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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 

编制说明 

 

1. 工作概况 

 

1.1 任务来源 

林业行业标准《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由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科技司提出，并由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制定任务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 年下达的林业行业标准修订计

划，委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修订，项目计划编号为

2019-LY-138。 

 

1.2 标准制定的背景与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林产品进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倡导森林的可持续经营与开发利用，对世界生

态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针对国际市场的日益增加的绿色壁垒压力，中国林产加

工企业也开始注重产品的环保品质并寻求获得森林认证。 

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森林认证体系从起步、建设进入

发展阶段，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森林认证制度框架和组织架构。借鉴国际认

证标准的制定要求和程序，构建中国森林认证标准体系，共发布国家或行业标准

25 项，奠定了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的基础，为森林认证实务提供了审核依据和操

作规范，促进了我国产销监管链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可衡量化发展。森林认证标

准规定了我国森林认证主体为开展各类认证应达到的要求，为森林认证机构开展

森林认证审核和评估提供了依据，奠定了中国森林认证的基础；审核导则规定了

森林认证的审核原则、审核方法、审核活动、审核类型及审核指标的验证方法，

为森林认证审核员实施认证审核提供了指导和参考。 

2014 年 2 月，中国森林认证体系（CFCC）实现了与国际森林认证体系（PEFC）

的互认，标志着中国森林认证体系正式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时代，这是推动中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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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一步，也为我国认证林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保障。这也

要求我国国家森林认证标准需要与国际接轨。2015 年 PEFC 发布了新的 COC 标

准《林产品监管链认证要求》，并在全球实施。为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 2017

年启动了国家 COC 标准的修订工作，于 2018 年获得国家标委会的批准，并于

2019 年发布（标准号为 GB/T 28952-2018）。 

因此，为使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符合最新颁布的国家标准的要求，确保产销

监管链认证审核的客观公正，满足认证审核在审核方式上的系统性和独立性要

求；确保认证审核员对于认证标准、审核目标与审核样品的正确理解，以及对认

证审核程序与审核过程的规范有效，需要对现有的产销监管链审核导则进行修

订。这对森林认证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保证森林认证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

义。 

中国森林认证产销监管链审核导则的制定，将按照《中国森林认证：产销监

管链》标准的要求，参考国际体系 PEFC 的审核指南和认证机构的审核经验，并

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以及中国林产企业的现状制定。 

 

1.3 主要编制过程 

根据国际标准通用的制定程序和要求，本标准制定的主要过程如下（如图 1

所示）。 

（1）签订项目合同书，成立标准制定项目组 

2019 年 6 月，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签署项目合同，确定标准研究的内

容和技术方案。同月，成立项目组，并成立由本所专家和外部专家共同组成的标

准制定小组。组织召开第一次标准制定项目研讨会，讨论确定现有标准的问题与

差距，认证标准修订的要求、标准框架及其依据以及标准编制的计划安排。 

（2）资料收集与分析 

2019 年 6 月，标准制定小组收集并分析我国有关认证的法律法规及标准指

南、国际森林认证体系 EPFC、各认证机构以及我国国家体系有关产销监管链认

证的政策、认证审核导则标准要求和有关指南性材料，审阅最新颁布的产销监管

链认证国家标准以及已颁布的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标准，了解国家法律法规

和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的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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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准制定路线图 

（3）起草标准 

2019 年 7 月－2020 年 4 月标准制定小组按照标准制定的要求，参考国际相

关标准，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在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销监管链国家标准以

及相关认证审核通用导则的前提下分别研制标准，形成标准草案。项目组召开多

次标准制定内部讨论会，对标准草案逐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标准制定小组按

照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标准广泛征求意见稿。 

（4）广泛征求意见及标准测试 

2020 年 5 月－6 月，项目组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提交了《中国

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广泛征求意见稿。该标准在中国森林认证

委员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和广泛征求意见，公示期为 60 天。2020 年 6 月初，根

