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FC 指南
PEFC程序文件

PEFC GD 1002:2008
公告2
2010-02-04

PEFC 会员的接纳

PEFC 理事会
World Trade Center 1, 10 Route de l’Aéroport
CH-1215 Geneva, Switzerland
Tel: +41 (0)22 799 45 40, Fax: +41 (0)22 799 45 50
E-mail: info@pefc.org, Web: www.pefc.org

©PEFC 理事会 2008

版权声明
©PEFC 理事会 2008
PEFC 理事会对此 PEFC 理事会文件拥有版权，并受法律保护。此文件可由 PEFC
理事会官方网站或依据要求免费提供。
未经 PEFC 理事会许可，不可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对版权涵盖的文件部分进行更
改或修订、转载或复制，使其应用于商业目的。
文件唯一的官方版本是英文。文件翻译可由 PEFC 理事会或 PEFC 国家管理机构提
供。如有任何歧义，以英文版本为准。

文件名称：PEFC 会员的接纳
文件标题：PEFC GD 1002：2008，公告 2
批准方：PEFC 董事会 日期：2010-02-04
发表日期：2010-02-04
生效日期：2010-02-04
PEFC GD 1002:2008, 公告 2

2

©PEFC 理事会 2008

前言
PEFC 理事会（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是通过森林认证和在林产品上加贴标识
的方式推广可持续森林管理的世界组织。附有 PEFC 声明和/或标识的产品向客
户传递原材料来源于可持续管理森林的信心。
PEFC 理事会提供对国家森林认证体系的认可，国家森林认证体系须与 PEFC 理
事会要求一致，并定期进行评估。
本文件取消并替代 PEFC 理事会内部指南 GLI 3/2003《PEFC 理事会新成员申请
清单》和 GL 4/2008《PEFC 会员费的计算方法》。本文件于2008年10月30日（公
布1）获得PEFC董事会通过，并于2010年2月4日通过修订（公布2）。

介绍
PEFC 理事会是一个非赢利的组织，由代表 PEFC 国家管理机构的成员组成，开
发并管理森林认证体系以及在国际级别工作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PEFC 理事会的入会制度和管理结构支持 PEFC 理事会的目标，从而使国家和地
方级别的利益相关者制定和管理他们自己的体系。同时，PEFC 理事会还为在国
际级别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机会，参与 PEFC 理事会的工作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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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涵盖了在 PEFC 理事会章程中规定的对 PEFC 国家管理机构和国际组织以
及 PEFC 理事会会员资格的要求，并概述了相关程序，使其组织成为：
a) PEFC 国家管理机构，
b) 利益相关方会员。
本文件也适用于由现有PEFC理事会会员资格向另一机构会员资格的变化或转变。

2 规范参考
为应用本文件，以下参考文件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标注日期还是未标注日期的
参考，都采用参考文件（包括任何修改）的最新版本。
PEFC 理事会章程
PEFC 理事会技术文件

3 PEFC 会员资格所应具备的条件
3.1PEFC 国家管理机构
PEFC 国家管理机构的国家候选组织应：
a)
b)
c)
d)
e)
f)

是法律实体（PEFC 理事会技术文件，3.2）
有自己的章程，并且不与 PEFC 理事会章程矛盾（PEFC 理事会技术文件 3.2）
在其目标中包括在本国实施 PEFC 体系（PEFC 理事会章程，Art. 3 A 1）
已做出承诺遵循 PEFC 理事会原则和要求（PEFC 理事会章程，Art.3.2）
支持国家林场主组织或国家森林组织（PEFC 理事会章程，Art. 3 A 1）。
为参与的利益方提供公平、持续和恰当的可能性，从而对组织的决策起到应有的作用。

3.2 PEFC国际利益相关方会员
成为 PEFC国际利益相关方会员的候选组织应：
a) 在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国家操作经营，或已注册成为一个国际组织（PEFC 理
事会章程，Art. 3 B 2）
b) 由2个 PEFC 理事会现有会员推荐（PEFC理事会章程，Art.3 B 3 i）
。
c) 做出承诺支持 PEFC 理事会原则（PEFC 理事会章程，Art. 3 B 3 iv）
。
d) 已做出声明：该组织不会故意违反 PEFC 理事会关于适用于该组织的认证和
相关程序的要求（PEFC 理事会章程，Art. 3 B 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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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纳为 PEFC 会员的程序
申请方向 PEFC 理事会递交完整的申请表格和相关
文件

PEFC 理事会总干事评估申请

PEFC 理事会董事会向会员大会就是否接受申请提
出建议

PEFC 理事会会员大会决定是否接纳使其成为会员

PEFC GD 1002:2008, 公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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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请 PEFC 国家管理机构会员
（此申请应使用挂号信提交）

I.

候选组织的身份证明资料

组织名称
组织代表
街道，号码
地址

城市

邮编：

国家
指定联络人
电话

传真

E-mail

Http

II. 申请进程所需的信息及文件
组织的目标（如在章程或其他文件形式中明确规定的）

组织活动的区域范围（如在章程或其他文件形式中明确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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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创立的信息（包括支持国家林场主组织或国家森林组织的信息）

申请程序所需文件
□ 证实该组织已正式注册为一个法律实体的文件
□ 组织成员的清单（如可提供）
□ 组织章程（提供英语，或经具有资格的专业翻译审核过的英文翻译文本）

III. 承诺：
我特此确认：
-

我已阅读了 PEFC 理事会原则和规章，并接受其规定，

-

在本国实施 PEFC 体系是该组织的目标之一，并且承诺遵循所有的 PEFC 理
事会原则和适合该组织的规章制度，

-

在此申请中的数据，无须经该组织同意，可由 PFEC 理事会向第三方提供。
上述信息完整真实

申请方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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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 PEFC国际利益相关方会员
（此申请应使用挂号信提交）

I.

