“绿色金融”议程

符合环境要求和监测的方法；

有助于执行净零排放和其他气候和
生物多样性承诺有助于执行净零排
放和其他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承诺

能 够 向 不 断 增 长 的 中 国 市 场 供 应
养殖30个月即可出栏的牲畜

64   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
ries/b0a7ce16afa843f- face6ad59635aab8b

65   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
ries/322b0f10495e455788bd2c-15d17c2103

来源：TNC发布的“牛群养殖和大豆种植环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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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塞拉多和查科
金融创新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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