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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二）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任务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行业标准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林科发【2019】69号），《中国森林认证 非木质林产品经营

导则》（2019-LY-141）。 

（三）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农业大学、浙江省林产品质量检测站、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

中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信息所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选瑞、郭明明、赵美丽、陈子元、曹静、刘强、赵劼、于

玲、李屹峰、李晟、陆军、黄跃新、付晓燕、江大勇、王春风、吴松、张志伟、王东

红、于青军、乌吉斯古楞、于晓红、史文兵、丁文 、郭志睿、刘鑫洋、时辰，常慧娟、

刘凤民、宋彦伟、丁晓东、周建波、张立军。 

以上人员参与了外业调查、国内外资料收集整理，以及标准的编写、修改等标准起

草工作。 

（四）工作过程 

1、标准申报 

2018.12月初，按照林业行业标准申报要求，形成《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

品经营审核标准建议书》、标准框架草案等文件，2019年标准正式立项。 

2、学习有关标准文件及标准制定的方法与步骤 

接受标准制定任务后，编制人员先后学习了《标准化工作导则》（GB/T1.1-2009、

GB/T1.1-2000）、林业标准化工作实用手册，以及相关国家和地方标准。参加了国家林

业局组织举办的标准制定培训班的学习与培训，掌握了标准制定的程序与方法。通过

上述培训、会议的参与，项目组主要成员，对于国内外森林认证进展、意义、项目基

本任务等有了更加深刻了解，为标准编制、河北省国有林区森林认证试点工作的顺利

开展奠定了基础。 

3、收集有关资料，制定标准提纲 

为了得到更为全面、准确、系统的资料，编制期间，结合与本项标准相关的研究

课题，编制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围绕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相关内容和类型，搜集相关

资料，以及国家标准编制要求，在《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GB/T 

39358—2020）标准基础上，形成 “中国森林经营  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导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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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4、组成外业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 

按照方案要求，2019-2020年，标准起草组先后参加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在 4

个省区组织举办的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培训班 5 次，并且在会议上进行标准解读与

研讨。且结合培训工作，在贵州、内蒙、吉林、山东等省区，对于非木质林产品经营

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并认真总结和分析，为本规程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5、征求有关专家意见 

     2019.12月初，起草了“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导则”初稿。 

2020年 2月，森林认证标准委员会按照国标委意见，所提交的《中国森林认证－

－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国家标准审定稿进行了再次修改，“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

品经营导则”也做了相应修改。 

2020.6月，在形成“征求意见稿”，2020年 6月 6日，开始在中国森林认证官网

征求意见。 

 

2020.9 月，在网上征求意见基础上，再次对标准进行了全面修改，向标委会提交

征求意见稿。并由标委会组织，向标委会成员进行第一轮意见。第一轮征求意见 4 位

委员返回意见。 

2020.10月 15 日，按照标委会征求标委会委员意见，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20）新版规定，进行了全面修改后，并由标委会组织，向标委会成员进行第二

轮意见。 

2020.10 月 26 日，按照标委会，第二次征求标委会委员意见，第二轮仅有 1 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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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出修改意见。再次进行了全面修改后，形成审定稿。 

2020.11月 11日，按照 2020年召开的标委会全体会议意见和建议，对委员提出的

意见进行全面修改，形成报批稿。 

2021.1 月 15 日，按照最新发布的《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GB/T 

39358—2020）国家标准，对标准逐条进行修改，形成最终报批稿。 

2021年 9月，按照标委会要求，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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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进行了全面修改。 

（五）参加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组织的森林认证行业标准审查会 

2020.10.29-30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组织的森林认证行业标准审

查会在河北农业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科技发展中心一级巡视员主持，国家科技司标准处佟金权处长出席会议。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中国绿色时报》教授级高工/党委书记陈绍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

司副司长周志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于玲教授级高工、浙江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陆军研究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徐斌研究员、赵劼副研

究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王红春教授级高工、吉林松柏认证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晟和河北农业大学黄选瑞教授、成克武教授等专家近 20人参加研讨会。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黄选瑞教授承担的《中国森林认证 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审核》

标准修订项目通过审定。审定会提出的主要修改意见有： 

⚫ 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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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全面修改。 

⚫ 引用文件修改建议。删除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28951  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

