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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特与咨询服务，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做贡献。请访问 www.cciee.org.cn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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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森林是最重要的陆生生态系统之一，

覆盖地球陆地 31%的面积，也是陆地上 70%

动植物物种的家园。森林不仅为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木质原料，也对生态系统稳定、

生物多样性保护、淡水资源循环、减缓气

候变化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1990

到 2015 年期间，全球森林仍以每年 3%的

速度在消失。虽然毁林的主要原因是大量

的林地被转化为农业用地，但非法、不可

持续来源林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也是导致毁

林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制止毁林，保护森林的生态服务

功能，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积极采取应对措

施。发达国家相继出台法律、法规，禁止非

法来源林产品贸易，以促进可持续林产品

生产和贸易。木材主要出口国家不断加强

森林执法力度。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林产品

加工中心和消费市场，也开始采取措施支

持合法、可持续林产品贸易，包括颁布自

愿性指南，制定政府绿色采购和绿色信贷

政策等。企业界也高度关注可持续采购，

与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合作，做出了建

立零毁林供应链的承诺。这些承诺往往超

越了林产品行业本身，将焦点对准因大宗

农产品不可持续生产而导致的毁林。 

 

多个国际组织制定出了旨在推动林产

品采购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多种工具，

包括认证体系、自愿性指南和认定体系，

企业在建立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时可以根

据自身实际参考使用。 

 

随着这些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工具和指

南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

到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价值。中美可持续

城镇化 CEO 理事会，作为推动中国可持续

城镇化的中美企业跨行业合作平台，在推

动中国可持续林产品采购中将起到表率作

用。一些理事会成员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可

持续林产品采购政策。作为案例的宜华木

业、苹果、万科、沃尔玛已经通过实际行动

实施了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政策，成为其所

在行业的标杆，并赢得了相应的回报。这

些公司从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实践中实现的

价值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

方面：降低风险；提升在环境敏感市场的

竞争力；提高企业供应链管理效率和韧性；

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和客户忠诚度。  

 

理事会成员在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方面

的实践和经验为其它公司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为进一步扩大这些企业的示范效应，

本报告建议企业部门，尤其是大型行业领

头企业，采取行动，推进可持续林产品采

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措施包括：做

出实施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政策的公开承诺；

对企业目前林产品采购情况进行本底分析；

设定可度量的 5 年计划目标；推动供应商

提高可持续来源林产品供应能力；增加森

林保护和可持续森林经营领域的投资；加

强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最佳实践、知识经验

的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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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进入 21 世纪，国际社会愈发重视、倡导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共赢。森林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扭转全球毁林尤其是热带地区毁林面积持续增

加的趋势，各国政府与企业应积极推动建立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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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毁林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加剧气候
变化 

森林为生命提供保障。2015 年全球森

林面积约 40 亿公顷，覆盖陆地 31%的面

积，容纳了陆地上三分之二的动植物物种。

其中 44% 的森林位于热带生物多样性最

为富集的地区（FAO, 2015）。但 1990 到

2015 年期间，全球森林消失了

3% ，消失面积达 1.29 亿公顷，相

当于南非的国土面积。热带雨林的

消失速度更为惊人，2014 年达到

990 万公顷，占当年全球森林消失

面积的近一半（WRI, 2014）。森

林也是重要的碳库。全球森林中的

碳储存估计为 8,610 亿吨，一半以

上储存在热带森林中(Pan et al, 

2011)。毁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

排放源，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17%-24%

（WRI, 2014）。如果目前毁林率持续下

去的话，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

在 2 摄氏度内的目标将很难实现。1 
 

森林退化是全球森林面对的另一个严

峻挑战。森林退化的一般定义是指对森林

结构和功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森林内部变化，

这些变化导致森林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

或林产品的功能降低（WWF，2015）。同

毁林一样，森林退化也会影响森林生物多

样性及其储碳能力。不可持续及非法采伐

                                                            
1 全球升温不超过 2摄氏度的目标由各缔约国在 2010年联合国气候
变化公约大会上讨论并通过。 

是导致森林退化的主要原因（Kissinger, 

2012）。此外，其它许多间接因素也会导

致森林退化，如人口增加，森林管理能力

低下，林地权属不确定，以及自然资源管

理能力不足等。鉴于篇幅有限，本报告对

森林退化问题不做深入探讨。 
 

全球非法、不可持续林产品生产与贸
易加重毁林和森林退化 

2015 年全球林产品贸易额攀升至

4,920 亿美元新高，而非法采伐木材贸易

仍 占 全 球 林 产 品 贸 易 总 额 10% 左 右

（Hoare, 2015）。2000 到 2012 年期间，

非法、不可持续的采伐与毁林直接相关。

据统计，国际林产品市场交易的热带木材

约 31%来自于非法毁林，而每年来自非法

毁林的纸和纸浆出口约 61 到 64 亿美元

（Forest Trends, 2015）。每年由非法木

材采伐带来的税收流失高达 100 亿美

（INTERPOL， World Bank， 2009）。

上述数据表明全球非法木材采伐和相关林

产品贸易对全球森林带来了持续的威胁。 

 

导致非法木材采伐的原因很多。从经

济角度看，由于规避了相关法律、法规及

程序，非法采伐木材的成本和售价较低，

有更高的利润边际。受高利润刺激，非法

采伐成为导致热带地区毁林和森林退化的

重要诱因之一。 

 

如果目前毁林率持

续下去的话，到本

世纪末将全球气温

上升控制在 2 摄氏

度内的目标将很难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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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断增加的农产品生

产，如大豆、棕榈油、牛肉、橡胶，

也是导致热带地区毁林的重要因

素。但这种毁林因素在本报告讨

论范围之外，报告中不做更进一

步的阐释。       
 

中国仍然是全球绿色林产品
供应链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2015 年，中国林产品贸易总额达到

1,378 亿美元，约占全球林产品贸易额的

1/3（国家林业局，2014）。中国是全球最

大的木材进口国，从超过 100 个国家地区

进口木材，2015 年原木进口达到 4,456 万

立方米，或相当于 2014 年中国国内原木

生产量的 60%。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纸浆进

口国，2014 年进口纸浆 1,984 万吨，进口

纸和纸制品 300 万吨。同时，中国也是全

球最大的木制家具、地板、胶合板的出口

国，2015 年中国木制家具出口达到 230 亿

美元 (Forest Trends, 2015) 。 

 

但中国木材贸易中进口原料采购饱受

争议。2000 到 2015 年期间，巴布亚新几

内亚、所罗门群岛、缅甸和刚果共和国位

列向中国出口热带原木的前 4 位国家，同

时中国也是这些国家原木最主要的出口市

场。同时期，这些国家的木材非法采伐率

在 70%以上（Chatham House，2015）。

热带木材由于其稀有性和独特的材质，主

要用于加工制作木制家具，满足国内及国

际市场需求。俄罗斯作为中国最大温带原

木供应国，非法木材采伐现象也较为普遍。 

 

中国从这些高风险地区进口

木材，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木材

进口合法性、可持续性的质疑。中

国进口木材来源所产生的影响远

远超过了中国国内市场本身，因为

中国有超过 40%的制成林产品是

出口到环境敏感性市场，如美国、

欧盟、日本等。这些市场上日益增

加的对进口林产品木材来源合法、

可持续性的要求也促使中国企业必须提高

林产品供应链管理。鉴于中国林产品贸易

的规模及其作为全球林产品加工中心的地

位，中国企业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提高林产

品供应链管理能力，以保持在高附加值出

口市场的份额。  

应对 

通过立法推动木材的合法性 
2008 年以来，主要林产品进口国家陆

续出台法律、法规，确保进口林产品木材

来源的合法性。2008 年 5 月，美国对 1900

年制定的旨在打击非法来源野生动物贸易

的《雷斯法案》进行修订，将非法来源林产

品贸易包括在其适用范围之内。《雷斯法

案》修订案要求美国进口商加强林产品供

应链管理，建立尽责调查体系（Due Care 

System）以杜绝非法来源林产品贸易。美

国林产品进口商在清关时需要填写清关声

明表，列明包括树种拉丁名、木材采伐国、

数量、价值等信息。此要求有助于提高林

产品供应链的透明度。 

 

