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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森林的可持续
经营管理联结社会

宗

旨

我们的愿景
一个人们以可持续的方式经营管理森林的世界。
我们的使命
给予社会关于可持续经营管理森林的信心。
我们的目标
通过对各国家认证体系的认可，PEFC激励并促使进行森林可持续
经营管理，并为市场提供此类林产品。

关于PEFC委员会
PEFC委员会（森林认证
体系认可计划）是一个非营
利的，非政府的国际组织，
其不断致力于通过独立的第
三方认证来促进森林的可持
续经营与管理（SFM）。

PEFC的工作贯穿于整个森林
产品供应链条，目的是推广森林
经营的良好实践及确保木材及非
木质林产品在尊重生态、社会、
道德的高标准的前提下获得或产
出。得益于其所采用的标签系
统，消费者可以藉此辨别来源于
可持续经营森林的产品。
PEFC是一家联盟组织，其主
要从事对由感兴趣的各利益相关
方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的国家森林

认证体系的认可工作，以适应当
地的优先发展需要。
PEFC已经互认了全球约三十
个国家的森林认证体系，这些体
系认证的森林面积达两亿三千万
公顷，因此使得PEFC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森林认证体系。
PEFC一向致力于保护森林及其宝
贵的生态多样性体系，并不断给予那
些依赖于森林工作、生活的社区和家
庭大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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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PEFC委员会主席
及总干事的一封信
随着21世纪伊始的十年
已经结束，PEFC自成立也已
十年有余，我们深感现在应
该对PEFC这十年间所做的工
作进行一下回顾。我们自问
这个组织在这十年中作到了
什么，答案便是成就颇丰，
硕果累累！
PEFC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森林认证体系，认证森
林面积已达2亿3千多万公顷，这
一认证面积将继续扩大。随着越
来越多的国家森林认证体系寻求
PEFC的认可，同时，更多的企业
通过了产销监管链认证，藉此标
注PEFC标识的认证产品的数量也
较以前有大幅增长。
这些就是我们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然而，如其他组织一样，
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就。纵
观世界范围内对森林日趋增多的
挑战，这一点就尤为肯定了。目
前对森林的挑战涉及气候变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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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人口增长、城镇化、土
地用途的转化、对木材及木制品
日趋增长的需求及全球贸易。
尽管森林认证工作取得了
巨大成就，但目前世界上仅有9%
的森林面积获得了认证，其中的
90%分布于欧洲及北美。同样，尽
管世界范围内的扶贫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但是随着人口的不
断增长，实际上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数量仍然很多，贫困已
成为导致森林退化及非法砍伐的
主要原因。这一情况在迅速发展
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变得进一步复
杂，迄今为止，在那些国家土地
所有权或使用权仍然不很明确，
有待发展，以致保护效力微弱。
开展认证工作是有效改善生计，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帮助人们
摆脱贫困的机制。
因此，PEFC已决定通过更
新其可持续性基准及核心标准
来明确和加强现有的认证要
求，并且对社会事务给予更大
的关注，一系列更新的认证标

准 文 件 已 在 2 0 1 0 年 1 1 月 召开的
全球会员大会上予以通过。
与此同时，我们已采取积极
措施将PEFC森林认证拓展到那些
森林认证还是新生事物或是处于
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努
力已在2010年我们开展的诸多项
目中有所反映。您可以在随后的
部分了解到这些项目及其他倡议
活动的内容。
在此我们要向您对PEFC一如
既往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随
着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我
们期待着与您更加深入的合作。

William Street

Ben Gunneberg

2010年工作回顾
对于PEFC来讲，2010年在方
方面面可谓是“社会年”。PEFC
所开展的活动旨在确保对社会事
务愈加关注并且更广泛地在可持
续森林经营活动中包容先前处于
不利地位或失去权利保障的利益
相关方。此外PEFC通过汲取过往
的经验教训来积极调整可持续发
展三大支柱间的平衡—环境保
护、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
2010年PEFC着手开展标准修
订这一重要工作以拓展标准范围
并在这些标准文件中更加充分地
融入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包括标
准制定要求、团体认证要求、可
持续森林经营要求和产销监管链
标准在内的这四个标准文件已经
过了修订，并在2010年11月所召
开的全球会员大会上予以通过。

在这一年里，PEFC也见证
了推广工作的大幅进展，其中一
部分推广活动伴随咨询与对话作
为标准修订过程的组成部分而进
行。同样地，这些推广活动也尝
试为森林认证工作注入新的动
力，促进其不断向前发展。这些
活动的开展最终促使PEFC全球会
员大会通过了《里约森林认证宣
言》这一概括森林认证框架条件
的新文件。
最后，在这一年中，一些新
项目执行情况也得到了发展和加
强。在下文中对这些及其他PEFC
所开展的活动进行了简要的介
绍。

PEFC继续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认证体系。2009年到2010
年1年间，PEFC认证森林面积
增长了2.7%（610万公顷），
目前已超过两亿两千九百六十
万公顷。其中增长最快的区域
是欧洲（增长920万公顷）、
澳大利亚（280万公顷）及马
来西亚（420万公顷）。

PEFC产销监管链证书
数量增长了24.7%。这一增
长速度与前一年持平，继续
显示出市场对PEFC认证产品
的不断需求。其中亚洲占据
产销监管链增长排行表榜
首（98%），其后是北美洲
（24%）和欧洲（20%）。

完整统计数据请参见：

http://register.pefc.cz/statistics.asp

截止至2010年12月31
日，PEFC委员会拥有49个会
员，其中包括有35个国家会
员，7个国际利益相关方会
员及7个特别会员。
会员完整列表请参见：
www.pefc.org/about-pefc/
membership