经营”、 删除 “非木质林产品产品组”（2014版的 3.2）、增加规范性引用文

件“GB/T 28952—2018 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 

⚫ 术语修改。增加“受审核方、审核准则”2个术语； 

⚫ 修改“审核原则与方法”，将其分为“审核原则”和“审核方法”二章； 

⚫ 增加“审核内容”具体要求； 



 4 

⚫ 修改“审核类型”，审核类型包括初次审核、监督审核和再认证审核； 

⚫ 增加“审核方案”和“审核准备”； 

⚫ 按照即将颁布的《中国森林认证  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国家标准，全面修改“验

证方法”，且将“审核内容”改为“验证方法”，修改符合性验证表；删除了“验

证方法”中，所有涉及动物养殖内容； 

⚫ 删除附录 A中附件 6利益相关方访谈记录。 

二、标准修订理由、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修订理由 

从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试点，以及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实践来看，在取得巨大成

绩的同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非木质林产品和生产经营性珍稀濒危植物经营种类繁

多，认证主体类型多样、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水平差异显著，特别是不同的产品经营技

术要求、环境影响、面临的生态环境保护重点等不同，认证标准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1）由于已经颁布实施的《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LY/T 

2273-2014）标准，即将颁布，其内容与结构均进行了全面修改，因此，已经颁布实施

的《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导则》（LY/T 2274-2014）标准必须进行相应

修改； 

（2）已经颁布实施的《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导则》（LY/T 

2274-2014）标准，在认证中发现，存在着标准结构不尽合理，缺乏非木质林产品监管

体系等内容； 

(3)现有技术规范主要有《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 LY/T 

2273-2014）、《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导则》（LY/T 2274-2014），以

及《中国森林认证－－产销监管链》（GB/T 28952-2012)三个技术规范，缺乏分类、有

效指导认证实践的《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指南》； 

（4）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模式有待优化。随着森林认证相关管理规定的陆续出

台，对进一步规范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提出了全新要求，导则也须修订。 

综上所述，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标准导则，需要在《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

林产品经营》国家标准基础上进行全面修订。为此，在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标

准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2019 年开始，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导则行业标准与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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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同步进行修订。 

（二）主要原则 

标准化原则。在标准编写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为准则，以《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20）等国家标准为依据，使标准中的术

语描写、技术指标界定等符合相关法律和标准的要求，使标准的逻辑和行文更加准确

严密。 

综合代表性原则。本标准所涉及的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范围极其广泛，标准的制定

必须考虑到我国主要非木质林产品分布特点和典型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类型，为此，标

准制定必须体现代表性原则。 

科学实用的原则。本标准的制定，在充分考虑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的基础上，强调

所编制的标准现实指导意义和实用性。提出一个有理论依据、符合生产实际的标准，

体现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关键指标便于生产操作，力求简单易懂。 

先进性原则。根据科研单位的研究成果，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和组合，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提出能够代表当前我国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生产经营水平的和方向性的标准。 

坚持生产、管理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从方案制定、标准的提出，始终要考虑国家所

提出的林下经济发展需要，为此标准制定中充分发挥河北农业大学等相关研究教学和

管理生产部门的优势，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与协商，力求本标准体现科研单位、业务

主管部门、生产单位相结合。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鉴于《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将不再涉及《中国森林认证--森林经

营》内容，将以经营认证为基础开展独立认证，明确了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必须依托可

持续经营的森林，森林环境外大棚等设施条件下所生产经营的非木质林产品不属于认

证范围（无森林环境不属于认证范围），突出人为控制下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并且以现有

非木质林产品经营企业现实经营水平出发，简化经营规划要求内容，且规划部分合并，

不再细分类型，删除动物类经营，植物类经营部分不再区分人工与野生，统一提出要

求，环境与生态影响中，对相关内容进一步整合，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产销监管中

突出“不改变产品物理性状、未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可按照《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

程序要求，申请使用标签。在审核内容部分，逐条进行修订。 

按照在保定召开的审定会提出的修改意见，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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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对标准进行了全面修改。

与 LY/T2274-2014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28951  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 （2014

版的 2）；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28952—2018 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 

