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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认证 竹林经营认证审核导则》编制说明 

（报批稿，完成日期 2020.12.20）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科便字发[2019]4 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下达

2019 年林业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精神，LY/T 2276—2014《中国森林认

证 竹林经营认证审核导则》（项目编号 2019-LY-140）列入 2019 年林业行业标准

制修订计划，该标准由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60）提出并归口，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主持。 

2.标准制修订的意义 

竹林作为我国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于一

体。开展竹林经营认证，对提高我国竹林经营水平、促进竹林可持续经营，实现

林业的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原国家林业局发布实施了LY/T 2275—2014
《中国森林认证 竹林经营》、LY/T 2276—2014《中国森林认证 竹林经营认证审

核导则》。2018 年，原国家林业局启动了对 LY/T 2275—2014《中国森林认证 竹
林经营》修订，并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发布实施 LY/T 2275—2020。作为竹林

经营认证标准系列标准，迫切需要同时对相应的审核导则进行修订，从而规范认

证机构实施竹林经营认证审核、指导竹林经营单位开展竹林经营认证与进行经营

状况的自我评价。 

3.起草小组的组建 

本次修订由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主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信所，浙江省公益林和国有林场管理总站、浙江省安吉县

竹产业协会，吉林松柏森林认证有限公司、中林天合（北京）森林认证有限公司

等参加。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浙江省安吉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在前期的调研、起

草与技术验证中也承担了大量工作。 

4.主要工作过程 

工作组文件与标准草案形成：LY/T 2276 竹林经营认证审核导则作为 LY/T 
2275 竹林经营认证的系列标准，需要二者在内容要求上保持一致并正确体现竹林

认证的要求。在 LY/T 2276 起草前期，基于 LY/T 2275 竹林经营认证标准尚未有

完成审定、报批，起草小组始终保持与 LY/T 2275 起草单位（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森林认证标委会联络、沟通，了解竹林经营认证标准修订进程，获取各阶段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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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文件条款包含的意图，完整把握竹林经营认证标准要求。 

LY/T 2276是针对认证机构认证审核的操作性标准，因而应具有良好的可操

作性。2014年，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在安徽、浙江与湖南等地相继开展了

竹林经营认证实践，相关竹林经营单位、认证机构在竹林经营认证与认证审核方

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起草小组先后考察调研了浙江、湖南与安徽等相关竹子

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以及吉林松柏森林认证中心、中林天合（北京）森林认证

中心等认证机构，结合国家林草局森林认证项目“2019 年浙江省竹林经营认证

实践”“2020 年浙江省产销监管链认证实践”的实施，研究分析竹林经营活动与

竹林经营认证成果，形成工作组文件、标准草案。 

征求意见稿形成：2020 年 1 月 13 日至 15 日，起草小组在浙江安吉进行标

准草案测试。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浙江省公益林和国有林场管理总站、浙江

省安吉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与安吉县竹产业协会等从事竹林经营、竹林经营认证

的科研、资源管理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测试。标准测试内容包括对标准系统

性和完整性、适用性和科学性与可操作和审核性三个方面。根据测试情况并相关

研究机构、协会与认证机构专家讨论，起草小组对草案文本在审核原则、审核方

法与验证方法内容进行了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送审稿形成：2020 年 6 月，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森

林认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通过中国森林认证网（http:// www.cfcc.org）、
中国森林认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开征集意见。2020 年 9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标委会秘书处分二轮发送各委员征求意见。上述共发送征求意见稿 105
家，返回征求意见并有修改意见单位 9 个、意见 52 条。返回意见基本予以采纳。

（详见：《意见汇总处理表》）。 
报批稿形成：2020 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

在河北保定举行标准审查会，审查专家提出了“进一步明确标准范围”“完善规

范性引用文件与逻辑框架的引用”2 条修改意见。2020 年 11 月 3 日，全国森林

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60）在北京举行标准审定会，

会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术语和定义”“删除 5.2 审核应用”等 3 条修改意见。

起草小组按审查、审定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提出的修

改意见均已落实。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论据、修订标准时的新

旧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及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 

1.标准编制原则 

符合性、科学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标准编写的基本原则。起草小组在标

准修订编制过程中，始终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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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经调研、文献检索查询，实地测试，研究确定竹林

经营认证的术语定义、审核原则和审核方法、认证审核、监督审核和再认证审核、

审核结论和审核报告等标准内容，确保要求方法科学合理，用字格式等规范、准

确、严谨。 

2.标准制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 

基于起草小组调研、工作会议与实地测试等技术验证，确定 LY/T 2276 修订

稿与 LY/T 2276—2014 相比，除结构调整与编辑性修改外，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修订后的标准根据文本内容调整了引用标准，