完整统计数据请参见：

http://register.pefc.cz/statistic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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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
联结社会
在2010年社会、社会事
务及在森林经营中愈加增长
的社会参与已成为PEFC的首
要议程。其努力通过修订、
更新可持续性基准来更加广
泛地将利益相关方及社会事
务融入到标准中去。这些修
订反映了近年来在森林可持
续经营中所出现的良好实践
预期与理解的不断变化，并
且试图确保森林可持续经营
活动中环境、经济、社会因
素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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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务是可持续森林经
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
别是在南半球，在那里众多人
的生计问题依赖于林产品的供
给及林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森
林经营缓解贫困的潜力也是巨
大的。
世界上大多数脆弱森林都位
于南半球，同时那里的森林认证
也最不发达。通过更加关注社会
事务并强调利益相关方在森林认
证中的作用，旨在加强对脆弱森
林的可持续经营并且保障那些直
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森林生存的人
们的生计问题。

PEFC标准的修订是一个广
泛征询且兼容并包的过程。修订
过程由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工作组
领导，通过召开研讨会、专家会
议、网络研讨会和对话（包括在
瑞士和马来西亚举办的两次利益
相关方对话）的方式进行。这两
次对话是遵循2009年组织召开的
第一届利益相关方会议的形式而
进行的，2009年的这次对话获得
了广泛关注和兴趣。

国际基准确保森林经营的可持续性
PEFC可持续性基准

为了获得PEFC的认可，国
家森林认证体系应符合PEFC可持
续性基准的要求，该基准融合了
一系列国际认可的原则、要求与
标准，对国家森林认证体系的基
本要素予以界定，为PEFC体系的
执行奠定基础。基准包括可持续
森林经营标准、针对标准制定过
程、团体认证、产销监管链认证
及标识使用的要求。上述标准已
在2009年到2010年中进行了修订。

修订工作通过多利益相关
方参与、基于共识并与各方协商
的方式进行，所涉及的各利益方
包括森林所有人、环境团体、工
会、原住民、科学界、产业界及
消费者。
更多信息：
www.pefc.org/standards/nationalstandards

森林可持续经营（SFM）

标准涉及如下要求：

PEFC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标
准以一系列全球范围内认可的原
则、方针、标准为依据，这些原
则、方针、标准由国际及政府
间机构制定。这些机构包括有森
林欧洲（以前为欧洲森林部长级
会议－MCPEE）、国际热带木材组
织（ITTO）、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非洲木材组织（ATO）
。

• 对自由、事先知情同意
（FPIC）的认可；

根植于广泛认可的政府间进
程，新标准进一步明确并界定了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主要方面。该
标准也包括了有关联合国原著民
权益宣言及国际劳工组织169公约
（原著民及部落民）的相关参考
信息。

• 鼓励地区就业；

• 与当地人及利益相关方协
商的条款；
• 尊重所有权、土地保有权
及传统权益；

• 保护生态林地；

PEFC是首个要求尊重国际劳
工组织核心公约的国际森林认证
标准。通过扩展其范围、为诸如
原著民、部落民群体等特定利益
相关方制定特别条款，并对社会
及当地社区有潜在影响的诸多问
题加以考虑，PEFC标准目前已成
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且最具
包容性的森林认证标准。

• 禁用危害化学品；

更多信息： www.pefc.org/standards/

• 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 持续关注职业健康与安全；

• 禁止林地转化；

• 禁止培植转基因树木；

sustainable-forest-management

• 排斥通过天然林转换建立的
人工林的认证；
• 符合所有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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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过程
森林可持续经营这个概念本
质上是全球性的，但是其执行却
是地区性的。因此它势必要符合
特定国家当地森林生态体系的需
求及其法律行政框架及社会文化
背景。
同时，旨在获得PEFC认可的
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必须由当地
的利益相关方予以制定。
PEFC是唯一要求全部标准
通过在国家层次上感兴趣的利益
相关方公开参与和达成共识并决
策的过程而得以独立制定的认证
体系，以确保标准符合地区及相
关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同时通过
PEFC认可过程以符合国际基准的
要求。
在国家层次进行的标准制
定过程所应符合的要求已在单独
的标准中予以界定，该标准已在
2009年到2010年进行了修订。

已修订的PEFC标准制定要
求包括了涉及关键、处于不利地
位利益相关方的改进措施。特别
地，该修订文件认可了由联合国
环境发展大会（UNCED）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CSD）21号议程所界定
的九大团体，他们是森林经营活
动中所涉及或关注的利益相关方
团体。

九大CSD团体包括：
1．工商界
2．儿童与青年
3．林主
4．原著民
5．当地政府
6．非政府组织
7．科学与技术界
8．妇女
9．工会及工人组织

得益于修订工作，PEFC针对
标准制定过程的要求位列最具包
容及平衡性世界森林认证体系之
列。
更多信息： www.pefc.org/standards/
national-standards/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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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认证（同“地区认证”）
森林的所有权对森林可持续
经营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全球
大部分的森林资源属于国有，但
是其中的25%的森林资源由家庭、
社区及原著民进行经营管理，并
处于全球重要的森林区域，因此
常被认为对促进可持续森林经营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规模，有时是片状的森
林拥有形式常常对森林认证工作
的开展形成障碍，特别是在林
主、经理人缺乏接受第三方审核
的能力和资源的区域尤为如此。
针对这一原因，PEFC已引进并普
及了团体认证的概念。通过此种
机制，同一区域的各个林主或经
理人可以作为团体实体在符合相
应的标准和基准后就可获得团体
证书。