——删除了术语与定义“非木质林产品产品组”（2014 版的 3.2）； 

——增加了“受审核方、审核准则和现场审核”三个术语； 

——修改了“审核原则与方法”，将其分为“审核原则”和“审核方法”二章（见 

4；2014版的 4.1、4.2）； 

——增加了“审核内容”具体要求（见 5；2014版的 4.2）； 

——修改了“审核类型”，改为主审、预审、监督审核和再认证审核（见 6.1、6.2、

6.3和 6.4；2014 版的 6.1、6.2）； 

——增加了“审核方案”和“审核准备”（见 7.1、7.2）； 

——修改了“验证方法”，将“审核内容”改为“验证方法”，修改了符合性验证

表（见 8；2014版的 5.3）。 

——删除了“验证方法”中，所有涉及动物养殖内容（见 8.1、8.2、8.3、8.4，

2014版的 5.3）； 

——删除了附录 A中附件 6（见附件 A.3，2014版的 A.3）。 

（四）意见采纳情况 

征集到意见 42条，其中采纳修稿意见 37条，未采纳 5 条。 

所采纳的意见大部分是编辑性修改意见，其他涉及审核方法、类型等。未采纳的

意见主要原因见下表： 

标准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

见 
备注 

引言 建议增加 

吉林松柏

森林认证

有限公司 

未采纳 
没有必要，前言应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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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用文件”应补充

GB/T 19011-2013及

CNAS-SC23-2018，本标准为

认证审核用，这两份标准的

要求应列进来； 

吉林松柏

森林认证

有限公司 

未采纳 

本标准无直接引用

GB/T 19011-2013 及

CNAS-SC23-2018， 

5.2 
“操作指南”说法介

妥，建议改为“审核方法”； 

浙江

农林大学 
未采纳 统一改为“验证方法” 

  

文件结构方面，补充疫

情常态化下远程审核要求及

要点。 

吉林松柏

森林认证

有限公司 

未采纳 
疫情问题极其复杂，

难以考虑。 

表1 

不只是从何处引出的？    

是不是在“5.2审核范围”

处？  建议将表 1—表 5全部

改为附表，不再正文中体现。  

如见附表 1 、附表 2 

黑龙江省

森林保护

研究所 

不采纳 

认证重点是审核验

证，不宜作为附表出

线，应为正文。 

三、标准预期效果分析 

自 2014 年 12 月，《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LY/T 2273-2014）和

《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导则》（LY/T 2274-2014）正式发布以来，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下属的 9 个林业局、黑龙江柴河林业局、迎春林业局、汤旺河

林业局，以及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冬枣产业服务中心陆续开展了非木质林产品

认证。目前，全国非木质林产品认证面积已达 747.86万公顷，已有坚果类、浆果类、

菌类、山野菜类、蜂产品类、饮品类、鲜果类等七大类非木质林产品通过认证并贴标

上市。从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初步效果来看，非木质林产品认证进一步促进了各地

林下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促进了产品的市场准入、拓展了市场份额。随

着中国森林认证体系已经与 PEFC体系成功互认，对于增强认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挥

了显著作用。与此同时，在国有林场改革和东北国有林区停止商业性采伐的新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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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木质林产品认证的开展在保障职工利益，提供就业机会，保障林场职工基本生活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木质林产品认证工作的开展，提高了认证单位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 

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作为森林认证的重要内容在近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非

木质林产品经营过程所生产的非木质林产品，不仅需要其具有源自良好的森林生态环

境，并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的基本特性，在环境、社会及经济方面能达到负责任的经

营管理标准，这些标准确保林产品生产具有健康的林分与较高的生产力；而且经过经

营认证的林产品具有安全特性，也从整个食品链的源头，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安全。因

此，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对保证森林生态系统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

国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的种类较多，但开发利用的方式较为粗放，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中国森林认证标准已以林业

行业标准的形式颁布实施，开展森林认证的条件也已基本成熟，因此在近期应尽快在

国家层面颁布国家标准。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目前尚无类似标准，故未采用。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主要法律法规相一致： 

A.1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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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A.2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  

兽药管理条例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 

森林防火条例（修订） 

本标准在制定中，主要采用和参照以下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 28951 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  

GB/T 28952 中国森林认证 产销监管链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动物类产品不再纳入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范围。 

本标准是在即将发布的《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国家标准基础上，

全面修订。为适应当前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实际需要，以及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特点，

山粗了动物类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并且加强了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过程中森林环境

保护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要求，国家有规定要求的必须由第三方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

做环评；本标准为非木质林产品进行《中国森林认证－－产销监管链》（GB/T 2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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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提供依据。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无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废除现行的《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认证导则》（LY/T 

227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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