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案例：中国优秀投资者责任的典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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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系列

并有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形象。 该系列旨
在鼓励投资所在地的团体与中国投资者一起建设性地

中国的海外投资活动不断增加，为了应对对外投资过

开展投资活动，并参考这些最佳实践案例。 它还旨在

程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挑战，中国出台了一个指导海

帮助中国当局有效指导中国海外投资活动，实现卓越

外投资的详细监管框架。 本系列案例展示了堪称为典

的环境和社会表现。

范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实施案例，有效地避免了伤害，

概述

目周围的暴力冲突增加，包括当地反对者的死亡，中国
水电退出该项目。由当地公司继续推进该项目。 2016

从2012年到2013年，中国水电计划在洪都拉斯的瓜尔

年，该项目的主要反对者、原住民领导人贝塔卡塞雷斯

卡尔克（Gualcarque）河上建设阿瓜·萨尔卡(Agua

（Berta Cáceres）在她的家中被谋杀，该案件升级为

Zarca)水电项目。 因为事先没有根据国际权利征求当

暴力应对环境维护者的的国际性事件。 通过及时退出

地兰卡（Lenca）原住民人口的意见并取得他们的同

项目，中国水电避免了对公司和中国的重大声誉损害。

意，该项目遭到兰卡原住民的反对。 2013年，由于项

Aqua Zarca project

HONDURAS

Guatemala
Gualcarque Rivier
Tegucigalpa

El Salvador
Nicaragua

阿瓜·萨尔卡(Agua Zarca)在洪都拉斯的位置。 图：世界政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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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中国机构

参与的国际机构

•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 FMO (荷兰发展金融公司)
• Finnfund （芬兰工业合作基金)
• 中美洲经济整合银行 (CABEI)

参与的洪都拉斯机构

• COPRECA （哥斯达黎加承包商）
• 洪都拉斯大众和原住民组织民间委员会(COPINH)
• Desarrollos能源公司（负责水坝工程的DESA公
司）
• 洪都拉斯军队
• 国家警察
• 自然资源与环境秘书处（SERNA）
• 国家电力公司（ENEE）
• 洪都拉斯金融机构S.A.（FICOHSA）

项目介绍
拟在洪都拉斯瓜尔卡尔克（Gualcarque）河上建设的
阿瓜·萨尔卡(Agua Zarca)水电项目是一个相对较小的
水电站：规模约为22MW，建设内容包括一个5米高的
大坝，3公里的运河和隧道以及一座两个足球场大小的
水库（HidroeléctricaAguaZarca网站）。该水电项目
需要6400万美元的投资。
由于施工机械突然运抵现场，当地兰卡（Lenca）
原住民社区一直反对该项目。他们认为瓜尔卡尔克

里奥·布兰科（Río Blanco）社区成员阻止通往项目现场的通道。 图片：El Diario

（Gualcarque）河是神圣的。
该项目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和暴力。在一次和平抗议
活动中，一名当地反对派成员被杀后，中国水电集团退
出该项目。当地土着居民领导人贝塔卡塞雷斯因带领
2015年抵抗大坝的活动而获得享有盛誉的高盛环境奖
时，该项目获得了一些国际关注。2016年3月，贝塔卡
塞雷斯在她的家中被 跟 当地建设公司有关系的男子谋
杀。随后引发了国际抗议（“贝塔卡塞雷斯+谋杀案”在
谷歌上显示出144.000条结果）。最后，该项目的芬兰
和荷兰资助者以及提供涡轮机的公司也退出了。

来自白河社区的成员，他们展示了伪造了他们所谓的同意项目的签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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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展的时间表

1993

洪都拉斯大众和原住民组织民间委员会成立

2006
2008

DESA成立，仅负责该项目推进。

2009
2011

IUCN NL

2013

2013年3月：DESA封闭了通往该河的道路。
2013年4月1日：当地社区开始对施工现场实施封
锁，并持续数月。
2013年4月/ 5月：发生了4次针对社区封锁行为的暴
力驱逐。
2013年5月24日：社区领袖贝塔卡塞雷斯和托马斯
戈麦斯在军事检查站因捏造的罪名被捕。
2013年6月23日：军方恐吓社区成员，将枪口指向
儿童和老人。
2013年6月29日：反对大坝的社区成员遭到砍刀袭
击，并受到社区大坝支持者的严重伤害。
2013年7月2日至4日：国际人权观察代表团（LA
VOZ DE LOS DE ABAJO）访问项目区，并致函中
国水电，呈现了DESA, 警方和军方支持的一系列诬
告，恐吓和暴力的证据。