PEFC已对团体认证的要求
进行了修订，将先前分离的“团
体”及“地区”认证方式合二为
一以进一步明确森林经营活动中
团体实体及团体参与者的职责与
要求。
更多信息： www.pefc.org/standards/
sustainable-forest-management/approachesto-certification

团体认证凭借可以将认证成
本在各个林主和经理人进行分摊
的优势，促使团体各个成员参与
认证，并符合可持续森林经营的
最高标准及最佳实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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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监管链认证
产销监管链能够从森林到
消费终端通过生产、流通环节对
认证产品予以追溯，并使生产者
及销售商确保其商品中的木材来
源，此外PEFC标签可以加贴在认
证产品上，用于产品营销。
传统意义上，产销监管链认
证已成为一个管理工具，其旨在
描述公司间的认证原料流及所需
的配套文件并且为相关负责人提
供用于执行并维护产销监管链所
需的技能。
产销监管链标准已经通过修
订，旨在将过去十年间全球数以
千计公司执行产销监管链要求所
获得的经验教训融入进其间。此
外，标准中的一些部分已进行了
精简以提高执行效率。有关处理
再生材料的条款进行了更新以更
好地反映产业实际情况，并且基
于项目的产销监管链执行方式也
已融入进新修订的标准。

至关重要地是新修订的标
准已内在地融入了针对社会、健
康、安全标准的要求，其基于国
际劳工组织工作重要原则与权益
宣言（1988）。随着上述标准要
求的加入，PEFC已经将森林认证
推进到了新的水平。这些社会要
求为消费者及采购者提供了额外
的信心以确保供应链上企业内部
的工人的基本权益予以尊重。
纵观PEFC在森林可持续经营
中促进社会权益保护的历史，现
在我们会不足为奇地发现PEFC已
成为当今全球第一个积极回应日
益提高工人权益需求的森林认证
体系。
为了获得产销监管链认证，
组织需要确保：
• 工人自由结社、选择代表、与
雇主进行集体协商的权益；
• 不得出现强迫劳动的情况；
• 不得雇佣低于法定工作年龄
（15岁）或处于接受义务教育
年龄的童工；
• 给予工人平等的就业机会及权益；
• 工作条件不应危害安全或健康。

8

此外，PEFC通过对其尽职调
查体系（DDS）的临时更新加强了
标准的要求，该尽职调查系统预
计于2011/2012年度将进行一次全
面修订。
更多信息： www.pefc.org/standards/
chain-of-custody

PEFC标识使用

23

PEFC标识与标签现已成为全
球认可的商标，藉此协助企业、
消费者、林主/森林管理人及其他
利益相关方辨别与推广源自可持
续经营森林的原料与林产品。
通过使用标签与标识企业
及林主可以展示其对践行可持续
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吸
引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建设的消
费者的关注，促进对源自PEFC认
证森林产品的需求的增长并扩大
可持续森林经营的参与度与影响
力。
PEFC标识/标签使用的要求
已经依据产销监管链标准的变化
予以了更新。PEFC仍是全球范
围内唯一要求贴标产品中最少
含有70%认证材料的森林认证体
系。PEFC目前正在积极开展调研
工作以期将这一含量限值提高到
100%，以此将非认证材料从贴标
产品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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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FC计划就下列问题开展调
查，以实现既定目标：
1．目前限制PEFC认证产品达到含
有100%认证材料现存的或潜在
的供应链局限性；
2．如何解决这些局限；
3．有关贴标产品认证及非认证原
材料需求面要求；
4．根据调查结果制定适当的行
动与措施以逐步促成上述目
标的实现。
更多信息： www.pefc.org/standards/
log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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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发展
在2010年PEFC开发了众
多新项目，进而力争在2011
年全面实施这些项目。PEFC
项目旨在提升森林认证的社
会认知度，并计划将过往项
目开发所积累的经验与成果
复制并拓展到世界的其他地
方。在2011年，PEFC将集中
力量推进一系列新项目的实
施工作，藉此在全球范围内
鼓励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并
提升森林认证工作的水平。
目前亟待将PEFC认证的覆盖
范围扩展，尤其有必要将其
拓展到目前尚未开展认证的
地区或是那些缺乏保护当地
森林资源及地区居民生计立
法或立法未能履行的地区。
总的来说，PEFC项目方式分
为如下三个类别：推广、合
作、合伙。

推广
推广活动旨在提升森林认
证的社会认知度并促进尚未制定
认证标准或是标准处于制定或初
始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森林认证工
作的发展。推广倡议独特地得以
开展，藉此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
内推进PEFC认证的开展—产销
监管链认证，森林认证或二者兼
具。
亚洲推广工作

PEFC在亚洲的推广工作始于
2005年，旨在提升PEFC认证的社
会认知度，特别是针对中国及日
本两个区域通过各自不断增长的
产销监管链认证数量来实现这一
目标。目前，已在北京及东京设
立PEFC推广办公室。对于目前亚
洲木材的进口量及其巨大的国际
市场木材出口量来说，不断拓展
这两个国家的PEFC认证覆盖度将
势必对PEFC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
俄罗斯推广工作

通过与PEFC俄罗斯国家会员
的合作，推广工作旨在促进产销
监管链认证及森林管理认证在其
国内的社会认知度。俄罗斯联邦
拥有广袤的森林覆盖面积，为国
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及木纤
维，因此其已成为促进PEFC不断
向前发展的战略优先发展区域。
其国家森林认证标准已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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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PEFC的认可。其首张PEFC
森林管理证书于2010年2月在圣彼
得堡东北部的列宁格勒省予以颁
发。
南美洲推广工作