非法采伐的

木材贸易仍

占全球每年

林产品贸易

总额的 1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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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欧盟出台了《欧盟木材法案》，

并于 2013 年开始实施。法案旨在禁止非

法来源林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法案要求欧

盟进口林产品的运营商必须在

采 购 中 建 立 尽 职 调 查 体 系

（ Due Diligence System, 

DDS），确保最大可能地从供

应链中排除采购非法来源林产

品的风险。在美国与欧盟之后，

澳大利亚也于 2012 年 11 月通

过了澳大利亚《2012 非法木材

采伐禁止法案》，要求澳大利

亚进口商建立尽职调查体系，

确保木材来源合法性。日本、

韩国作为亚洲重要的林产品消

费市场，也已经展开对禁止非法来源林产

品贸易进行立法的讨论。 

 

中国目前尚无明确禁止非法来源林产

品进口的法律。但中国国家林业局开展了

中国木材合法性认定体系研究以及实施的

可行性分析。中国也通过签订双边政府间

谅解备忘录，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积极合作

制止非法来源林产品贸易。截止 2014 年，

中国已经与印度尼西亚、美国、欧盟、澳大

利亚、日本签署了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和相

关贸易的谅解备忘录或协议。此外，2015

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也讨论了广义

绿色供应链立法的提案。 

 

从木材生产国的角度，许多国家也在

不断提高本国森林施政执法能力。一些国

家为了促进本国木材加工业发展，实施了

原木出口禁令，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

法采伐木材的出口。目前全球有约 84 个森

林丰富的木材出口国家实施了禁止或限制

原 木 出 口 的 禁 令 ( 彭 国 平 ，

2014)，其中包括中国重要的林

产品原料供应国，如缅甸、印度

尼西亚、老挝、加蓬、莫桑比克

和几内亚比绍。 

 

此外区域性经济、贸易的

对 话 平 台 如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东盟（ASEAN）和中、

日、韩自贸区谈判也持续关注

合法、可持续林产品贸易及绿

色供应链问题。 

 

由此可见，目前各国立法的重点更多

是关注木材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但需要说

明的是，合法性不等于可持续性，甚至也

不能等同于负责任的林产品采购。合法性

只是迈向可持续性的第一步，是可持续性

的内在基本要求。鉴于此，建立可持续林

产品采购体系通常采用分步骤渐进的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在公共政策制定（如下面英

国政府采购政策）和企业部门实践中得到

应用。    
 

制定政策支持合法、可持续林产品 

 绿色林产品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是推动合法、可持续林产品

采购的重要手段。全球有超过 26 个国家制

订、实施了针对林产品的绿色采购政策，

合法性不等于可持

续性，甚至也不能

等同于负责任的林

产品采购。合法性

只是迈向可持续性

的第一步，是可持

续性内在的最基本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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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9 个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中国、

日本、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和瑞士。这些

国家在中央政府林产品公共采购标准中加

入了自愿或强制优先采购合法、可持续林

产品的规定(Brack，2014)。在英国，绿色

林产品政府采购从 2000 年起成为强制性

要求。 从 2014 年开始，该采购标准又进

一步提高，要求政府只能采购被证明是可

持续的林产品。 

 

2006 年 11 月，中国依据环境标志认

证体系建立了针对多种木制品的公共采购

政策。该体系评估并认证林产品生产过程

的环境影响。环境标志认证产品政

府采购清单中包括家具、复印纸和

木质板条及板条制品三个大类。环

境标志认证体系原则上对采购合

法、可持续林产品设定了较高标准，

但由于林产品政府采购标准采用

自愿性原则，且目前尚没有可验证

产品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具体操

作指南，因此影响力有限。 

 

鉴于企业目前的采购渠道多元，标准

不一，本报告因此将关注合法性作为起点，

以激励企业立即采取行动，并在此基础上

更近一步，推进可持续供应链的建立。     
 

 绿色消费政策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是国际社会对社会

经济发展的新共识。 关于该议题的讨论可

                                                            
2 “赤道原则”于 2003年制定，是用于解决项目融资中可能遇到的社
会和环境问题的全球性金融行业基准。 

以追溯到 1992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 2002 年约翰内斯堡

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2002 年世界可持

续发展峰会上建立了支持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的马拉喀什进程。2012 年在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里约+20 峰会上，各国首脑重申了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重要性，并签署了基

于马拉喀什进程的 10 年项目计划。绿色消

费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此全球背景下，中国也采取行动推

进绿色消费。2016 年 2 月中国发展改革委

员会联合其它 9 部委印发了《关于促进绿

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旨在建立促进绿色

消费的长效机制和发展绿色产品市场。绿

色消费市场的发展要求企业提供可以追溯

的绿色产品。推而广之，可持续林产品采

购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是推动绿色消费市

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  
 

 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政策是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政

策调整引导资金流向能促进社会减少环境

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节约自然资源，支持

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发展的行业领域。全球

范围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绿色信贷举措

包括 “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

EP）2 以及“银行环境倡议”（Banking 

Environment Initiative） 。3 

 

3 该倡议由银行业牵头，支持企业推动净零毁林供应链方面的行
动，在金融界得到了较广泛的支持。 

全球范围内，有超

过 26 个国家制订

并实施了针对林产

品的绿色政府采购

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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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以来，中国也积极推动绿色信

贷发展。2012 年 2 月中国银监会印发了

《绿色信贷指引》，明确了商业银

行在国内和国外开展绿色信贷，支

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2016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

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

体系的指导意见》，动员并激励更

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促进

可持续发展。绿色信贷、绿色金融

的发展，为建立可持续供应链的企

业融资提供了更多机会，如获取优惠利率

贷款以及优先发行绿色债券等。  

 

发布、实施“零毁林”倡议 
为遏制全球不断加剧的毁林现象，近

年来政府、企业、国际组织提出了一系列

零毁林倡议。 

 

2008 年，欧盟提出将努力确保到

2020 年把热带雨林毁林的面积在 2008 年

的水平上减少一半。2010 年消费品论坛

（Consumer Goods Forum）提出“森林

决议”，设定了 2020 年实现净零毁林的目

标。2013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提出了“零非法毁林”目标。2014 年 9 月

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36 个国家，

50 家大公司和超过 50 家非政府组织代表

签署了《纽约森林宣言》，提出到 2020 年

将毁林面积降低一半，并于 2030 年消除

毁林的目标。2015 年 12 月在巴黎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COP21 )边会上，来自英国、

法国、德国、荷兰和丹麦五国的部长签署

了《阿姆斯特丹宣言》，敦促欧盟委员会杜

绝导致毁林的农林产品进入欧洲市场。 

 

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

巴西 2015 年提出了到 2030 年在亚马逊地

区 实 现 零 非 法 毁 林 的 目 标  (Mooney, 

2016)。由此可见，零毁林目标已经逐步成

为全球共识，各方都积极做出了目标明确、

有时间约束力的公开承诺。 

 

同时，保护森林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重要内容之一。2015 年 9 月联合

国峰会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该议程涵盖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目

标 15 涵盖了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制止森

林面积减少的内容。未来 15 年内，各国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将会进一步推动

森林可持续经营，并建立、完善可持续林

产品供应链。  

 

中国也积极采取行动减少全球毁林和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 2014 年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

划(2014-2020 年)》，明确指出到 2020 年

全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比 2005 年增

加 4,000 万公顷和 13 亿立方米（国家林

业局，2014）。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强调了

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在刚结束

的杭州 G20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

中国将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包括实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推而广之，可持续

林产品采购和可持

续供应链管理是响

应、推动绿色消费

市场发展的内在要

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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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立绿色林产品供应链既符合中

国制定实施的绿色经济发展战略，也将对

减缓全球面临的毁林及气候变化压力发挥

重要的作用。 

 

有志于实施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企业可以

参考、采纳已有的相关认证、认定和支持

项目，更好地实现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目标。

关于这些认证、认定和支持项目的更多详

细信息请参看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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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实现可持续采购的价值 

本节通过实际案例描述了企业在实施可持续
林产品采购中采取的各种行动，分析、总结

了企业从中所实现的各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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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木业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注木家具、木地板等木制品生产销售的

