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

英文 General guideline of sustainablilty certification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认监委关于下达 2022 年第

一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修

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国认监

[2022]1 号）

计划编号 2021RB007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2 年 2 月--- 2023 年 7 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标合

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1.7 起草组成

员

1.8 标准体系

表内编号

1.9 调整情况

2、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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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近年来，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在区域发展和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技术性贸易措施作用，而我国可持续认证标准和认证制度基本处于空白。结合国

家相关政策和“双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可持续认证的需求，需要在认证认可

行业提出可持续认证的统一技术要求。根据《认监委秘书处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文件要求，本标准属于本次申报范围内

提出可持续认证活动通用性原则的标准，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类似标准。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及意义：

1）本标准的制定是打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必然需求。

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或说

是技术壁垒）。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为应对全球化

和出口贸易中可持续认证要求，越来越多的政府管理者和企业经营者做出了可持

续发展承诺，并接受有关可持续认证评价。可持续性标准已成为 21 世纪竞争力、

社会责任和向可持续经济转变的关键。可持续认证不同于单一管理体系认证、产

品认证或服务认证，是针对认证对象资源、过程和结果的可持续性新型认证制度。

由于国际贸易需求，国内组织需要接受国际可持续认证的审核与评价，但国外标

准不完全符合我国发展现状，在特殊情况下还会造成贸易壁垒或引发其他问题，

如国际可持续性标准倾向性的关注劳工和人权问题等。在我国构建“双链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时代背景下，建立适用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并充分考虑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国际可持续认证要求的可持续认证制度和标准是我国在全球化进

程中打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必然需求。《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是可持续认证制

度和标准体系的基础性标准，确定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以指导可持续认证标准

的系统的建立，从而支撑主体达成引领和客观一致的可持续认证，使我国的可持

续认证具备整体实施效益，尤为重要。

2）我国可持续认证制度建立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际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制度基本形成。实现可持续性是人类活动中重要的

任务之一（ISO GUIDE 82）。为提升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国

际可持续标准联盟（ISEAL）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范，用于指导可持续性标准体

系的建立、实施和改进。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基于 ISEAL 标准，制定了针对不同

对象的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制度，涵盖了工业、农业、建筑、服务、城市社区等

各个领域。国际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制度的良好实践，可为我国建立可持续认证

制度提供良好的借鉴。《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作为可持续认证标准体系的基础

标准，不可或缺。

3）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相关和类似的标准。

虽然国内外对可持续认证发展评价已开展了部分研究，但是对于我国相应主

体可持续发展需求来说，系统性、针对性有所不足。因此建立符合中国可持续发

展需求的可持续标准体系是必要的。本标准聚焦可持续认证的特性，提出可持续

认证的基本原则，具备创新性。

综上，《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的编制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用于

指导建立可持续认证标准的制定和技术要求的统一落实，有助于评估全球化进程

中我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填补了在该领域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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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国内外可持续认证标准的现状：ISEAL 系列标准良好实践规范涵盖标准通用

原则、标准制定、标准体系符合性验证和影响评价等内容。在此规范框架的指导

下，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了针对不同对象的可持续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了认证制度，典型的可持续认证如可持续农业网络（SAN）、可持续林业（FSC）、

可持续棕榈油（RSPO）、STeP 可持续纺织生产、可持续旅游（GSTC）、DGNB 可

持续建筑评价等。

国内外可持续认证标准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相继开展了国家或城市可持

续认证指标体系的研究，但评价指标体系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和评价需求尚

存在适用性不强的问题；国外开展的工业领域可持续发展评价如生态足迹、 道

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等， 都重点关注“环境”或“经济”维度，尚缺乏综合考

虑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构建的协调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服务领域，国

外相继开展了相关的可持续认证项目，如澳大利亚可持续旅游认证

（EARTHCHECK）、荷兰可持续旅游认证（TRAVELIFE）、可持续林业认证（FSC）

等，上述认证制度虽可借鉴，但评价指标、数据基础等不适合我国相关行业发展

现状，同时也缺乏系统、规范的评价技术体系支撑认证制度的有效实施；国外在

绿色、健康建筑评价方面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与实践，如绿色建筑认证（LEED）、

健康建筑标准（WELL）等，但评价指标设计主要基于西方国情，不完全符合我国

城市经济发展阶段。

目前，国内外尚未出台《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类似标准，本标准拟以合格

评定功能法、国内外可持续认证标准制定要求和体系架构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

目标为导向，开创性的拟建立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以此指导相关方可持续性标

准的制定和认证工作的开展。

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负责标准总体组织协调、调研分析、标准

起草及修改完善。

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参与标准技术内容起草、研讨和确定。

3.2 起草阶段

2021 年 6月-2021 年 10 月，成立标准工作组，开展国内外相关标准比对分析，

研究确定标准初步框架；并开展针对性调研，提出标准项目建议。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 月，组织标准起草工作组核心成员，确定标准主要内

容，研究起草标准，形成标准初稿。

2022 年 2月，标准正式立项。

2022 年 3月，针对标准初稿，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讨论标准相关内容，征

求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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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标准预审

查阶段

3.5 标准审查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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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是可持续认证标准体系中的基础性标准，通过研究，提出可持续认证制度标准体系

框架，以此确定本标准在可持续认证标准体系中的作用，从而提出相应可持续认证技术的通用

原则要求。根据前期研究结果，提出可持续认证标准体系框架，包括基础标准、合格评定方法

标准、支撑保障标准、应用指南标准、其他标准等，本标准对可持续认证实施的四项重点内容进

行规定，包括可持续认证对象的分类和选定、可持续认证的技术内容要求、可持续认证依据的选择

和确定以及持续认证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旨在确保可持续认证实施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并使适用于

可持续认证的原则和程序保持一致，以上内容的明确使标准体系得以逐步构建。

可持续认证对象的分类和选定：调研目前可持续认证对象，根据可持续认证对象的属性和特

征，对可持续认证对象进行明确的归类，帮助明确不同层级的可持续认证服务对象；

可持续认证的技术内容要求：结合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和理念，以不同对象可持续发展

进程中的典型问题为出发点，以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和行动为着眼点，提出不同

类型可持续认证对象应关注的可持续技术内容；

可持续认证依据的选择和确定：以可持续性依据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为基础，从形式、内

容和使用三个方面提出可持续认证依据的选择和确定内涵要求；

持续认证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以合格功能评定法为基础，研究国内外认证标准的共性要求，

结合可持续要求形成可持续认证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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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情况（基础类标准除外）

5.1 验证单位情

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试验、验证、

试行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

析

5.4 试验、验证、

试行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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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6.3 重大分歧意

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石隽隽 联系电话 18600152290 电子邮箱 shijj@mepcec.com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注 2：3.4 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 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 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

规程类标准，3.6 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 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22 年 3 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