目前在南美洲，阿根廷、巴
西、智力、乌拉圭已是PEFC国家
会员。其中巴西和智力拥有PEFC
认可的认证标准及认证森林。通
过与国家会员的通力合作，推广
工作旨在促进国家认证标准的制
定，扩大认证森林的面积并提升
该区域与国际市场的贸易联系。
在2010年11月在巴西里约召开的
PEFC全球会员大会上，各相关合
作方组织了一场研讨会，通过此
次会议旨在使区域内的利益相关
方一道交流各自标准制定工作的
进展情况及相关经验。

合作基金

外部合伙（合作）

合作基金是一项小型资助
项目，已于2010年全球会员大会
上予以批准实施，其旨在推广
PEFC“立足全球思考，践行地区
需要”理念以支持其会员及其他
合作组织在推进世界范围内森林
可持续经营与认证工作中所作的
努力。此项基金将不断促进地区
水平的创新思想与解决方案应用
到全球范围内，并力图促进两者
的融合。

作为力求向世界上认证比例
不足区域推广森林认证，PEFC已
经与其他外 部 组 织 建 立 合 伙 关
系并积极与外部合伙人开展合
作参与相关项目执行并获得基金
资助。

更多信息： www.pefc.org/about-pefc/
collaboration-fund

团体认证项目

该项目通过与众多合伙组织
合作由PEFC发起，旨在为在欧洲
以外的森林开展团体认证提供选
择。
团体认证已在欧洲普及并稳
固发展，在那里森林所有人已建
立起由众多单个所有人所组成的
强有力联盟，为其集体所有林地
制定出可持续经营体系并通过开
展森林认证推进可持续性实践，
藉此提高了市场准入水平并为农
村人口解决生计提供了机会。目
前应努力与世界其他地区分享过

往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及所获得的
利益。
通过运用协作式全球学习
方式，该项目将收集森林所有
者在欧洲进行团体认证所获得
经验、教训与良好实践，并以
此为基础，在其他许多尚未普
及森林认证的国家开展团体认
证试点工作及交流活动来更好
地理解在不同区域背景内开展
团体认证的潜力。
该项目旨在使世界上将促进
小型林场主能力增长，提高农村
人口生活水平作为其优先发展需
要的众多国家内森林认证得到大
幅增长。
该项目其他参与者包括有欧
洲森林业主联合会（CEPF）、国
际私有林主协会（IFFA）及社区
林业全球联盟（GACF）。
11

提高欧洲森林的可持续性：欧盟全球
气候变化下入侵病虫害安全性分析
（ISEFOR）

PEFC现已加入由欧盟出资资
助的全球气候变化下入侵病虫害
安全性分析（ISEFOR）项目。由
于全球贸易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
气候变化及外来物种及病原体入
侵正在对欧洲森林构成前所未有
的威胁。如果不采取防范措施，
这些威胁将削弱欧洲森林的生产
能力，甚至会威胁到一些高危植
物种的生存以导致其在当地濒危
灭亡。
ISEFOR项目试图应对上述问
题的挑战并针对不同气候变化情
况下病虫害及病原体入侵进行分
析、预测及风险管理而提出一整
套解决方案。PEFC将为向遍及欧
洲的林主及森林经理人发布项目
分析结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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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果盆地发展PEFC

ECOFORAF项目

通过此项目PEFC正在寻找途
径在非洲，特别是在刚果盆地地
区扩展PEFC认证工作。尽管该地
区森林认证国家标准制定进展缓
慢，PEFC也在积极促进这些重大
进程的推进并给予大力的支持，
以回应目前亟待保护该地区所拥
有的世界上最有价值森林的要
求，使得森林能够继续为环境、
社会及人们生计问题提供急需的
益处。

PEFC目前已参与该项目，这
是由法国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一
项倡议活动，旨在促进并提高中
部非洲森林可持续管理水平，特
别是在刚果盆地地区开展森林认
证工作。该项目为期3年，针对当
地社区、森林经理人、非政府组
织及企业而开展以促进该地区森
林管理的发展并解决依赖森林得
以工作、生活人们的生计问题。

PEFC目前是刚果盆地森林合
作网络（CBFP）的成员，该组织
旨在促进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推广良好森林治理实践，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
2011年，PEFC和遍及中非的
合伙组织将开始实行针对该区域
的一个统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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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森林认证宣言
作为1992年在巴西召
开的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
（UNCED）主要成果的《里约
宣言》由五大文件组成。其中
的一个文件是《森林原则》。
尽管其序言中声明森林对于
经济发展与维持生计是所必需
的，并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理念
的实现，但是各国政府却未能
就可持续性森林经营管理达成
全球认可并可予实施的框架协
议。随着时代的发展，森林认
证已成为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其
重要性却未被予以重视，从而
导致世界上大部分森林，特别
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森
林仍未获得认证。
《里约森林认证宣言》
在2010年于巴西召开的第14届
PEFC全球会员大会上予以了认
可，旨在为森林认证工作注入
新的推动力。本宣言特别强调
对社会事务的关注。目前对有
关各方开放以对其予以签名认
可。最终将其递交至预计于
2012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大会。

序言：应对世界上的森林所提供的
保护环境、社会及经济利益方面所面临
的挑战对于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活动至关
重要。这需要人们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
经营管理森林，认识到地球的完整性及
相互依存状况，并且承认及重视农村地
区、原著民家庭依赖森林维持生计的重
要意义。