上市公司，也是中国木质家具的知名品牌。

2014 年其家具及地板销售收入达 44.16 

亿元人民币（7.12 亿美元）。作为一家出

口导向型企业，宜华木业产品主要出口到

北美和欧洲市场，海外市场销收入占公司

总销售收入的 80%。宜华木业已经先后在

海外 35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注册商标。宜华

在国内建立了 600 余家专卖店，和 16 家

家居旗舰店。  

2014 年公司原木、锯材原材料的海外

进口、国内采购和自有林地供给占比分别

为 45%、35%和 20%。公司通过国内贸易

商从俄罗斯、非洲、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

地采购奥古曼、松木、桃花芯与沙比利等。

公司在国内拥有 2 万公顷的速生丰产林基

地作为原料林，并在非洲加蓬拥有约 35 万

公顷林地。 

 

宜华木业是最早一批关注合法、可持

续木材原料采购的中国企业，并采取了具

体措施推动可持续木材采购。  

 

 宜华木业通过了 ISO14001 认证，有完

整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 

 2005 年宜华木业作为第一届成员参加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森林贸易网

络-中国项目（ GFTN-China），倡导

“合法采购”理念并落实到企业的原材

料采购管理体系中。 

 作为 WWF GFTN-China 的成员，宜华

木业制定并实施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

份有限公司林产品采购政策》、《材料采

购及供应商管理程序》，及《木材供应链

管理制度》，从企业内部供应链角度，采

取具体步骤、措施保障合法木材采购，要

求采购的木材来源清晰、合法。 

 2006 年宜华木业获得“中国环境标志产

品”认证。 

 2008 年，宜华木业开始建立 FSC-CoC

森林认证产销监管链体系，并于 2010 年

7 月通过 FSC-CoC 产销监管链认证，获

得 FSC CoC 证书，确保可持续木材原料

采购。 

 宜华木业与优质原料供应商建立了稳定、

长期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在黑龙江伊

春、南美洲、俄罗斯等地拥有原料战略合

作伙伴，确保能更清楚地了解采购原料

的合法性、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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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木业积极在国内外建立自己的木材

原料林，并制定了可持续森林经营方案。

通过直接参与木材供应，企业能更好在

供应链中剔除非法、不可持续的林产品。 

 2015 年，宜华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 6

家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和 9 家中国林

产龙头企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边会上

共同发起的 “森林宣言”，承诺到 2030

年 100%实现避免或剔除造成“毁林”等

生态环境破环的木材采购。 

 2016 年宜华木业参与了 2016《中国林

产工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活动，分

享了企业促进合法、可持续林产品采购

的实践。 

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

公司，也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在

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和独特消费体验

的同时，苹果公司也在实践企业社会环境

责任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环境可持续是苹果公司的核心价值和公

司发展战略之一，得到公司最高层的支

持。苹果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由公

司环境社会责任副总裁牵头，并直接向

CEO 汇报。环境、政策与社会项目办公

室跨部门与公司其它多个部门团队合作，

确保涉及公司价值理念（包括环境价值）

的决策得到公司最管理层的认可和支持。 

 公司的环境战略包括三个优先领域：气

候变化、资源节约与使用效率、更安全的

原材料。 

 在资源使用领域，公司致力于实施负责

任的林产品战略，具体包括：提高产品纸

质包装的使用效率，减少对木材原生纸

浆（非回收来源）的使用，保护可持续经

营的森林。  

 公司还对产品纸质包装所需的木制纤维

总量做了基线评估，并发布《纤维足迹》。 

 为了更有效使用纸产品，苹果公司已经

减小了产品的纸包装，增加了使用回收

纸的比例，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纸产品

使用效率。2015 财年，公司产品包装用

纸中超过 60%来自回收的木制纤维。 

 苹果公司积极实施负责任的木制纤维采

购政策，要求其供应商只采购来自可持

续经营森林、或可控木材来源的木制纤

维。苹果公司会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审计，

上述行动表明了宜华对可持续林产品

采购的重视。其具体行动和措施涉及到木

材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坚持可持续林产

品采购已成为该公司发展的内部共识。除

了有内部相关制度保障外，公司还指定了

专门的副总裁负责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的

建设。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使该公司在向环境敏感型市场出口的

业务中降低了法律法规风险。在发达国家

不断提高合法、可持续林产品市场准入要

求的条件下，公司 2012 到 2014 年在这些

市场的销售依然保持了增长态势。此外，

公司也被纳入了中国绿色林产品政府采购

供应商名单，提高了公司的同业竞争优势。 



可持续城镇化 CEO 理事会 

13  
  

确保其满足上述要求。公司在发布的《可

持续纤维规范》中做出了说明：苹果公司

不接受原产地不明的木材；非法采伐的

木材；从高保护价值受威胁区域采伐的

木材；损害社区传统权益或民众权益采

伐的木材。无论是苹果公司自行选择的

原料还是供应商选择的原料，苹果公司

都要求所有用于包装或印刷的木制纤维

以及非木制纤维（如果适用）经过下列可

持续管理或采购认证体系的认证或认可：

通过森林可持续管理委员会 (FSC)认证；

通过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认

证；符合森林可持续管理委员会可控木

材认证；其它由苹果公司评估并认可的

认证体系。 除要求供应商通过相关认证

外，苹果公司也要求其供应商提供通过

认证的证据，包括通过产销监管链认证

的 FSC 可控木材证书，FSC 产销监管链

（CoC）证书，PEFC 产销监管链（CoC）

证书，或其它由苹果公司评估并认可的

产销监管链体系。对所有供应给苹果公

司的新原料，苹果公司要求供应商填写

合规声明（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声明中必须包括下列内容：纸生产厂商

或加工工厂的名称、地址；木制纤维的原

产国；认证产品的数量；产品中原生纸和

回收纸的数量。 

 苹果公司对供应商进行审计，确保供应

商遵守上述规定。 

 为遵守美国《雷斯法案》修订案和《欧盟

木材法案》，苹果公司禁止在任何产品和

产品包装中使用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

作为全部或部分原料。当苹果公司提出

要求时，供应商应提供其生产过程中没

有使用非法来源木材的证据。 

 2015 财年，苹果公司产品包装使用的木

质纤维中 99%达到了上述的《可持续纤

维规范》。公司的目标是其产品包装中的

木制纤维 100%符合该规范。 

 苹果公司还投入相当的资源支持可持续

森林经营。苹果公司的努力已经不止于

抵消其木制纤维的环境足迹，而是力求

增加来自可持续经营和认证来源的木制

纤维的总供给。通过保护或新增可持续

经营的森林，苹果公司力图使这些木制

纤维来源能满足公司产品包装的需求。

为实现该目标，苹果公司与保护基金

(The Conservation Fund )合作，保护了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和缅因州共 36,000

英亩(14,569 公顷)的可持续经营森林。

这些森林不仅能提供大量的可持续采伐

的木材，还保护了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价

值。苹果公司也启动了与世界自然基金

会在中国为期 5 年的合作项目。2020 年

前，项目旨在推动中国南方 5 省 100 万

英亩（40.5 万公顷）人工林达到可持续

经营管理标准。此项目的实施将增加中

国可持续管理森林的面积，包括增加 30

万英亩（12.15 万公顷）FSC 认证森林，

以及提高 70 万英亩（28.35 万公顷）森

林的可持续经营水平。同时，该项目也将

在中国推动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框架，

并在中国建立长期市场激励机制，推动

对可持续来源纸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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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集团 
万科集团是中国最大的住宅建设企业，

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旗舰公司。2015 年，

万科集团利润为 331 亿元人民币（51.8 亿

美元），年销售收入 2,615 亿元人民币（410

亿美元）。  

 

万科集团楼盘基本是精装修出售，企

业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政策涵盖多种产品类

型，包括地板、橱柜、收纳柜、木门及纸制

品。万科集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

动企业可持续林产品采购。  

 