补充了 GB/T 19011—2013 基础性认证审核标准（见第 2 章，见 2014 年版的第 2
章）；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删除了“竹林经营认证审核”“审核方案”“审核

计划”、增加了“审核”“审核准则”“利益方”“验证方法”的定义。相关术

语和定义基本来源于 GB/T 19011—2013、GB/T 28951—2021（见 3.1、3.2、3.4、
3.5，2014 年版的 3.1、3.3、3.4）； 

——更改了“审核原则与方法”，将其分为“审核原则”“审核方法”二

章。审核原则增加“信息保密原则”（见第 4 章、第 5 章，2014 年版的 4.1）； 
——增加了“初次审核”（见 6.1，2014 年版的第 6 章）； 
——更改了“审核策划”，增加了“审核实施”“审核后续工作与非正常情

况处理”“同行专家评审与认证决定”（见 7.1、7.2、7.6、7.7，2014 年版的 5.1）； 
——更改了验证方法。增加了审核实施中审核组预备会议、审核组预备会、

首次会议、客观证据收集验证与记录、与受审核方沟通、末次会议与审核后续工

作与非正常情况处理，完整了整个认证审核过程（见第 8 章，2014 年版的 5.3）； 

——更改了附录 A（资料性附录），删除了“地理环境”“经营历史”“森

林经营方案”“采伐和利用”“监测”“社会和经济环境”“主要优点和不

足”内容（见附录 A，2014 年版的附录 A.2.2）。 
上述内容修订主要基于以下方面：一是适应竹林经营认证标准。竹林认证审

核导则是针对修订后的竹林认证标准竹林经营认证标准而提出的，其中的审核内

容应与修订后的竹林认证标准相对应；二是体现竹林经营认证审核过程。修订后

的标准修改了审核类型，补充了初次审核，完整体现了竹林经营认证的全部审核

类型。审核实施中补充了审核组预备会议、审核组预备会、首次会议、客观证据

收集验证与记录、与受审核方沟通、末次会议与审核后续工作与非正常情况处理，

完整了竹林经营认证审核的全过程；三是简化描述性内容。如附录 A 审核报告

删除了部分审核过程描述内容，在保证报告信息完整性前提下简化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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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预期的经济效益 

1.试验（验证）结果分析 

在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结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认证项目“2019 年浙

江省竹林经营认证实践”“2020 年浙江省产销监管链认证实践”，在浙江省安吉

县竹产业协会进行了标准实地测试，标准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在标准文本中

到落实。 

2.技术经济论证与预期的经济效益 

中国竹类资源丰富，栽培利用历史悠久。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

技术史》中指出，东亚文明过去被称作“竹子文明”，中国则被称为“竹子文明

的国度”。我国有竹类植物 39 属，500 多种，面积、蓄积量、竹制品产量和出

口额均居世界第一，素有“竹子王国”之誉。中国竹林资源非常丰富，在全世界

已知的 1300 多种竹种中，中国占 600 余种，竹林面积达 400 万 hm2，年产竹材

（600～700）万ｔ。竹林资源集中分布于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省、市、自

治区的山区，其中以福建、浙江、江西、湖南 4 省最多，占全国竹林总面积的

60.7%。近年来，湖南省临湘市鸿鹤岭林场、浙江省安吉县竹产业协会等相继获

CFCC 竹林经营认证，对促进我国竹林经营可持续起到了范围作用。与竹林经营

认证标准相配套的竹林经营认证审核导则的修订，对正确理解竹林经营认证标准

要求、规范竹林经营认证审核，指导竹林经营单位实施竹林可持续经营具有较大

意义，具有较高的预期经济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

据对比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情况，不涉及国外样品同类样品情况。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编写过程中，起草小组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收集研读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等相关标准，本文件内容符合上述法律法规，

并保持与现行标准在术语、要求等方面的一致性，在内容、要求等方面充分考虑

与相关技术标准，如 GB/T 28951—2021《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等要求的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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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前期进行的研讨与征求意见中，无重大分歧意见情况。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建议以推荐性标准形式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近年来，竹林是我国重要的森林资源，开展竹林经营认证对推进我国森林认

证进程，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规范科学的竹林认证审核指南，

对完善中国森林认证标准体系建立，指导认证机构开展竹林认证审核，引导竹林

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竹林认证具有较大意义。因此，建议竹林认证审核导则尽快发

布实施，并开展相关的宣贯活动。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建议同时废止原标准 LY/T 2276—2014 《中国森林认证 
竹林经营认证审核导则》。 

 

 

 

《中国森林认证 竹林经营认证审核导则》起草小组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