原则1：
人类正处于森林可持续经营问题备受关注
的中心。

旨在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公共
及公司采购政策只有在其有助于提高
依赖森林生存的人口生活质量的时才
能获得成功。

应用： 森林认证体系及所有利益
相关方应行动起来来保护并促进依赖
森林的人口、当地社区、小型林主、
工人、家庭林主、妇女、青年、儿
童、原著民获得与森林和谐相处所实
现的健康且富裕的生活。

原则2：
承认并尊重国家在制定与实施森林可持续
经营管理政策及标准时所具有的主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里约森林
原则及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实施其
本国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主权，应
履行实现其目标的义务并有责任确保
在其行政或控制区内的活动不对他国
或本国行政以外的地区的人们构成环
境、社会、经济危害并且不违反国际
协议及公约。

应用： 森林认证体系、利益相关
方、特别是主要团体及经合组织成
员国应对各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千年发展目标及行动、政策、方针
中所涉及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予
以尊重。

签署宣言：www.rioforestcertification
declaration.org
14

原则3：
通过采纳整体森林管理计划与政策对森林
生态系统、森林相关经济、当地文化的复
杂度予以保护。

为了促进森林可持续性经营，森林
认证标准、国家森林政策、公司及公共
采购指南应通过促进国家或地区背景下
经济增长、环境良好、社会公正的方式
满足今世后代的需求。

应用： 森林认证标准、公共政策
及采购指南中应融入富有竞争力的要
求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均衡的
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解决
方案的需求。

原则4：
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为消除贫困作出
贡献。

和平、社会公正、全球经济公
平及环境保护是彼此依存、不可分割
的。消除贫困是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
管理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发展进程的
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
程来考虑。森林退化与贫困间的关系
十分紧密，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减少
森林资源用以增加农业资源以实现粮
食安全的举措应直接有助于那些因森
林资源减少而受到影响的人们生计问
题的解决。

应用： 森林认证体系、主要团体
及政府应有助于改善森林砍伐状况，
在其边界及管辖区域内提高绿化造林
以保护森林资源。标准及政策应促进
森林资源的有效利用，推进良好的森
林管理实践，通过与小型林主、社区
所属林地、原著民组织开展合作改善
农村人口的经济状况，并提供大量的
工作机会。

原则5：

原则7：

开放且易接触的利益相关方进程是必不可
少的。

利用可再生、气候智能的林产品所带来的益处

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可通过在开
放的进程中提高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
能力的方式得以很好地实现。应针对
缺乏参与传统或资源的群体开展特别
的推广活动。

应用： 森林认证治理体系、公司
及公共采购实体、标准制定过程应努
力确保主要团体和政府参与多利益相
关方与共识驱动的过程，尊重实现自
我认同及自主的权利，并避免治理体
系及决策过程中限制任何利益相关方
参与并发表意见情况的出现。

原则6：

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应适应所面
临的复杂社会挑战，诸如气候变化、
人口增长及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其
往往由于以高碳排放为特点的不可持
续的生产及消费方式导致。承认可持
续经营的林产品在碳汇、生态系统服
务及开发价值方面的独特性对于包括
气候政策谈判代表在内的公共及私有
政策制定者尤为重要。

应用：森林认证体系、政府及
采购实体应寻求并利用多种可行工
具使森林适应如下挑战，包括适应
性造林实践，推广可再生林产品在
碳汇、生态系统服务及开发价值方
面的独特特性。

透明、包容、合作是实现全球可持续性发
展的先决条件。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森林可持续经
营管理实践需要通过利益相关方及政
府间的透明及合作过程而得以实现。
在不同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方式间
提倡区别、竞争及排他性将会浪费有
限的资源，侵犯利益相关方驱动进程
的利益，导致从那些普遍存在森林退
化和森林经营管理不可持续的地区将
注意力予以转移，以及未能拓展全球
管理良好森林的总面积。

应用：认证体系、采购指南及
寻求保护森林的相关各方应积极完善
内容丰富的标准、政策及实践并承认
不同种类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方式
及认证体系的优势从而促进可持续发
展。

上述方式应接受独立审核并使用
符合诸如ISO等国际公认机构要求的
方针和要求。政府采购实体、标准制
定机构、认证机构、认可机构及审核
机构间的利益冲突应相应地予以处理
以使整个过程具有合法性。

原则9：
采用预防措施避免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森林资源
应由全体利益相关方广泛采取预防措
施已应对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迫
近威胁。

应用： 森林认证体系、政府及采
购实体应不断日臻完善并对其标准及
行为对全体利益相关方所带来的影响
保持关注。

原则8：

原则10：

借助科学、地区实践经验及传统森林管理
知识推进可持续性森林经营管理

通过志愿项目及教育活动促进全球对森林
可持续经营管理的认可是推进森林健康发
展及活跃农村地区的最便捷途径

当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借助科
学、地区实践经验、传统林学相关知
识以及国际协议、进程而推进时将变
得愈加成功。通过开展科技知识及地
区实践经验、传统林学知识的交流来
提高科学认识以及进行新技术的开
发、适应修改、传播和转让，这些都
对协调推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实践至关
重要。原著民由于其丰富的知识及传
统实践经验对于促进可持续性森林经
营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应用： 森林认证体系、政府及采
购实体应以可行的科学、地区及传统
知识为基础制定标准，从而使得发展
中国家、社区及小型森林所有者可以
明确地符合森林经营管理标准。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实行可持续性
森林经营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自愿
森林认证及私人及公共采购政策是保
护森林及保障依赖森林而生存人口权
益的重要方式。