 万科集团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 

 环境可持续性是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之

一，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共识并得到最高

层的支持。2007 年以来，万科集团持续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布企业的环

境表现，介绍其在绿色建筑、资源有效利

用及环境保护方面的行动。 

 万科集团总部大楼设计及建造采用了绿

色建筑标准，并通过了美国绿色建筑协

会 LEED 铂金认证。大楼建设中以及室

内装修装饰都使用来自可持续经营森林

的木材和木材产品。 

 在 2015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的边

会上，万科与其它中国林产品企业签署

了 WWF 中国提出的“森林宣言”，承

诺到 2030 年 100%实现避免或剔除造成

毁林等生态环境破环的木材采购。 

 万科集团还通过建筑施工技术创新减少

木材使用。与传统建筑施工技术不同，万

科集团在住宅建设中采用并推广了“住

宅产业化”技术，即通过高效使用预制件，

大幅度降低施工现场的木材使用。这一

技术的应用还有助于缩短工程建设周期，

提高资金周转率。 

 万科集团是转向可持续木材采购的首批

中国房地产企业之一。2011 年 12 月万

科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森林贸易网

络（GFTN-China）中国项目，成为会员。

作为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万科的加

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于俄罗斯远东

地区阔叶橡木非法采伐的情况严重，公

司在实木复合地板采购中，明确承诺不

再采购俄罗斯橡木地板。万科集团在

GFTN 会员审核中进展明显。2011 年、

2013、2015 年万科林产品采购中来自未

苹果公司致力于最大程度上减少公司

的环境影响，包括木制纤维采购的环境影

响。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苹果公司品牌的

价值。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自然

资源保护协会（NRDC）2015 年最新发布

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数排名榜上，在国

内外 167 个品牌中，苹果公司排名第一。

通过实施可持续纤维采购政策，要求 FSC

或 PEFC 认证，苹果公司能更好地确保其

产品包装中木制纤维原料的合法性和可持

续性。这有助于公司将违反林产品原料合

法性和可持续性要求的法律政策风险和声

誉风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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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源的占比不断下降，从 90%下降到

30%，再到 0％。公司向着合法、可持续

来源供应链的目标不断迈进。 

 万 科 集 团 还 敦 促 其 地 板 供 应 商 加 入

WWF GFTN-CHINA，带动了上游供应

商建立可持续林产品采购体系，扩大了

其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影响力。此外，万

科集团也积极与木材产品供应商合作，

共同解决供应商在转向可持续来源林产

品供应中面临的问题。例如，万科集团与

其供应商合作，共同寻找、确定高风险、

珍稀木材的替换品种。万科集团实施的

合法、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政策已经在其

供应链上产生了涟漪效应。 

 万科集团还牵头形成产业联盟共同推进

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近期，万科集团与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中城联盟，及其它房地产企业、非政府机

构合作发布了“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

行动”（以下简称“行动”）。首批有 48

家房地产及关联企业参加并承诺坚持实

施绿色林产品采购。其中有 21 家承诺建

立地板、人造板绿色木材供应链。房地产

企业将加强与 WWF 合作，建立尽职调

查体系，建立绿色木材采购和木材原料

来源追踪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绿色木

材供应链行动方案如果能按计划实施，

将有可能带动中国市场上 50%或更多地

板产品使用来源合法的木材和 FSC 认证

的木材。   

 

  

万科集团在中国地产业的领军地位

不仅体现在年销售额，也反映在企业对绿

色建筑及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承诺上。万

科借助其产业龙头企业地位，通过建立产

业联盟，加强与供应商合作，不断扩大其

承诺的影响力。 

 

万科集团是中国地产公认的标杆企

业，其在林产品可持续采购中取得的进展

和成绩无疑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声

誉价值。对中国日趋成熟的地产市场而

言，品牌声誉价值至关重要。它将有助于

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并拓展企

业的业务增长空间。此外，公司的一个重

要客户群是受过高等教育，环境意识不断

提高的新兴中产阶级。可持续林产品采购

也能有助于吸引此类客户的兴趣和业务。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地产企业赴海

外寻求投资机会，万科集团因其良好的企

业声誉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比其他竞争

者将赢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也正是因为在

可持续林产品采购上的承诺，万科在开拓

海外业务过程中，把相关法律、法规方面

的违规风险也降到了最低。 

 

万科集团在绿色林产品供应链管理

上的示范作用和取得的进展表明可持续

林产品采购可以在中国实现，并且能实施

得很好。万科集团的案例也能打消很多中

国企业在实施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前的担

忧和顾虑，并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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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 
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公司目

前在全球 28 个国家拥有超过 70 个品牌，

500 家分店，并在 11 个国家设立了电子商

务网站，每周吸引超过 2.6 亿顾客。2016

财政年度（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公司营业收入达到近 4,821 亿

美元，全球员工总数约 220 万名。沃尔玛

1996 年进入中国深圳，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已经在中国 19 个省、2 个自治区以

及包括 4 个直辖市在内的 168 个城市开设

了 423 家商场，并拥有约 10 万名员工。

沃尔玛中国与超过 7,000 家供应商建立了

合作关系，销售的产品中本地产品超过

95%。 

 

沃尔玛重视环境可持续性，并通过一

系列行动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减少其

环境足迹。    

 

 2007 年，沃尔玛启动了“可持续发展 

360”项目。强调在减少公司直接环境足

迹外，把可持续的理念延伸到企业供应

商、客户和同行领域。项目制定了三个具

体目标：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实现

“零”废弃；以及出售有利于资源和环境

保护的商品。 

 沃尔玛采取行动提高供应链的环境可持

续性。2008 年，沃尔玛在北京召开全球

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并

承诺将建立对环境和社会发展负责任的

全球供应链。 

 2012 年，沃尔玛重申并强化之前在全球

可持续供应链领域的承诺，宣布了一系

列新举措，包括使用可持续发展指数筛

选供应商，支持建立旨在提高消费品可

持 续 性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联 盟 （ The 

Sustainability Consortium，TSC)。 

 沃尔玛实施“减少使用，重复使用，回收

利用”的策略最大程度地减少废弃物，包

括纸质包装。公司采取了创新性的解决

方案。例如，沃尔玛收集部分门店的包装

纸板，将其变为制作披萨外带纸盒的原

材料。该活动节约的纸板相当于减少了

125,000 棵树的砍伐。在其电子商务销

售中，沃尔玛开发了新尺寸的包装盒，在

不影响保护商品功能的前提下，将纸板

包装盒利用率提高了 30%。据公司估计，

该措施每年减少了 720 万立方尺（20 万

立方米) 纸板包装消耗，相当于避免了

10 万棵树的砍伐。这些创新帮公司有效

减少了对原生木制纤维包装的需求。 

 沃尔玛还积极参与并推动在可持续性领

域跨行业的合作。例如，沃尔玛牵头创立

了“可持续发展联盟”，并加入了“消费

品论坛”（CGF)。作为消费品论坛的成

员，公司支持消费品论坛通过的“毁林决

议”，即到 2020 年时，实现净零毁林。

公司也是 Closed Loop 基金的成员。该

基金管理着 1 亿美元的社会影响投资基

金，用于提高产品和包装的回收利用率。

该基金的成员还包括其他大型企业，如

可口可乐公司、联合利华、宝洁、3M 和

高盛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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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玛与保护机构积极合作以提高自身

的环境绩效。例如，沃尔玛在 2008-2011

年期间参加了 WWF GFTN 网络，通过

此合作，公司逐步剔除供应链中的非法

木制品，同时增加对通过认证木制品的

采购。 

    
 

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价值体现 
以上案例分析反映出可持续林产品采

购为企业在多个层面上带来的价值。 

 减少风险 
可信度高的可持续供应链能够提供更

好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帮助企业在供应

链中清除未知来源、非法及高风险的林产

品。由可持续供应链提供的合法性保障可

以帮助企业有效降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风险和声誉风险。  

 

2008 年以来，主要发达市场陆续出台

制止非法来源林产品贸易的法律法规。已

建立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的企业能更快更

好地满足这些新要求。而对于没有建立可

持续林产品采购体系的企业，要么丧失市

场份额，要么面临卷入耗时耗力法律诉讼

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可持续性认

证能帮助企业在林产品供应链管理中最大

程度减少采购非法来源林产品的风险，但

认证本身并不能确保企业满足美国《雷斯

法案》修订案、《欧盟木材法案》、澳大利

亚禁止非法木材采伐禁令中合规的要求。 

 

已经建立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的企业

还能够更好地保护企业声誉。目前，非法

木材采伐和不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日益成为

媒体及环境保护组织关注的重点。采购非

法来源林产品，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一

定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警觉。而一旦揭露

出来，将会对公司声誉带来极大的打击。 

  