2011年：初步建设开始。
2011年5月14日：DESA与洪都拉斯国家电力公司(ENEE)
（现为21.7MW）之间签订合同。

2012

2012年11月16日：中国水电与DESA签订合同。

2009年：DEAS参与竞标，在Gualcarque河上建造一个
6兆瓦的项目。
2009年：美洲人权委员会命令洪都拉斯政府为贝塔卡塞
雷斯女士提供保护措施

2010

DESA获得瓜尔卡尔克河14.5兆瓦项目的特许权。

2006年：在Gualcarque河上开始规划四座水坝。
2006年：建筑机械运抵现场。
2006年：地方议会投票反对该项目，并向政府当局和后
来的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投诉，因为没有征求他们的意
见。

2013年7月15日：白河（RÍOBLANCO）社区领袖托
马斯戈麦斯在和平抗议期间被驻扎在DESA后勤总部
内的一名士兵杀害，他的儿子艾伦加西亚受伤。
2013年7月15日：中国水电暂停场地准备活动。
2013年8月24日：中国水电终止与DESA的合同。
2013年9月12日：政府与白河社区“代表”签署了关于
该项目的虚假协议，他们并不代表社区。
2013年9月20日：法院遵循DESA的要求并命令拆除
路障，同时谴责三名社区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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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展的时间表

2016
2017
2018

2018年3月：DESA公司首席执行官因
BertaCáceres谋杀案的知识分子作者被捕。

2015

2016年3月2日：洪都拉斯大众和原住民组织民间委员会
领导人贝塔卡塞雷斯在她的房子里被谋杀，引起了国际社
会的强烈抗议。
2016年3月：谋杀案发生两周后，荷兰发展金融公司，芬兰
工业合作基金暂停向项目支付贷款。
2016年5月：福伊特（涡轮机供应商）宣布他们希望终止参
与该项目。
2016年12月：施工停止

2014

2014年1月8日：国际金融公司确认不再投资于
DESA。
2014年3月5日：针对当地反对派领导人及其家人的
谋杀案。
2014年4月6日：对大坝反对者的袭击导致里奥布兰
科两人死亡。

2015年4月20日：贝塔卡塞雷斯因其保卫河流的工作
并迫使中国水电退出该项目而获得高盛环境奖。
2015年10月：在项目修改后，在河的（对面）西侧
开始施工，以便节省原有的农田。对河流的影响仍然
存在。

2017年7月11日：施工暂停。
2017年7月14日：美国国家组织（美洲组织）洪都拉
斯反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MACCIH）宣布调查该项
目和经社部滥用权力，欺诈和可能的洗钱活动。
2017年10月29日：独立律师就谋杀案的知识分子作
者提交报告，指责项目的资助者支持消除对项目的任
何反对的策略。

政策相关性

依靠政府信息

回应社区的反对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洪都拉斯政府显然不是可靠的信息来
源。 不幸的是，诸如土着人民权利（UNDRIP）等国

当地社区反对一个项目时，投资者应密切关注。 如果

际公约的执行在许多国家都落后了。 它们仍具有约束

不设立促进这种沟通的专门机制，中国机构成为将继续

力。 当一家公司被当地政府的承诺所诱惑，违反了东

留下“黑箱操作”的印象。 沟通应该在公司和当地社区

道国的法律，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这是一个严重的

之间自由开展。应认真对待当地的关切。

风险，应通过寻找其他信息来源（例如非政府组织，学
术界）来规避风险，而不依赖于当地项目的推动者提供

腐败

的信息。

洪都拉斯受到腐败的困扰。 在这种情况下运作需要以

取消项目是最佳选择

非常谨慎的方式进行。 在Agua Zarca项目的情况下，
执行公司（DESA）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受了一系列犯罪

在像Agua Zarca这样的案例中，完全退出项目是最好

的调查，包括腐败，谋杀等。应根据完整的信息和正确

的方式 - 而且越快越好。 中国水电是一家庞大的公

行为的记录选择当地合作伙伴。 但在DESA案例中，显

司，在许多国家拥有许多项目。 只有一个小而有争议

然不是这样。

的项目可能会破坏声誉，因为有许多力量试图诋毁中国
的努力，并使用一些的例子误导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常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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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 建立独立的申诉/投诉机制，独立于地方/国家政
府的影响力。
• 在大使馆通过投资/合同审批之前，应遵守所有相
关的国家和国际法律义务，如免费，事先和知情
同意部分的尽职调查。
• 要求对业务合作伙伴的业绩记录进行背景调查，
其中包括腐败和侵犯人权的指控。

贝塔卡塞雷斯被谋杀后的国际抗议活动。

IUCN NL

5

3 • 洪都拉斯瓜尔卡尔克河水电项目, 洪都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