应用： 森林认证体系、主要团体
及政府应利用各自的技术专长、影响
及能力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发
展。给依赖森林生存的人群带来不利
影响的政策、标准及策略将势必否认
需求可持续性经营管理森林市场的存
在，构成发展障碍，导致资源配置低
效并将有碍于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在
全球及地区范围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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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宣传与推广
2010年PEFC通过大力开
展推广工作以提升森林认
证，特别是针对PEFC认证覆
盖与需求程度仍旧很低的区
域而进行。这些活动也有利
于提高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
与度，符合PEFC对包容及透
明原则所做的承诺。PEFC营
销、宣传与推广工作的总体
目标是提升市场准入及促进
森林管理认证及产销监管链
认证的增长。

为组织及品牌注入价值
可持续性消费理念正在越
来越多的国家得以普及。同时全
球的商业企业也纷纷顺应这一潮
流，作为对企业社会职责所做的
承诺得以履行。
采购或购买PEFC认证产品这
一简便的行为已能够对社会及行
业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PEFC
产销监管链认证已成为许多公司
关注的焦点，不仅包括那些通过
产销监管链认证向消费者提供认
证产品的公司，还包括利用产销
监管链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履行森
林可持续经营承诺位于供应链终
端的实体。

括有展示数百张来自不同行业
PEFC贴标产品图像的文件展映
器。最初为支持PEFC会员而开发
设计的营销工具包目前已获得外
部利益相关方很高的需求并已成
为PEFC针对认证企业营销人员所
开展的营销网络研讨会上的基础
工具。该工具包在2010年全年得
到更新，并将在2011年进行全面
的修订。此外在2010年PEFC对标
识使用工具包进行了修改以符合
PEFC标签使用要求修订所出现的
变化。预计一款PEFC标识在线生
成器的工具将在2011年上半年推
出。

PEFC在这一领域所开展
的活动得益于全球PEFC利益
相关方的长期支持，其中包
2010年，PEFC国际秘书处成
括有国际与地区咨询机构及 员参与了一百多场与关键利益相
关方及消费者的一对一会议，藉
工作组。

此展示PEFC及其认证的优势并指
导企业如何利用所获得的认证来
更好地开展营销与宣传工作。上
述会议涉及跨国公司、国际协会
组织、政府、金融机构、造纸企
业、出版商、贸易协会、经销商
及认证机构。

JOIN

THE WORLD’S LARGEST
FOREST CERTIFICATION SYSTEM

PEFC也出席参加了一系列
国际性商务会议、贸易展销会，
藉此向特定的受众群体提供有关
PEFC的信息及专业知识。
2010年，PEFC开始开发一
整套新营销资料以协助相关企业
开展宣传与营销活动。这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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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治进程与自愿倡议
要求或鼓励使用认证木材
的采购政策、立法及其他活动能
够有效促进森林可持续管理的发
展，同时森林认证能够确保这些
政策及行动得以实施和贯彻。
PEFC已通过大力开展推广与
宣传工作来鼓励多种认证途径并
确保对所有可信的全球森林认证
体系予以广泛的认可。
作为推广与宣传工作的一
部分，PEFC参与了如下的一些活
动，包括有探讨欧盟尽职调查体
系的会议及其他涉及零售、建筑
议题的欧盟会议。还参与了一些
会议以讨论同英国、荷兰、比利
时、丹麦、德国、芬兰公共采购
政策开展合作。此外PEFC参与了
一些私人倡议活动，诸如参加绿
色建筑委员会、起草金融行业指
南及绿色投资基金等。
在 政 府 间 及 非 政 府 领
域，PEFC一贯参加下列机构，包
括有联合国森林论坛（UNFF）、
粮农组织（FAO）、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UNECE）、国际热带木
材组织（ITTO）、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及国际私有林主协
会（IFFA）。

WHY PEFC IS THE
CERTIFICATION SYSTEM
OF CHOICE

PEFC
PEFC CHAIN
CHAIN OF
OFCUSTODY
CUSTO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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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在线传播方式与社交媒体
当今网络和社交媒体已成为
开展推广工作与传播的最有效工
具。因此，PEFC已经加强了这一
手段以更好地传播消息并促进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
2010年初，PEFC推出了其
全新的网站，现在其正成为发布
PEFC可持续森林经营与认证信
息的主要平台。在2010年，100
多篇新闻通过在线网络、新闻通
讯、宣传手册及出版物的方式予
以发布。
PEFC通过对其网站进行重新
设计推出了一款在线咨询工具平
台以方便广大利益相关方参与全
球公共咨询。PEFC是首个实施这
项机制的森林认证体系。
更多信息：www.consultations.pefc.org/
consult.ti/system/homepage

在2010年全年，PEFC持续通过社交
媒体提高其影响力以促进社会的关注与参
与并广泛地传播相关信息，所使用的社交
媒体包括有：
• Twitter
www.twitter.com/PEFC
• LinkedIn
www.linkedin.com/company/programme-forthe-endorsement-of-forest-certification-pefc• Facebook
www.facebook.com/PEFCInternational
• Youtube
www.youtube.com/user/pefcinternational
• Scribd
www.scribd.com/PEFCInternational

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及其
能力建设
2010年PEFC组织了一系列
正式会议以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
与，包括有：
• “森林管理中的社会事务”研
讨会，2010年2月，法国，巴黎
www.pefc.org/resources/
organizational-documents/
stakeholder-engagement/item/606
• “生物多样性与森林资源保
护”研讨会，2010年3月，德
国，慕尼黑
www.pefc.org/resources/
organizational-documents/
stakeholder-engagement/item/494
• “PEFC森林认证体系要求修
订”利益相关方对话，2010年5
月，瑞士，日内瓦
www.pefc.org/resources/
organizational-documents/
stakeholder-engagement/item/604