沃尔玛的经营规模对其上游供应商

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沃尔玛在可持续采购

领域的承诺有可能推动其供应链上不同

企业行为的转变。通过提高可持续林产品

供应链管理，沃尔玛能够减少违反林产品

相关法律、法规的风险。可持续供应链，

由于其透明性和可追溯性，比起常规的供

应链要更胜一筹。可持续供应链也能帮助

企业梳理供应链的每个环节，提高供应的

稳定性。沃尔玛主动向供应商提供培训和

帮助，推动他们朝着可持续性方向努力。

这种合作有助于加速整个供应链向可持

续性转型，提高公司在供应链管理上的效

率，也为大公司与供应商的可持续供应链

合作模式树立了榜样。 

 

此外，随着消费者的环境意识不断提

高，他们在购买商品时也开始关注、认可

产品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价值。从更广

的角度讲，可持续林产品采购也有助于公

司实现其遏制由大宗农产品生产导致毁

林的目标（即大豆，棕榈油，牛肉等商品

生产带来的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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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绿色和平组织曾经曝光金光纸

业（APP）在原料林基地建设

中毁坏天然林，并将其转换成

纸浆人工林的行为。几乎一夜

之间，金光纸业失去了其 130

个主要企业客户。 尽管金光纸

业在危机之后努力调整公司策

略，参与并推动绿色发展，但

公司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

复原有客户的信任，并重新赢

得他们的业务。 另一个案例是

美国一家最大的硬木地板零售

商在 2015 年因涉及采购、销售由俄罗斯

远东地区非法采伐木材制成的木地板，违

反了《雷斯法案》修订案，被判罚 1,320

万美元罚款。  

 

 提升在环境敏感市场的竞争力 
主要发达国家市场已经提高了进口林

产品的环境标准。为保住进入这些市场的

资格，中国企业需要建立可持续供应链以

确保所采购林产品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企业来讲的话，这

些新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商业发展机遇。前

面宜华木业案例中，由于企业已经建立了

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在市场新环境要求

实施后，公司的海外市场销售没有下降，

反而有所增长。   

     

 提高企业供应链管理效率和韧性 
建立可持续供应链的过程，也是企业

梳理供应链、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的过程。

可持续林产品采购体系能帮助企业提高供

应链的持续性和韧性，并帮助

企业抵御因突发事件或意外政

策调整对供应链所造成的影响。

例如，在缅甸政府 2014 年颁布

原木出口禁令前，云南省的一

些家具企业严重依赖从缅甸进

口的木材原料。该禁令的实施

切断了这些企业的主要木材原

料来源，导致部分企业经营无

以为继，最终倒闭。与之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已经建立可持续

林产品采购体系的公司（如宜华木业等），

在供应链中已经剔除了来自于缅甸的高风

险木材，所以该禁令对这部分企业的经营

影响很小。     

 

 提升品牌和客户忠诚度 
品牌和产品密不可分。可持续采购能

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提高品牌对公众的

吸引力，并增加客户的忠诚度。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开始认同隐含在产品中的可持续

性价值。致力于可持续采购的企业能更好

获得可持续供应链带来的价值，譬如客户

多次购买此类商品，以及销售量的增加。

行业领军企业如苹果公司、万科集团对可

持续供应链的重视，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可持续采购为企业、为环境、为社会带来

的价值。 

 

上文对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为企业带

来的价值所做的分析和总结，与已有研究

中的许多发现都很契合。这些研究中总结

可信度高的可持续

供应链能够提供更

好的透明度和可追

溯性，帮助企业在

供应链中清除未知

来源、非法及高风

险的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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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供应链的价值包括减少违规风险、

改善公共关系、提升企业品牌等

(WWF, 2015)。 此外，WWF 最

近开展的一项对全球 54 家零售商

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公开承诺

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企业，在企业

供应链稳定性、风险管理、品牌声

誉、多利益方参与等方面，比没有

进行类似公开承诺的企业能获取

更多的益处和价值 (WWF 即将发

布的报告) 。这又进一步表明，实

施可持续林产品采购不仅有利于森林保护，

也能为企业经营带来收益。 

 

案例经验总结 
以上案例分析表明，建立有效可持续

林产品供应链需要以下要素。  

 

 高层管理团队支持和企业内部共识 
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支持是改变公司行

为最有效的驱动力。公司高级管理层需要

将建立、实施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纳入公

司发展战略，并匹配相应的资源。此外，公

司高级管理层也需要加强公司内部对可持

续林产品供应链战略的沟通，形成企业内

部共识。苹果公司和万科集团的案例很好

地印证了这点。    

 

 清晰的目标和绩效指标 
公司应当对目前供应链进行全面的本

底评估，识别潜在的风险，并设定高标准

但可行性强的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目标。同

时，公司应当制定实施路线图，明确具体

方法及阶段性目标来支持总体目标的实现。

这些阶段性目标应当被分解并形成具体的

绩效考核指标，从而明确公司内部不同层

面和部门的员工在向目标推进过程中的不

同责任。  

 

 可追溯性与透明性 
公司应当采取主动、系统的方式提高

其林产品供应链的可追溯性及透明度。 公

司需要利用新技术，采用适合的追踪体系

和工具。在万科集团与苹果公司案例中，

两家公司都采用了在保证可追溯性上信誉

最高的认证体系。当然，这并不意味公司

应当将其在可追溯性上的责任全部“外包”

给外部认证机构。相反，公司应当在通过

认证的基础上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完善

内部供应链追踪系统，并在必要时对供应

商进行实地走访、检验。   

 

 关注环境和社会影响 
确保合法性只是公司可持续林产品采

购体系建立的起点。任何一家负责任的企

业都需要考虑其商业行为和采购实践对环

境、社会的总体影响。环境、社会影响涵盖

面很广，包括对动植物栖息地、高保护价

值森林的影响，对水源和土壤的影响，经

济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以及当地社区的生

计问题等。苹果公司支持可持续森林经营

的努力就是很好的例子。   

可持续林产品采购

体系能帮助企业提

高供应链的持续性

和韧性，抵御因突

发事件或意外政策

调整对供应链所造

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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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建议 

几乎所有的公司，无论身处哪个行业，在其业务
或设施中都直接或间接涉及林产品采购。大型的
中国公司及国际跨国公司在影响上游供应商、推

动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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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承诺实施可持续林产品采购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同行业或跨行业

的公司应该联合做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

性的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公开承诺。这种公

开承诺有助于形成足够规模的市场需求，

从而推动整个市场转向更可持续的方向。

同时，做出公开承诺也意味着公司将承诺

目标、实施进展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这将

进一步激励公司采取积极行动兑现承诺。      

 

开展本底评估 
成功建立可持续供应链始于对公司目

前供应链的全面本底评估。通过本底评估，

公司能够发现当前林产品供应链在合法性、

可持续性方面的关键问题和信息缺口。这

对于公司制定迈向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战

略和实施路线图至关重要。 

 

本底评估对新接触可持续林产品采购

的公司尤为重要。如果不投入足够的资源

开展本底评估，不准确识别出风险以及降

低风险的切入点，公司最后形成的可持续

林产品采购战略很可能是错位的。而这样

的战略从长期看往往效率低、浪费大，并

且难以持续。  

 

设立高标准、可度量的 5 年目标  
基于本底评估，公司应当设定清晰的

5 年目标，明确公司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占

所有林产品采购的比例目标。公司应当设

立重要的阶段性目标用于衡量最终目标的

实现进度。 

5 年目标不仅是一个目标，也是指导

公司实现可持续林产品采购行动的工具。

5 年的时间期限可以根据公司具体情况进

行调整。通常情况下，5 年是比较合理的中

期目标时间框架，能让公司有时间实质性

地实施其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战略，并取得

阶段性的可度量的进展。 

 

带动供应商 
公司对上游林产品供应商的带动很重

要。从长期看，成功建立可持续供应链取

决于公司与其供应商的合作。这种合作能

为林产品合法性、可持续性，以及验证体

系的选定提供更充分的信息。 

 

缺乏合格的供应商是公司向可持续林

产品采购转变中常见的挑战。对那些需大

量采购林产品的公司而言，这个问题尤为

突出。与其坐等更多合格的供应商自然出

现，公司更应该与其供应商主动沟通，开

展合作，寻觅解决方案，共同应对建立可

持续供应链的问题和挑战。这种合作也会

为双方带来新机遇。在沃尔玛和万科集团

案例中，两家公司都与其供应商建立了紧

密合作关系，包括为供应商提供培训，或

协助供应商探寻解决方案，从而加速了整

个供应链向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增加可持续森林经营与森林保护投入 
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政策能够帮助企业