据我国目前开展森林认证情况，标准制定小组选择了从事森林认证、森林生产经

营的相关林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认证机构与生产单位发放征求意见函，发送

单位包括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中国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及从事产销监管链审核的认证机构，共发送《征求意见表》

共 26 份，反馈意见 8 份。2020 年 7 月，项目组与福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临沂

成立标准制定小组 

企业测试 

专家研讨会 

完成并送审标准 

修

改

标

准 

成立项目组 

 

评估国际体系及国家颁

布的审核导则标准要求 

广泛征求意见 

修订标准第一稿 

审阅最新颁布的产销监管

链认证国家标准要求 

审阅已有版本的产销监

管链认证审核导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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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和赛得利（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系，请企业对《中

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草案）进行了现场测试，以确保标准

的适用性和科学性。 

（5）修改标准，提交送审材料 

2020 年 8 月，标准制定小组汇总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

真梳理，按采纳、部分采纳和不采纳三种方式进行意见处理，形成广泛征求意见

报告，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撰写广泛意见报告、标准

编制说明，形成标准送审稿。9 月初，项目组将送审材料提交森林认证及行业标

准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认证管理处和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

与森林认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9 月 15 至 10 月 15 日，标委会秘书处将审核导则

提交标委会委员征求两轮意见，收到 6 个委员提出的 17 条修改意见，项目组认

真对照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10 月 29－30 日，标委会在河北农业大学召

开标准专家咨询会，项目组根据意见对标准、标准编制说明及意见汇总表进一步

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6）组织专家审定会，最终审核验收认证标准 

11 月 3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标准处组织召开专家审定会，最终审核

并通过行业标准。标准制定小组将根据专家评议会的意见，修改标准并定稿，形

成标准报批稿。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与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科技发展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福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临沂运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赛得利（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斌、于玲、校建民、胡延杰、赵劼、李屹峰、李岩、

赵麟萱、李慧、陈洁、李秋娟、李静、王文霞、张超群、万宇轩、何璆、付博、

张和据、刘景涛、孙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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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为使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能够满足科学、规范地开展认证工作的需要，

指导森林认证机构对产销监管链的认证审核活动，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遵

循了如下几个原则： 

（1）合法性。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

可条例》、《中国森林认证实施规则》等有关林业、认证认可的法律法规。 

（2）一致性。与已颁布实施的 GB/T 28952-2018《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

链》保持一致，并符合国家已颁布的针对管理体系认证的术语、审核指南国家标

准和办法的要求，包括 GB/T 27000－2006《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GB/T 

19001-2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11-2013《管理体系审核指南》、森

林认证认可办法等。 

（3）规范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给出了标准的格式、用字等规则。在本标准的起草中，始终按

GB/T 1.1 的要求进行，保证了标准在用字、格式等方面的规范性与准确性。 

（4）可操作性。本标准是用以指导认证机构开展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的指

南文件，因而需要有良好的可操性的基本要求。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起草小组

从基于指导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的原则，提出认证审核的审核原则、审核方法、

审核方案、审核计划，并就审核范围的确定、审核实施和审核记录、不符合项与

观察项的判定、审核结论与审核报告的撰写等给出指导性意见，并针对每个标准

的指标提出了相关的验证方法，并邀请认证机构和企业进行测试，保证了认证标

准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2.2 主要技术内容 

2.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认证机构和审核员开展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的审核原则、

审核方法、审核活动、审核类型以及审核指标的验证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指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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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机构依据《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GB/T 28952-2018）标准开展林产品

产销监管链认证的审核。 

 

2.2.2 要求与技术内容 

作为指导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的指导性文件，审核导则将依据认证审核的基

本要求与森林认证总体原则和产销监管链认证标准，并结合林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的经营特点与实际进行编写，内容包括产销监管链认证的审核原则和方法；有关

审核活动的审核方案、审核启动、审核实施、审核记录、不符合项与观察项的判

定、审核结论与审核报告的撰写；各种审核类型包括主审、监督审核和再认证审

核的要求给出指导性意见，并针对每个具体的指标提出了相关的验证方法。 

 

