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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FC亚洲推广旨在提升PEFC认证的社会认知度，并不断
促进PEFC认证在亚洲地区的发展。目前，已在北京及东京设
立PEFC认证推广办公室，藉此协助该区域的众多企业采购和
生产PEFC认证产品。此外上述推广对诸如马来西亚MTCC这样
的PEFC会员组织的工作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并且预计在未来
的几年将有更多的推广办公室在亚洲区得以建立，以此开展
协调一致的外展工作。

本年度报告旨在向感兴趣的各利
益相关方就中国及日本PEFC认证所取
得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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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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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PEFC中国办公室于2010年
1月开始启用位于北京新的办
公地点，同时完善相应的行
政及运营架构，对工作人员
进行招募。随着各项前期准
备的陆续完成，该办公室在
当年开展了范围广泛的推广
及外展活动。一些重点活动
在以下予以介绍。

推广工作
2010年PEFC中国办公室在香
港及上海举办多次PEFC推广研
讨会，参会人数近200人次，行
业涉及印刷、包装、出版、造
纸企业，旨在提高企业在采购
PEFC认证产品方面的认知度。
举办三次关于PEFC产销监
管链及森林经营认证的培训活
动，来自企业、认证机构、中
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的70余
人参加了上述培训。
2010年全年通过出席多次研
讨会、行业会议及展览、展会
促进PEFC在中国的发展。其中
包括有由中国林纸企业家俱乐
部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造纸
纤维年会，在成都召开的中国
板式家具发展论坛以及在北京
召开的“森林•市场•政策•实践
2010”—可持续林业与市场发
展国际研讨会。

此外，PEFC中国办公室受
邀参加了由中国国家林业局
（SFA）组织的会议或活动，
并在其间发言或参与讨论。其
中包括有在海南举行的实地考
察活动，旨在评估在当地开展
森林认证实践所带来的影响、
参加国家林业局内部的专家研
讨会，对森林认证工作进行讨
论、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
和芬兰政府组织的双边林业研
讨会。此外，PEFC中国办公室
继续通过开展培训及标准开发
对中国森林认证体系（CFCS）
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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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进展

2010年，PEFC中国办公室与
来自纸浆/造纸、印刷、家具
行业的众多企业进行了接触，
通过PEFC国际办公室的代表及
PEFC亚洲推广顾问委员会成员
对上述企业的定期走访促进了
PEFC与业界的交流并提供了商
务合作机会和信息介绍。

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
（CFCC）和中国国家林业局
（SFA）于2010年11月在巴西
里约热内卢召开的PEFC会员大
会上提交了申请成为PEFC国家
会员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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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工作

此外随着今年1月初北京中
林天合森林认证中心与黑龙江
省伊春林业管理局双方合作协
议的签订与实施，在2011年中
国将有超过340万公顷的森林通
过国家森林认证体系CFCC（中
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的认
证。
通过与行业企业的不断接触
和其他推广活动使得PEFC产销
监管链认证企业数量在中国增
长19%，由2009年底的86家企业
增长到2010年年末的106家。

PEFC产销监管链在中国的增长情况
120

106
100

产销监管链证书数量

86
80

60

40

33

20

0

3
2006

4

8
2007

2008
年份

2009

2010

日本
推广活动

外展活动

2010年，PEFC日本办公室针
对印刷、木材加工行业代表及
社会公众开展了一系列研讨会
及推介活动，其间有数百人次
参加了上述活动。

PEFC日本办公室全年与来自
纸浆/造纸、印刷多家行业企业
进行了接触。得益于PEFC国际
办公室及PEFC亚洲推广顾问委
员会的支持，PEFC日本办公室
向日本国内数百家相关行业企
业进行介绍，使其获得他们的
了解。

PEFC日本办公室在2010年生
态产品交易会（Eco-Products
2010 Fair）、大阪2010年生物
多样性博览会、名古屋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
约方会议（COP10）生物多样性
互动交流展览会上通过展示等
活动对PEFC进行了推介，目标
受众达数千人。
此外，应包括日本国际协力
事业团（JICA）及其他多家行
业企业在内的第三方单位的邀
请，PEFC日本办公室发表了多
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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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宣传
为了向更多受众推介PEFC
认证，PEFC日本办公室通过
利用大量资源来制作宣传手
册，并不断提高媒体对其的报
导。2010年全年，PEFC认证被
多家行业杂志称作是一种适合
日本企业可信的森林认证体
系。此外，介绍PEFC认证的文
章出现在了下列出版物上：
• ISO杂志
• “gcj” 杂志
• “Woodmic” 杂志
• 日本林产品期刊
• 日经家居、日经生态、日经建筑
• 林业政策新闻
• 日本纸业新闻

此外，PEFC及其标识出现在
一系列由日本林业机构出资制作
的广告片中，藉此促进日本国内
合法及可持续木材采购的推广。

PEFC日本办公室定期向林业
企业及环保、建房部门的代表发
放宣传册及其他资料，并定期向
约400家利益相关方发送双语新
闻简报。

重大进展

PEFC产销监管链在日本的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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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行业企业的不断接触
和其他推广活动使得PEFC产销
监管链认证企业数量在日本增
长27%，由2009年底的136家企
业增长到2010年年末的18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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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管理日本森林认证标
准的“绿色循环”认证会议
（SGEC）表示其有意与PEFC日
本办公室开展更加密切的合
作，并在未来考虑申请加入
PEFC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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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其中

邀 请 PEFC 代 表 与
您 的 供 应 商 会 面
我们乐于向您供应链条上的企
业就PEFC认证的要求及所带来
的利益开展培训。

邀 请 PEFC 代 表 参 加
研 讨 会 及 其 他 活 动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提高PEFC
认证在国际及亚洲的认知度，
提升区域内供应商及行业企业
在提供可持续产品方面的能力。

加入PEFC亚洲推广顾问委员会
成员将为PEFC在亚洲工作的开
展提供经济支持并且参与其战
略决策。

联系方式
中国

日本

PEFC国际办公室

余柏松
总监
PEFC中国办公室

Haruyoshi Takeuchi
总监
PEFC亚洲推广日本办公室

Sarah Price
项目与发展部主任
PEFC国际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西里金海商
富中心403号楼1409室

Shinjuku Yamabukicho Bldg
#302 4-7 Yamabukicho,
Shinjuku-ku东京, 1620-0801
日本

World Trade Centre 1
10 route de l’Aéroport
CH-1215 日内瓦
瑞士

电话 +81-3-3513-0291
传真 +81-3-3513-0292

电话 +41 (0)22 799 45 40
传真 +41 (0)22 799 45 50
电邮 sarah.price@pefc.org

邮政编码100124，中国

电话 +86 10 59 57 4863
传真 +86 10 59 57 4864
电邮 benson.yu@pefcasia.org

电邮 info@pefcas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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