确保林产品原料来自负责任经营的森林。

但行业领军企业应当、也有能力更进一步，

增加对可持续森林经营以及高保护价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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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投入，为解决毁林和气候变化作出更

多贡献。苹果公司在美国与保护基金的合

作，在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合作，很

好的例证了公司对可持续森林经营以及森

林保护的支持。 

  

促进最佳实践与知识的分享 
公司应当充分利用由行业协会、环境

保护组织，以及多种林业相关倡议搭建的

各种平台。这些平台通常为公司提供了学

习和分享最佳实践以及创新理念的机会。

例如，在上述案例分析中，苹果公司和沃

尔玛在产品包装上采取的创新性措施为公

司赢得了巨大的环境效益。这些措施包括 

减少包装尺寸，使用更紧凑的纸板包装， 

实施可持续采购政策等。这些可复制的创

新性措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在企业之间进

行分享，也能激发更多的公司重新思考和

改进其产品包装设计。 

 

对 CEO 理事会成员而言，理事会本身

就是很好的进行最佳实践和知识分享的平

台。考虑到理事会成员公司涉及的行业领

域较多，情况也各不一样，在可持续林产

品采购方面已比较成熟的公司有很多有益

的经验、信息可以与其它的公司分享。公

司之间可以结成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交流

伙伴，通过相关培训、研讨会、员工短期交

流借调，加速可持续林产品供应链的建立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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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国际环境和林业认证体系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992 发布的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是世界首个国际

环 境 标 准 。 ISO 1400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EMS)设立了标准和实施框架，用于企业

或组织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来控制企业活

动、 产品和服务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 

 

尽管 ISO 14001 不是专门解决可持续

采购的体系，但其要求建立的内部管理体

系和程序是任何成功的可持续供应链管理

的基础。 

 

ISO14001 最新版本（2015）更强调

企业需采取主动环境风险控制措施，将可

持续资源的使用、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等纳入考虑范

围内。ISO14001 的框架也可以对公司提高

林产品供应链管理的可持续性有所帮助。

ISO14001 由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认证。

全 球 目 前 约 有 25 万 家 公 司 通 过 了

ISO14001 的 认 证 (BSI ， 2013) 。 中 国

ISO14001 认证发展迅速，目前 3 万多家

企业通过了 ISO14001 认证。 
 

 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认证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是全球性的森

林认证体系。 FSC 是于 1993 年建立的独

立、非营利性机构，旨在推动负责任森林

经营，并得到国际 NGO 的支持。FSC 被

认为是对森林管理和林产品追踪的黄金标

准认证，包括适用于森林拥有者和管理者

的森林经营认证（FM），以及面向贸易商、

加工商、生产商、分销商的产销监管链认

证（CoC）。作为高标准、高信誉度认证体

系，FSC 能确保所有拥有 FSC 证书的林产

品和原料的有效性和一致性。通过推动生

产者履行社会、环境责任， FSC 帮助在负

责任经营的森林和最终消费者之间建立了

直接的纽带。FSC 认证由授权的第三方认

证机构开展。FSC 证书有效期为 5 年，但

证书持有企业需要每年进行年审确保满足

FSC 标准。 

 

截止 2016 年 9 月全球 FSC 森林认证

面积为 1.91 亿公顷，获得产销监管链证书

企业 31,271 家。中国通过 FSC 认证的森

林面积为 91.6 万公顷，获得 CoC 认证的

企业为 4,600 多家（FSC，2016）。 
 

 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PEFC）认证 

PEFC 是另一个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林

产品供应链认证的全球标准，由第三方独

立认证机构开展认证。PEFC 建立于 1999

年，主要应对小型家庭林主的需要，并作

为国际联盟性质组织对森林认证国家标准

提供独立评估和互认。目前 PEFC 已经在

全球互认了 38 个体现本国实际与优先工

作领域的国家森林认证体系。各国家森林

认证体系都需依照 PEFC 独特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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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通过严格的第三方评估，以确保与国

际要求的一致性。PEFC 是全球认证森林

面积最大的体系，认证的森林面积达 3 亿

公顷，占全球森林认证面积的三分之二，

并有 18,600 家企业获得了 PEFC CoC 证

书（PEFC, 2016）。 

 

2014 年 2 月 PEFC 与中国森林认证

体 系 （ Chinese Forest Certification 

System, CFCS）实现互认。截至2015年，

中国共有 19 家森林经营单位通过 PEFC

森林经营（FM）认证，总认证面积达 

5,620,093 公顷。通过 PEFC 产销监管链

（CoC）认证企业超过 200 家。PEFC 由

第三方独立的认证机构开展，证书有效期

三年。    
 

 欧盟 FLEGT 认证（FLEGT license） 
欧盟在 2003 年提出了森林执法、施

政 与 贸 易 （ Forest Law Enforcement 

Governance and Trade, FLEGT）行动计

划，旨在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良好森林

执法、施政，打击非法木材采伐与贸易，促

进木材生产国消减贫困。FLEGT 行动计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木材生产国和欧

盟 之 间 签 署 “ 自 愿 伙 伴 关 系 协 议 ”

（Voluntary Partnership Agreement），

确保只有合法来源的木材和木制品才能进

入欧盟市场。 

 

FLEGT 证书是由 VPA 木材生产国颁

发，用于证明出口木材和木材产品的合法

性。具有 FLEGT 证书的林产品出口欧盟

将免于欧盟木材法案的检查。目前全球有 

6 个国家与欧盟正式签署了 FLEGT VPA 

协议。印尼将在 2016 年 11 月颁发全球第

一张 FLEGT 证书。欧盟与中国建立了双

边协调机制，提升中国对 FLEGT 的认识，

了解中国对 FLEGT 证书木材的需求。  
 

 绿色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 认证 

作为评价绿色建筑的工具，绿色能源

与环境设计先锋奖(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 认

证 于 2003 年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发起。

LEED 认证采取评级方式，推荐建筑使用

当地或区域内的原材料，并对使用 FSC 木

材给予加分。LEED 由第三方认证机构进

行认证。 LEED 在中国业务快速增长。

2015 年中国 LEED 认证面达到 2,197 万

平方米，注册项目 2,022 个（LEED，2015）。  
 

其它国际组织指南、工具和支持项目  
除了上述的认证体系外，还有多个机

构提供标准、指南、工具以及支持项目（包

括能力建设）。这些资源通常采用分步提

高方式，帮助公司将确保合法性作为起点，

最终实现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目标。  
 

 尽职调查体系(Due Diligence System, 
DDS), 欧盟 

强制要求欧盟林产品进口企业、贸易

企业建立尽职调查体系是欧盟木材法案

（EUTR）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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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关于供应链的信

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风险抵减。目前，欧盟

批准了 6 家认证机构向欧盟林产品进口企

业 、 贸 易 企 业 提 供 尽 职 调 查 体 系 (Due 

Diligence System DDS)服务，尽量降低

林产品来自非法采伐的风险。这 6 家机构

主要是国际认证公司，包括毕威（BV），

通标公司（SGS）和 Nepcon。毕威（BV）

中国公司自 2014 年开始在中国提供 DDS

服务，并已经向企业客户颁发了超过 100

张表明木材来源合法性的 DDS 证书。通标

公司中国公司向中国企业客户提供 DDS

咨询服务，但不颁发证书。   
 

 森林信托基金（The Forest Trust, 
TFT) 

森林信托基金（TFT）是总部在英国的

非营利性组织，向会员提供木材来源合法

性验证及可持续林产品采购体系建立的服

务。2011 年 TFT 面向企业发布了“好木

材 ， 好 生 意 ” （ Good Wood , Good 

Business）操作手册，帮助企业在供应链

中清除非法或其它未知来源木材。手册提

出六个步骤协助工厂及加工厂商进行木材

合法性验证。TFT 是会员制机构，并只向

会员提供服务。TFT 中国办公室 2008 年

成立，主要为向欧盟市场出地板、胶合板

的中国企业提供木材合法性验证服务。  
 

 合法性验证，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 RA） 

雨林联盟总部设在美国，致力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生计的机构。雨林联

盟也提供自愿性独立第三方木材来源合法

性 验 证 服 务 ， 通 过 合 法 性 验 证 标 准

（ Verification of Legal Compliance, 

VLC），帮助企业验证木材来源合法，确

保合法木材追踪在供应链各个环节上可以

实现。 

 