2.3 新旧标准对比情况 

与 2014 年 LY/T 2281—2014《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相

比，标准制定小组根据修订版的产销监管链认证标准做了适当地完善补充、修改

和调整。 

（1）术语：增加了“产销监管链审核”“审核准则”“审核证据”“审核

发现” 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 

（2）审核方法：修改了“审核方法”（见 5；2014 年版的 4），与后文的

内容进行了整合，避免重复。 

（3）审核类型：增加了“审核类型”（见 6），对三种审核类型初审、监

督审核和再认证审核的要求进行了界定。 

（4）审核活动：对此章节的结构和内容做了较大的调整（见 7），重点参

考国家标准质量和（或）审核指南进行和国际通用审核指南进行了修改，主要包

括审核准备、审核实施、审核报告等。 

（5）验证方法：新版导则进一步根据新版的产销监管链认证标准对验证方

法做了针对性的调整，并系统的梳理了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的具体步骤和要点。

标准顺序和内容根据国家标准 GB/T 28952—2018 《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

进行了修改；同时对各标准的验证方法重新进行了简化、梳理和编写（见 7，2014 

年版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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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国际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该标准是一个技术指南类标准，以一定的国际标准为基础，依据我国标准制

定程序，针对《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GB/T 28952-2018）制定。由于《中

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是基本采用 PEFC 产销监管链标准制定的。因此本标

准的制定参考了 PEFC 产销监管链认证标准实施指南、ISO 的相关标准，以及认

证机构的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本导则力争在吸收国际先进理念和方法，参

考国际同类标准的基础上，同时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和企业的特点，建立一套

适用于我国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的指南性文件。 

 

4. 编制本标准的参考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在标准起草过程中参考了 GB/T 28952-2018《中

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GB/T 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24001-2016《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4020-2000《环境管理体

系 环境标志和声明通用原则》、GB/T 24021-2001《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自

我环境声明（Ⅱ型环境标志）》、GB/T 19000-2016《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19011-2013《管理体系审核指南》、GB/T 27000－2006《合格评定词汇和

通用原则》。 

 

5. 主要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制定小组对标准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绝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标准测试阶段，很多单位

和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意见与建议，经标准制定小组讨论，反馈的意见基本

予以采纳。现将比较集中的意见处理情况说明如下。 

（1）有关术语和定义 

很多专家对标准中的术语提出了异议，有些认为要补充，有些认为太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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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不必要的术语。另外，有关术语的定义意见也不统一。考虑到有关森林认证

审核的术语，在其他标准中未能充分体现，另外各术语的应用存在不统一或混乱

的情况，将适合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的一些术语列出，在尽量保持与质量管理体

系中的术语和定义的一致性的基础上，做了一些针对性的修改。 

（2）审核报告的内容 

部分专家提出，审核报告的内容不应包括标准的检查评估表，另与《森林认

证机构认可方案》中的内容不一致。检查表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内容很多，不宜

放在审核报告中，也不宜发送给受审核方，否则易引起混乱。鉴于标准检查表包

括审核发现的填写是审核员最核心的产出，提供了受审核方是否符合审核准则的

相关证据，也是认证机构作出认证决定的依据，因此该部分做了保留，但依据

GB/T 19011《管理体系审核指南》修改为“审核发现和相关证据”，可作为审核

报告的附件。相关内容也做了调整，与《森林认证机构认可方案》的表述保持一

致。 

 

6. 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的建议 

 

《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导则》标准是与《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

监管链》（GB/T 28952-2018）标准配套的指南性标准，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

复修改，已基本成熟，为推动我国森林认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尽快作为推荐

性标准予以发布执行。 

本标准成为行业标准之后，建议对 CFCC 认证机构人员开展培训，以指导

其开展产销监管链认证审核。同时可以根据该标准，对审核员的审核质量进行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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