• “亚太森林认证发展与PEFC森
林认证体系要求修订”利益相
关方对话，2010年6月，马来西
亚，吉隆坡
www.pefc.org/resources/
organizational-documents/
stakeholder-engagement/item/603
• “推进热带森林认证”利益相
关方对话，2010年11月，巴
西，里约热内卢
www.pefc.org/index.php/
news-a-media/general-sfmnews/news-detail/item/
647-event-reminder-expandingforest-certification-in-thetropics-rio-de-janeiro-10november-2010
• “国家森林认证体系机会”2010
年11月，巴西，里约热内卢
www.pefc.org/index.php/news-a-media/
general-sfm-news/news-detail/item/652pefc-open-dialogue-highlightsopportunities-for-national-forestcertification-schemes

PEFC会员资格/咨商地位
PEFC是下列组织的成员或具有咨商地位：
• 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ECOSOC（咨商地位）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观察员）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会员）
• 国际认可论坛-IAF（协会机构会员）
• 国际私有林主协会-IFFA（会员）
• 森林欧洲会议（观察员）
• 刚果盆地森林合作网络（会员）

同时PEFC继续开展相关培训
以促进利益相关方在森林认证活
动中的能力建设。2010年所开展
的培训包括有：
• 针对评估顾问以提高其就国家
认证标准认可进行评估的能力
所开展的培训
• 针对专家小组成员所开展的培训
• 针对PEFC会员及潜在会员就体
系修订及管理所开展的培训及
技术支持
• 针对产销监管链审核员所开展的
特别培训。此外，一项新的基于
PEFC/IAF文件的系统培训正在筹
划中，不久将予以开展。
• 一些网络研讨会及在线能力建
设活动

PEFC现况与数据

PEFC认证森林面积
(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
国家
澳大利亚

10,146,869

奥地利

1,955,799

白俄罗斯

6,018,100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278,236
1,276,081
112,662,732

智力

1,913,521

捷克

1,883,149

丹麦

232,802

爱沙尼亚

51,468

芬兰

20,786,936

法国

5,114,066

德国

7,390,955

意大利

502,046

卢森堡

27,496

2010年体系互认情况
新获得PEFC互认情况
• 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马来西亚

4,221,571

挪威

9,115,902

波兰

317,289

葡萄牙

205,030

获得PEFC再认可情况

俄罗斯

177,396

• PEFC Finland

斯洛伐克

1,253,708

西班牙

1,288,217

瑞典

7,796,028

瑞士

261,150

英国

1,298,047

美国
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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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33,490,804
229,666,398

产销监管链证书获得情况
产销监管链证书最多的前三
个国家(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

• PEFC Germany

国家

• PEFC Italy

法国

1,735

• PEFC Luxembourg

英国

1,307

德国

1,126

其他49个国家

3,527

总数

7,695

• PEFC Norway
• PEFC Portugal
• Slovak Forest Certification
Association

证书数

体系获得互认的PEFC会员

体系尚未互认的PEFC会员

董事会成员

主席
William Street 的履历包括有：
美国国际木业工人协会（美国
最大的代表林业及造纸业工人
的工会组织）研究与教育事务
主任；国际建筑者与木工联合
会（现为建筑者与木工国际，
一家全球工会联盟组织）全球
木材与林业项目主任；他目前
是国际机械师与航空工人协
会（北美最大的工业界工会组
织）木工部主任。
除了在工业化国家的工作外，
他此前还指导过位于下列地区
和国家的林业项目，其中包括
有加纳、布基纳法索、肯尼
亚、南非、巴西、智利、印
尼、印度、中国、马来西亚。
他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州大学政
治与政府专业，获理学硕士学
位，并就消除贫困及可持续林
业发展等议题发表过文章。
任职期：2009-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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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Antti Sahi是芬兰中部农业生产商和森林所有者联盟的林业总监。
他在多个国家和国际森林政策机构中作为家庭林场主的代表而开展工
作。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林学专业。
任职期：2007-2013年

Robert S. Simpson是美国森林基金会（AFF）林业项目高级副总裁。
同时他还是美国林场体系（ATFS）的主任，该体系是美国历史最悠久
且规模最大的第三方森林认证体系，目前认证林已达近8000余块，总
认证面积达3500万英亩。
任职期：2008-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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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成员

Karen Brandt是林业可持续森林倡议（SFI）副总裁，主管市场营销事务。
她还一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林业部工作，担任高级经理一职
任职期至：2013年

Genevieve Chua自从1990年起在纸品行业工作。

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担任审核主管后，她便进入新加坡
PaperlinX公司担任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目前她是这家公司的执行总
裁。
任职期至：2013年

Minnie Degawan是热带森林原著部落民国际联盟的项目协调员，处理
原著民及当地社区权益事务。
她毕业于菲律宾大学，获得生物学理学学士学位。
任职期至：2013年

Julian Walker-Palin 作为一名零售业专业人士从2007年起在沃尔玛旗下

英国阿斯达公司担任可持续发展部主任。
在那里，他带领企业可持续发展团队为公司就可持续发展政策及战略
提供咨询服务。
任职期至：2013年

Hans Drielsma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林业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常
务总经理。
他是一名专业林业人士及澳大利亚林业研究院的院士。他还是澳大利
亚林业标准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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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至：2012年

Michael Proschek-Hauptmann 是Umweltdachverband联盟组织的执行
总裁，它是一家奥地利环境非政府组织。
此前他在布鲁塞尔及维也纳担任欧盟政策协调员，并在世界自然基金
会奥地利分部担任项目官员。
任职期至：2012年

