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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pth Analysis

森林认证体系的区别与互认的意义
国际森林认证体系有何区别？

森林认证背景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召开，会上通过了《21 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
题的原则声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重要

当前，全球有两类具有影响力的森林认证体系 ：

文件，对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合理利用和对森林实

一类是国际森林认证体系，包括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

施可持续经营提出了要求。各国在森林问题和森林

划（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可持续经营方面取得共识，森林可持续经营成为时

Schemes，PEFC）和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代主题。森林认证作为一种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和

Council，FSC）体系；另一类是国家森林认证体系，包括

林产品市场准入的市场机制，也由此产生。

中国、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近 40 个国家的森林认证
体系。
森林认证体系的主旨在于为推广全球可持续森林管
理的木材、纸制品及其相关加工产品的买方、消费者提

什么是森林认证？

供原料保障机制，同时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森林管理的

森林认证包括两个基本内容，森林经营认证和产

营销项目和信息服务的推广。但二者的推广模式和与国
家森林认证体系的互认情况却有所区别（见表 1）
。

销监管链认证。
森林经营（Forest Management，FM）认证

针

对森林经营单位，由独立的第三方森林认证机构根据

表1

PEFC 和 FSC 推广模式、与国家森林认证体系的
互认情况的区别

所制定的森林经营标准，按照公认的原则和标准，对
森林经营绩效进行审核，以证明其实现了森林可持续
经营，涉及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社区和劳动者权利保
护、森林资源培育和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影响、
森林监测多个层面。FM 认证适用于林业公司。
产销监管链（Chain of Custody，CoC）认证

对

林产品加工企业的各个生产环节，包括从原木的运输、
加工到流通整个链条进行鉴定，以确保最终产品原料
的合法性和可追溯性。通过认证后，企业有权在其产
品上标明认证体系的名称和商标，即林产品认证的标
签。 CoC 认证适用于浆纸厂或者木材加工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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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模式

PEFC

FSC

从政府到市场：PEFC在
签订互认协议之前，先
根据PEFC基准标准评
估并确保与国家森林管
理标准相一致，从而在
双方认可并接受的基础
上，和各国国家森林认
证达成互认，并从政府
层面推动。

利用国际品牌影
响，捆绑品牌客
户，控制市场影响
力，拒绝与任何国
家互认。

与 C F C C 的 PEFC于2014年与CFCC实 FSC拒绝与CFC C
互认情况
现互认。
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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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开展森林认证体系国际互认？

行业热点 焦 点 论 坛

际影响力。这对增强中国林业企业国际竞争力，树立
我国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非法采伐及促进国际

国际森林认证体系和国家森林认证体系的多样化，

贸易的国际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有利于森林认证体系的竞争与自我完善，但也造
成了市场分割、重复认证等诸多不利于森林认证健康

国际森林认证体系在中国的互认情况？

发展的问题。因此，开展体系之间的互认成为国际社
会一直推动的工作。
目前 PEFC 制定了森林认证体系互认框架，开展

根据中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国
际森林认证要在中国开展认证业务，须与中国的国家