2011 年雨林联盟发布了雨林联盟合

法性检验中国标准。对企业而言，雨林联

盟合法性验证是迈向可持续林产品采购认

证的第一步。目前有 20 余家企业正在使用

VLC 服务。该服务目前在中国暂不提供。  
 

 全球森林贸易网络(The Global Forest 
& Trade Network (GFTN), 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 
全球森林贸易网络（GFTN）由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发起，旨在杜绝非法采

伐，推动可持续森林经营和全球林产品市

场的转变。通过结构框架机制，分步提高

方式，GFTN 与企业紧密合作，帮助企业

克服森林管理以及可持续采购中面临的挑

战，并推动企业通过可信赖的认证（如 FSC

认证）。 

 

GFTN 连接超过 30 个国家中 200 多

家企业、政府部门、社区团体，创建了可持

续林产品贸易的市场激励机制。GFTN 成

员企业在全球经营着 2,040 万公顷获得 

FSC 认证的森林，每年成员企业林产品贸

易额达到 450 亿美元（GFTN,2014）。

全球森林贸易网络 2005 年设立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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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TN)，已有超过 40 中国家企业加入了

全球森林贸易网络中国项目。 

 

全球森林贸易网络(GFTN)也发布了

一系列指导企业合法、可持续林产品采购

的自愿性指南。包括《确保合法采购手册》

（Keep it legal manual 2006）；《合法、

可持续采购指南》（Guide to Legal and 

Responsible Sourcing 2010）；《合法化

转变中的林产品出口贸易》 （Exporting 

in a Legal Shifting Landscape 2010）等。

GFTN 与企业携手合作，最终目标是支持

企业通过 FSC CoC 认证。   
 

 亚洲负责任林业与贸易伙伴关系

（The Responsible Asia Forestry & 
Trade Partnership, RAFT)  

RAFT 是汇集众多保护机构能力与知

识、为亚太地区国家推动负责任采伐与林

产品贸易提供能力建设与知识分享的区域

项目。  

 

通过对林产品供应方的能力建设，技

术支持并搭建合作平台，RAFT 与多个伙

伴合作帮助弥补市场、政策激励措施与目

前管理实践之间的空缺，帮助亚太地区林

产品供应国满足日益增长的对负责任木材

及木材产品的需求。 

 

2009 年 RAFT 与中国政府和林业企

业开展合作。RAFT 支持了一系列培训会，

帮助中国林业企业更好理解美国及欧盟市

场木材合法性要求，并推动不同部门间可

持续采购政策的讨论。   
 

 负责任采购政策，绿色和平

（Responsible Purchasing Policy, 
Greenpeace） 

绿色和平致力于推动负责任木材采购

和减少热带地区毁林。2008 年发布了《木

材企业负责任采购政策制定指南》，用于

帮助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木材加工和

零售企业去识别和剔除供应链中的非法来

源木材。  
 

 木材和纸制品可持续采购指南，世

界资源研究所（Sustainable 
Procurement of Wood and Paper-
Based Products, WRI）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是总部位于

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性机构。研究所出版了

木材和纸制品的可持续采购指南。指南包

括可持续木材和纸产品采购中的 10 个关

键问题，以及相应工具库。指南可以用于

帮助使用者建立并实施林产品采购政策。

指南也介绍了公共采购政策、非政府机构

牵头的各类可持续采购倡议，帮助企业了

解林产品采购背后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更

多信息可以在 WRI 森林合法性联盟网站

获得。http://www.forestlegality.org/ 
 

中国林业产品认证体系 
除了国际上的认证体系和林产品可持

续采购标准外，中国政府也建立了本国认

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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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标志 
中 国 环 境 认 证 中 心 （ China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Center  

CEC)是经国家环保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

督管理委员会认可，开展绿色产品环境认

证的认证机构。中国环境认证中心对绿色

产品进行权威认证，并授予产品环境标志。 

 

中国环境认证中心目前开展的环境十

环认证标志涵盖不同林产品，包括木制家

具、复印纸、橱柜、木质门和钢质门、木制

玩具、人造板及其制品。其中中国环境认

证中心认证的家具、复印纸和人造板及其

制品这 3 类产品被纳入了《政府环境标志

产品采购清单》。 

 

中国环境认证中心 2012 年新修订的

林产品环境标志技术标准中，明确要求林

产品使用合法来源木材；要求确保进口及

国产木材合法性；并要求进口珍稀木材需

要提供《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证书。这体现了林产品供应链

合法、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

中国环境认证中心颁发的环境十环标志证

书有效期 3 年，每年需要进行年审。  
 

 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China Forest 
Certification Council CFCC） 

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China 

Forest Certification Council，CFCC）是

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的最高管理机构，设在

中国国家林业局内。中国森林认证体系

（China Forest Certification Scheme, 

CFCS)包括森林经营（FM）认证及产销监

管链（CoC）认证。森林经营认证面向中国

森林经营者，旨在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实

践；产销监管链认证针对中国木材加工、

生产企业，旨在确保木材来源合法性和可

持续性。两类认证都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开

展。CFCS 认证证书期限为 5 年。如前提

到，2014 年 CFCS 实现与 PEFC 正式互

认。目前在中国 CFCS 与 PEFC 认证是合

并申请，不再单独受理。 截止 2015 年，

CFCS/PEFC 在中国认证的森林面积超过

500 万公顷，CoC 证书企业数量也不断增

长（SFA ，2015）。 

 

 中国林业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自

律”准则  
中国林业产业界制定了多种行业自律

准则，鼓励林产品企业实施合法、可持续

林产品采购。例如，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制

定了木材合法性认定体系，并于 2014 年

开始试点。目前有 8 家中国企业参加了该

试点。  
 

 



实施可持续林产品采购: 实现可持续供应链的价值 

28 
 

附录二 

中国市场上现有的林业认证、认定工具与支持项目  
 认证、认定工具与 

支持项目  覆盖的林产品 认证机构/实施机构 合法性 可持续性 标志 认证面积/标注 

第
三

方
认

证
 

森林认证委员会认证 

(FSC) 

所有林产品类型，包括木

材和木材制品，纸和纸质

包装品 

经授权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如国际认证公

司(BV, SGS) 或国内

认证机构 (CQM)  

 

○ ○ 

 

认证森林面积

916,540.40 公顷 

 

产销供应链认证

企业 4,600家 

PEFC 森林认证体系认

可计划/中国森林认证

体系/  

所有林产品类型，包括木

材和木材制品，纸和纸质

包装品。（PEFC 与 CFCS 

2016 年开始在中国实施共

同认证，并开始使用联合

徽标） 

经授权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如国际认证公

司(BV, SGS) 或国内

认证机构  

 (CQM, ZTFC)  

 

○ ○ 

 

认证森林管理面

5,620,093 公顷 

 

产销供应链认证

企业 200家 

林产品合法性尽职调

查(DDS)  

 

所有林产品类型，包括木

材和木材制品，纸和纸质

包装品。（尽职调查 DDS

目前主要针对出口欧洲市

场的中国林业企业） 

 

经授权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 (BV) 

○ 不适用 

 

获得 DDS 证书

企业 180家 

中国环境标志（也适

用于中国绿色政府采

购中家具，纸和木质

板材类别） 

 

所有林产品类型，包括木

材和木材制品，纸和纸质

包装品 

 

 

 

中国环境认证中心 

(CEC) 

○ 部分 

 

家具企业 1000家 

印刷企业 158家 

 

第
二

方
认

证
 

 

雨林联盟(RA) 

合法性验证 

 

 

2013 年起不在中国提供该

服务 

 

 

 

雨林联盟 ○ 不适用 

 

 

森林信托基金(TFT) 主要针对出口欧盟市场的

林产品（家具、地板、胶

合板）  

 

 

TFT 中国办公室 ○ N/A 

 

只针对会员提供

服务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木

材合法性认定体系 

 

 

主要林产品：家具、地

板、胶合板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国

际部 

○ 部分 

 