Sheam Satkuru是马来西亚木材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
她作为国际贸易专业人士，在木材、林业、传播及公共关系领域具有
丰富的法律及政策分析经验。
任职期至：2012年

Sébastien Genest是法国自然环境（FNE）联合会主席，该联合会由法
国近3000家地区环境非政府组织组成。
他还是法国国家森林办公室（ONF）的董事会成员，也是PEFC法国的国
家主任。
任职期至：2011年

Pierre Grandadam是法国下莱茵省Plaine市市长和Haunt-Brche市自
治体主席。
他还是法国阿尔萨斯省和摩泽尔省森林自治协会主席及欧洲森林自治
联合会副主席。
任职期至：2011年

Natalie Hufnagel-Jovy目前是国际家庭森林联盟（IFFA）董事会成员
及德国森林所有人协会高级政策顾问。
她曾任欧洲森林所有人联盟（CEPF）秘书长一职八年。
任职期至：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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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FC国际办公室成员

Ben Gunneberg，总干事
毕业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林学专业，并获MBA学位，他的大部分职业
生涯在林业领域。
毕业后他进入威尔士大学成为一名森林经济学研究员，此后担任过英
国木材培育协会技术总监，从事林学技术与政策事务方面的工作。他
自1999年起担任PEFC委员会总干事。

公关宣传部
Thorsten Arndt，公关宣传部主任
他在加入PEFC前，曾在世界商务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BCSD）担任公关
经理。
在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公共事务专业硕士学位后，他进入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UNDP）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Will Ramsay，公关宣传官员
Will已在环境领域工作5年有余，在2009年初加入PEFC。此前他在国
际绿十字协会（GCI）从事公关工作。
Will法语流利，获得英国开放大学国际环境政策专业学士学位。

项目与发展部
Sarah Price, 项目与发展部主任
Sarah曾在多家林业组织工作，包括有森林协会（TFT）及森林对话
（T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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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耶鲁大学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她拥有十多年在南
美、东南亚、北美森林开展工作的实地经验。

Caroline Stein，项目与发展部官员
她曾在位于日内瓦的森林协会（TFT）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森林与木材分委会工作。
她毕业于德国弗赖堡森林市场营销学院森林政策专业。

技术部
Jaroslav Tymrak，技术部主任
他是一名专业林业人士，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与PEFC一同渡过的。
成为PEFC技术部主任前，他是PEFC捷克的总监。

Christian Kammer，技术部官员
他在成为PEFC技术官员前，在PEFC从事研究助理的临时工作。
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市应用科学大学森林工程专业。

财务与行政部
Gill Parker，财务行政经理
她负责组织的财务及行政工作。接受过专业会计学培训，她曾供职于
英国多家机构，包括有多家国际会员组织。
Gill已在PEFC工作10年，曾先后在卢森堡及日内瓦协助组建PEFC的办
公室。
Natalie Faulkner，办公室经理
她在加入PEFC前的22年间，曾在美国及墨西哥的多家跨国公司就职。
她目前是办公室经理及PEFC总干事的执行助理。她能够讲流利的英
语、法语及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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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FC国际会员
西班牙
特别会员

PEFC国家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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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on of Silviculturalists of Southern Europe (USSE)

国家

名称

阿根廷

Argentine Forest Certification
System

澳大利亚

Australian Forestry Standard

奥地利

PEFC Austria

白俄罗斯

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比利时

PEFC Belgium

巴西

Brazilian Forest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CERFLOR)

喀麦隆

Cameroonian Association of Pan
African Forestry Certification

加拿大

PEFC Canada

智力

Chile Forest Certification
Corporation (CERFOR)

捷克

PEFC Czech Republic

丹麦

PEFC Denmark

爱沙尼亚

Estonian Forest Certification
Council

芬兰

PEFC Finland

法国

PEFC France

加蓬

PAFC Gabon

德国

PEFC Germany

爱尔兰

PEFC Ireland

意大利

PEFC Italy

拉脱维亚

PEFC Latvia Council

立陶宛

PEFC Lithuania

卢森堡

PEFC Luxembourg

马来西亚

Malaysian Timber Certification
Council (MTCC)

荷兰

PEFC Netherlands

挪威

PEFC Norway

波兰

PEFC Poland

葡萄牙

PEFC Portugal

俄罗斯

National Council of Voluntary
Forest Certification in Russia
Russian National Council of
Forestry Certification

斯洛伐克

Slovak Forest Certification
Association

斯洛文尼亚

Institute for ForestCertification

西班牙

PEFC Spain

瑞典

PEFC Sweden

瑞士

PEFC Switzerland

英国

PEFC UK

美国
乌拉圭

American Tree Farm System (ATFS)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 (SFI)
Sociedad de Productores Forestales delUruguay

比利时
国际利益相关方
•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Forest Owners (CEPF)
•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Paper Industries (CEPI)
• European Tissue Symposium (ETS)
• International Family Forestry Alliance (IFFA)
特别会员
• European Confederation of Woodworking Industries (CEI-Bois)
• European Landowners’ Organization (ELO)
• European Timber Trade Association (FEBO)
芬兰
国际利益相关方
• Metsaliitto Group
• StoraEnso

德国
国际利益相关方
• European Network of Forest Entrepreneurs (ENFE)
特别会员
• Union of European Foresters (UEF)
法国
特别会员
• Fédération Européene des Communes Forestières (FECOF)
• Manufacturers of Educational & Commercial Stationery European Association (MEC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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