了与国家森林认证体系的互认工作。截至 2020 年 5 月，

森林认证体系互认，并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

PEFC 共接纳了 53 个成员国，其中 46 个国家森林认证

利益，PEFC 于 2014 年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实现

体系与 PEFC 实现了互认。PEFC 鼓励成员国的国家体

互认，目前属于国家认可的森林标准体系。FSC 多年

系与其实现互认。

来始终拒绝与各个国家的森林认证体系互认，认证标

我国致力于实现森林认证体系国际互认主要基于
4 点原因。

准和认证机构均由自己认定，因此，只能作为机构标
准。并且在公安部 NGO 白名单中，FSC 也是以咨询公

一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

司身份进行注册。由于 CFCC 目前只和 PEFC 实现互

展的决定》提出的“积极开展森林认证工作，尽快与

认，所以 PEFC 的法律地位和国家标准相当，在标准的

国际接轨”的要求。

级别上高于机构标准。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能够合法

二是促进林产品国际市场准入的迫切需要。我国

合规进行森林认证的体系和标准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

是世界上最大的林产品出口国，2019 年，我国林业产

标准——CFCC ；国际上的 PEFC 标准与中国的 CFCC

业总产值达 7.56 万亿元，进出口贸易额达 1600 亿美

进行了互认，可合法进入中国并可以合法运营。同样，

元。 我国林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客观上冲击了欧美

CFCC 的产品也能合法进入 PEFC 认可的市场进行销售。

国家林业产业的发展。为抵制我国林产品进入国际市

值得一提的是，标准的内容和严格程度上，PEFC、

场，一些国家设置了很多限制性贸易措施，包括反倾

CFCC 与 FSC 是旗鼓相当的，处于同一水平。但是 FSC

销反补贴调查、美国的“雷斯法案”、欧盟的木材法
案等，把森林认证当作“绿色贸易壁垒”，以限制中国
的林产品出口国际市场。
三是加快我国林业国际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建立
符合国情和林情的国家森林认证体系，实现国际互认，
推进森林认证，有利于提高森林质量、增加森林碳汇、
应对气候变化，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遏制非法采伐、
促进合法贸易，有利于履行国际承诺、树立国际形象、
推进国际合作。
四是扩大我国森林认证体系影响的需要。 我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展森林认证相关工作，致力于发展适
合中国国情和林情的认证体系。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
（China Forest Certificaiton Council）于 2010 年建成并开
始运行，国际认知度较低，在不断自我完善、提高标
准要求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快国际互认步伐，借助国
际互认这一平台发展完善我国森林认证体系，提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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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捆绑国际品牌为主，利用品牌给市场和供应商宣

产品生产企业将在原料采购、国际贸易等方面有更多

导 FSC，而使客户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其实，FSC 的

便利条件，在生产运营方面降低成本，在产品竞争力

机构标准无法超越国家标准，采购时更不能以 FSC 作

方面具有更大空间，森林认证为中国林产品走出国门

为贸易技术壁垒，将其作为唯一采购标准。在中国市场，

颁发了“绿色通行证”。通过认证贴标的商品可以在

通过国家权威标准 CFCC 认证的贴标产品理应得到更大

双方的市场中流通销售，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市场

的支持。所以，现阶段，中国要更好地支持通过 CFCC

开发。

认证的产品，保障中国市场森林产品的可持续发展，把
国内认证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解决了木材来源合法性问题。 随着保护环境、保
护森林意识的提高，木材来源合法性、非法采伐等问
题被欧美发达国家强加于木材上。森林认证互认后，

森林认证体系国际互认给我国带来哪些

我国企业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开展认证，不仅表明了
原料来源的合法性，而且证明了生产环境和过程的可

              好处？

持续性。这对我国林业产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14 年中国森林认证（CFCC）与森林认证体系
认可计划（PEFC）实现互认，标志着我国森林认证体

造纸行业开展森林认证的深远意义？

系得到了美国、英国、法国等近 40 个 PEFC 成员国的
认可，中国森林认证产品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绿
色通行证”，此次互认给我国带来了三大好处。

对于造纸行业来说，生产原料来源的可持续性，
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提高森林经营水平，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森林

越来越多的造纸企业将森林认证作为促进森林可

经营单位必须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系列要求来规范经

持续经营和林产品市场准入的工具，解决产品原料的

营活动，在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方面严格按照相关

追溯问题，同时证明了原料来自可持续经验的林地，

标准开展经营实践。这对于提升我国森林经营水平具

而且解决了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准入问题，有利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推

于其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进我国林业国际化进程。

与此同时，造纸行业在业内积极推动森林认证贴

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 欧美一些国家已将 PEFC

标工作，为消费者选择可持续纸品提供可靠的信息参

等认证作为木制品进口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有一些国

考，让森林认证被更广泛的人群认识和了解，与利益

家将认证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互认后，我国的林

相关方携手促进可持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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