候选组织的身份证明资料

组织名称
组织代表
街道，号码
地址

城市

邮编：

国家
指定联络人
电话

传真：

E-mail

Http:

II. 申请进程所需的信息及文件
组织的目标（如在章程或其他文件形式中明确规定的）

组织活动的区域范围（如在章程或其他文件形式中明确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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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状况的信息（在以下类别中，只可选一项）
营利性

年营业额<1500 万瑞士法郎
年营业额在 1500 万瑞士法郎和 1 亿 5000 万瑞士法郎之间
年营业额在 1 亿 5000 万瑞士法郎和 7 亿 5000 万瑞士法郎之间
年营业额在 7 亿 5000 万瑞士法郎以上
1 到 100 名雇员
101 到 200 名雇员
201 名雇员以上

非营利性

申请程序所需文件
□
□
□
□

III.

证明去年营业额的文件（仅营利组织）
证明员工人数的文件（仅非营利组织）
证明有 2 个 PEFC 理事会会员支持该组织加入会籍的文件
证明该组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操作经营，或已注册为一个国际组织

承诺

我特此确认：
-

我已阅读了 PEFC 理事会原则和规章，并接受其规定，

-

组织支持 PEFC 理事会的原则，并承诺遵循所有 PEFC 原则和适用于该组织
的规章

-

该组织不会故意违反 PEFC 理事会关于适用于该组织的认证和相关程序的要
求

-

在此申请中的数据，无须经该组织同意，可由 PFEC 理事会向第三方提供。

-

在此申请中的数据是完整并真实的。

申请方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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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PEFC 国家管理机构会费的结构
PEFC 会费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根据会员国每年的总收入上缴的会费
第二部分：根据认证机构的税款上缴的开发费
第一部分：PEFC 会费
根据官方 UNECE/FAO 统计资料所计算出的会员国家最近三年圆木产量的波动
平均值计算会费。这就决定了会员是属于哪个会费级别，详见如下表格：
会员类别

圆木年产量

很小

0 – 5 百万立方米

较小

5 – 10 百万立方米

中等

10 – 30 百万立方米

较大

30 – 100 百万立方米

很大

100 百万立方米以上

作为 PEFC 理事会年度预算的一部分，每个会员类别的会费数额由会员大会决
定。
在特殊情况下，会员大会可以根据董事会的建议减免会费。PEFC 董事会在逐个
审核的基础上连同年度预算的准备，考虑会员的申请。由于董事会在每年六月份
计划下一年的预算，所以在预算年度前一年的 4 月 30 日之前，由 PEFC 国家管
理机构以书面形式递交、并说明减免理由的申请才会给予考虑。
第二部分：开发费
开发费是以按照 PEFC 认可的认证体系和/或 PEFC 产销监管链标准（PEFC 理事
会附件 4）认证的组织所交纳的税收为依据，并根据在相关体系/PEFC 国家管理
机构管辖下的认证面积和产销监管链认证的数量计算，详见如下表格：

PEFC 开发费（每年）
森林管理认证

x (CHF) 每公顷的认证森林

产销监管链认证

y (CHF) 每个产销监管链认证

用以下公式计算每个 PEFC 国家管理机构的开发费：

PEFC GD 1002:2008, 公告 2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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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total = (CA total * x) + (N * y)
在公式里：DF total 是每个PEFC国家管理机构的PEFC理事会开发费，CA total 是该
PEFC国家管理机构管辖的PEFC认可体系的总认证面积，N是产销监管链认证的
数量。
关于当年六月份 PEFC 认证的有效数据可用于计算下一年的 PEFC 国家管理机构
的开发费。
每一认证森林面积（x）和每一产销监管链认证（y）的开发费金额（CHF）作为
PEFC 理事会每年的预算，由会员大会决定。
会费减免
在特殊情况下，PEFC 董事会可以在国家管理机构递交书面申请后对 PEFC 会费予以减免。PEFC
会费由其全球大会作为 PEFC 运营年度预算予以决定。书面申请应包括如下事项：
a)
b)
c)
d)

所申请会费减免级别，
会费减免原因，
所申请会费减免年份 PEFC 国家管理机构的年度预算，
PEFC 国家管理机构 5 年期预算计划。

满足如下条件后，PEFC 董事会可以就相应的会费减免予以减免：
a) 所提交的申请完整，
b) 申请的拒绝将可能导致 PEFC 国家管理机构其会员资格及 PEFC 体系有效发展和/或管理权的
免除，
c) 所提交的 5 年预算计划应向 PEFC 委员会提供在 PEFC 国家管理机构能够在今后履行其财务
义务上足够的信心。
PEFC 会费减免事宜应作为 PEFC 委员会账户的一部分与 PEFC 委员会大会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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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利益相关者论坛会员所需交纳会费的结构
国际利益相关方会员所需交纳会费设有以下分类：
营利性

非营利性

年营业额<1500 万瑞士法郎
年营业额在 1500 万瑞士法郎和 1 亿 5000 万瑞士法郎之间
年营业额在 1 亿 5000 万瑞士法郎和 7 亿 5000 万瑞士法郎之间
年营业额在 7 亿 5000 万瑞士法郎以上
1 到 100 名雇员
101 到 200 名雇员
201 名雇员以上

每一分类的会费金额由 PEFC 会员大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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