8家试点企业 

https://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genteen.cn/cn/image/BV-DDS.jpg&imgrefurl=http://www.genteen.cn/tw/environment_1.asp&docid=erCm72SaamrTrM&tbnid=82GVUe2NDz6FgM:&w=1654&h=2340&bih=623&biw=1324&ved=0ahUKEwjTo7nCjorPAhWDHT4KHdYbCfQQxiAIAg&iact=c&ict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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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项
目

 

全球森林贸易网络

（GFTN） /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 

所有林产品类型，包括木

材和木材制品，纸和纸质

包装品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

办公室/全球森林贸

易网络(GFTN)中国项

目(GFTN-China) 

 

○ ○ 

 

40家中国企业参

加了全球森林贸

易网络(GFTN)中

国项目 

亚洲负责任林业与贸

易合作伙伴关系 

(RAFT) 

 

 

木材及木材产品 TNC 及合作伙伴机构  ○ ○ 

 

面向中国企业开

展活动 

可持续木材与纸制品

采购指南 （世界资源

研究所，WRI） 

 

所有林产品类型，包括木

材和木材制品，纸和纸质

包装品 

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 ○ 

 

指南有中文版  

负责任采购政策（绿

色和平，

Greenpeace） 

 

木材及木材产品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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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公司对供应商进行审计，确保供应商遵守上述规定。
	 为遵守美国《雷斯法案》修订案和《欧盟木材法案》，苹果公司禁止在任何产品和产品包装中使用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作为全部或部分原料。当苹果公司提出要求时，供应商应提供其生产过程中没有使用非法来源木材的证据。
	 2015财年，苹果公司产品包装使用的木质纤维中99%达到了上述的《可持续纤维规范》。公司的目标是其产品包装中的木制纤维100%符合该规范。
	 苹果公司还投入相当的资源支持可持续森林经营。苹果公司的努力已经不止于抵消其木制纤维的环境足迹，而是力求增加来自可持续经营和认证来源的木制纤维的总供给。通过保护或新增可持续经营的森林，苹果公司力图使这些木制纤维来源能满足公司产品包装的需求。为实现该目标，苹果公司与保护基金(The Conservation Fund )合作，保护了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和缅因州共36,000英亩(14,569公顷)的可持续经营森林。这些森林不仅能提供大量的可持续采伐的木材，还保护了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苹果公司也启动了...

	万科集团
	 万科集团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可持续性是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共识并得到最高层的支持。2007年以来，万科集团持续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布企业的环境表现，介绍其在绿色建筑、资源有效利用及环境保护方面的行动。
	 万科集团总部大楼设计及建造采用了绿色建筑标准，并通过了美国绿色建筑协会LEED铂金认证。大楼建设中以及室内装修装饰都使用来自可持续经营森林的木材和木材产品。
	 在2015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的边会上，万科与其它中国林产品企业签署了WWF中国提出的“森林宣言”，承诺到2030年100%实现避免或剔除造成毁林等生态环境破环的木材采购。
	 万科集团还通过建筑施工技术创新减少木材使用。与传统建筑施工技术不同，万科集团在住宅建设中采用并推广了“住宅产业化”技术，即通过高效使用预制件，大幅度降低施工现场的木材使用。这一技术的应用还有助于缩短工程建设周期，提高资金周转率。
	 万科集团是转向可持续木材采购的首批中国房地产企业之一。2011年12月万科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森林贸易网络（GFTN-China）中国项目，成为会员。作为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万科的加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阔叶橡木非法采伐的情况严重，公司在实木复合地板采购中，明确承诺不再采购俄罗斯橡木地板。万科集团在GFTN会员审核中进展明显。2011年、2013、2015年万科林产品采购中来自未知源的占比不断下降，从90%下降到30%，再到0％。公司向着合法、可持续来源供应链的目标不断迈进。
	 万科集团还敦促其地板供应商加入WWF GFTN-CHINA，带动了上游供应商建立可持续林产品采购体系，扩大了其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影响力。此外，万科集团也积极与木材产品供应商合作，共同解决供应商在转向可持续来源林产品供应中面临的问题。例如，万科集团与其供应商合作，共同寻找、确定高风险、珍稀木材的替换品种。万科集团实施的合法、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政策已经在其供应链上产生了涟漪效应。
	 万科集团还牵头形成产业联盟共同推进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近期，万科集团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城联盟，及其它房地产企业、非政府机构合作发布了“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以下简称“行动”）。首批有48家房地产及关联企业参加并承诺坚持实施绿色林产品采购。其中有21家承诺建立地板、人造板绿色木材供应链。房地产企业将加强与WWF合作，建立尽职调查体系，建立绿色木材采购和木材原料来源追踪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绿色木材供应链行动方案如果能按计划实施，将有可能带动中国市场上50%或更多地板产...

	沃尔玛
	 2007年，沃尔玛启动了“可持续发展 360”项目。强调在减少公司直接环境足迹外，把可持续的理念延伸到企业供应商、客户和同行领域。项目制定了三个具体目标：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实现“零”废弃；以及出售有利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商品。
	 沃尔玛采取行动提高供应链的环境可持续性。2008年，沃尔玛在北京召开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并承诺将建立对环境和社会发展负责任的全球供应链。
	 2012年，沃尔玛重申并强化之前在全球可持续供应链领域的承诺，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使用可持续发展指数筛选供应商，支持建立旨在提高消费品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联盟（The Sustainability Consortium，TSC)。
	 沃尔玛实施“减少使用，重复使用，回收利用”的策略最大程度地减少废弃物，包括纸质包装。公司采取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例如，沃尔玛收集部分门店的包装纸板，将其变为制作披萨外带纸盒的原材料。该活动节约的纸板相当于减少了125,000棵树的砍伐。在其电子商务销售中，沃尔玛开发了新尺寸的包装盒，在不影响保护商品功能的前提下，将纸板包装盒利用率提高了30%。据公司估计，该措施每年减少了720万立方尺（20万立方米) 纸板包装消耗，相当于避免了10万棵树的砍伐。这些创新帮公司有效减少了对原生木制纤维包装的需求。
	 沃尔玛还积极参与并推动在可持续性领域跨行业的合作。例如，沃尔玛牵头创立了“可持续发展联盟”，并加入了“消费品论坛”（CGF)。作为消费品论坛的成员，公司支持消费品论坛通过的“毁林决议”，即到2020年时，实现净零毁林。公司也是Closed Loop 基金的成员。该基金管理着1亿美元的社会影响投资基金，用于提高产品和包装的回收利用率。该基金的成员还包括其他大型企业，如可口可乐公司、联合利华、宝洁、3M和高盛集团等。
	 沃尔玛与保护机构积极合作以提高自身的环境绩效。例如，沃尔玛在2008-2011年期间参加了WWF GFTN网络，通过此合作，公司逐步剔除供应链中的非法木制品，同时增加对通过认证木制品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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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实现可持续采购的价值
	苹果公司致力于最大程度上减少公司的环境影响，包括木制纤维采购的环境影响。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苹果公司品牌的价值。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2015年最新发布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数排名榜上，在国内外167个品牌中，苹果公司排名第一。通过实施可持续纤维采购政策，要求FSC或PEFC认证，苹果公司能更好地确保其产品包装中木制纤维原料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这有助于公司将违反林产品原料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要求的法律政策风险和声誉风险降到最低。
	行动建议
	附录一
	国际环境和林业认证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认证
	 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PEFC）认证
	 欧盟FLEGT 认证（FLEGT license）
	 绿色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 认证

	其它国际组织指南、工具和支持项目
	 尽职调查体系(Due Diligence System, DDS), 欧盟
	 森林信托基金（The Forest Trust, TFT)
	 合法性验证，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 RA）
	 全球森林贸易网络(The Global Forest & Trade Network (GFTN),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亚洲负责任林业与贸易伙伴关系（The Responsible Asia Forestry & Trade Partnership, RAFT)
	 负责任采购政策，绿色和平（Responsible Purchasing Policy, Greenpeace）
	 木材和纸制品可持续采购指南，世界资源研究所（Sustainable Procurement of Wood and Paper-Based Products, WRI）

	中国林业产品认证体系
	 中国环境标志
	 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China Forest Certification Council CFCC）
	 中国林业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自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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