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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丹总经理赴泰国参加全球环境标志网络（GEN） 

2017春季理事会 

 2017年4月6-7日，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张小丹总经理作为理事成

员，出席了在泰国曼谷召开的GEN春季理事会。这是张总自2012年当

选理事以来，参加的第9次理事会议。张总与各理事成员一起，就GEN

新成员申请、财务管理、互认机制、绩效研究、战略发展等内容进行

了充分讨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作为中国环境标志的实施机构，持续在国际舞

台上发声，参加此次理事会再次表明了中国环境标志的话语权，扩大

了国际影响，中国环境标志未来将继续积极支持全球环境标志的发

展，致力于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中环联合参加中日韩环境标志工作组会议 

    3月21日-22日，中日韩环境标志工作组会议在韩国首尔召开，会议围

绕中日韩环境标志共同标准制定和认证实施两个方面展开。中环联合认证

中心作为共同标准落地实施的中方认证机构，派出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会

议。  

    中日韩三方开展环境标志互认合作已经有近10年的时间，三方已经制

定了计算机、电视机、投影仪等8项共同标准，本次会议对纺织品共同标

准进行了讨论并初步达成一致，并对共同标准如何实施展开深入的探讨。

为了能够有效促进三方共同标准的落地实施，三方都做了很多努力和尝

试。韩方合作机构——韩国环境产业技术研究院此次会议中推出了“共同

标准网络工作平台”，主要目的是便于三方沟通，提高工作效率，计划经

各方试用之后，在今年上半年正式投入使用。经过讨论，此次会议对简化

实施流程基本达成共识，中环联合代表在会议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得到日

韩合作方的认可。  

    会谈中，中日韩三方都表示愿意积极推动共同标准的实施，为简化企

业申请流程、促进中日韩三国贸易做出更大贡献。  



    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政府绿色采购成功案

例报告》和《中国、日本、韩国和泰国政府绿色采购与环境标志对比

分析：经验与成功因素》两份报告，特别选择了中国环境标志绿色印

刷作为成功案例，并将中、日、韩、泰四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和实施

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成功因素。这两份报告是UNEP亚太地区绿色公共

采购和环境标志项目（Asia-Pacific GPPEL project）中的一项研究

成果，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作为项目的参与方之一，一直积极参与项目

研究及相关活动，为研究报告的完成和发布贡献了重要力量。 

    这是我国政府绿色采购第一次被作为成功案例载入联合国报告，

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绿色采购和环境标志的发展已经受到全世界的关

注，并在亚太区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参与亚太地区绿色公共采购和

环境标志项目过程中，UNEP和各相关机构对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十分认

可，都表示愿意与中方一道开展合作，共同促进亚太区域以及全球的

可持续生产与消费。  

 
“中国政府绿色采购”入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 



十年框架计划董事会召开  

    2017年1月9-10日召开了十年框架计

划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这次会议代表重点

是针对确定即将开展的十年框架计划中期

评审的范围做出重要决策。董事会成员还

讨论了其他重要行动和十年框架计划执行

进展。会议报告的全文可从十年框架计划

网站获得。  

十年框架计划跨机构协调组任

命新组长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the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DESA）和“10年框架规划”秘书处2016年11月联合举办

了十年框架计划跨机构协调组第三次会议。这个组欢迎来自联合国

培训与研究所（UNITAR）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两名新成员。

这个组21名成员中的15人出席了这次会议，讨论了联合国系统与10

年框架计划有关的工作。这次会议达成了大家一致同意的行动清

单，以加强联合国对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合作以及新的权限。联

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意对新组长的任命。  



    这个工具包旨在支持成员国指

定的国家联络点协调国家层面的十

年框架计划的宣传和执行工作，

2012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

议（UN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正式

批准了十年框架计

划，工具包包括： 

● 解释和让人们相

信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的重要信息

以及它与全球主

要挑战的关系

（SCP的案

例）； 

● 十年框架计划的信息及其组织结

构、网络和执行方法方面的实用

信息（参与十年框架计划合适的

方法）； 

● 支持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国家合

作和行动计划方面的建议，以及

成功行动计划的具体案例，这些

行动计划的制订得到了国家联络

点（National  Focal  Points）

的积极帮助（国家层面主流化可

持续生产和消费并且分享案例经

验的实用工具）； 

● 关于在线全球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信 息 交 换 所（The 

Global SCP Clear-

inghouse and Na-

tional  Focal 

Points）的信息； 

● 十年框架计划秘

书处和十年框架计

划董事会人名地址

录。 

        该工具包

可在“全球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信息

交 换 所 Global  SCP  Clearing-

house”十年框架计划国家联络点交

流空间获得纸件工具包和额外在线

资源 。全球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信息

交 换 所（Global  SCP  Clearing-

house）知识中心为大家提供了该工

具包的主要内容。  

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十年框架计划国家工具

包》正式出版  

http://em.ecedi.fr/t/y-l-htikzk-jhhulljhly-p/
http://em.ecedi.fr/t/y-l-htikzk-jhhulljhly-p/


    国际标准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

会（The  International  Organi-

s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s 

(ISO’s)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COPOLCO）及其遵守评估

委员会（Conformity  Assessment 

Committee，CASCO）已经同意成立

一个联合工作组（JWG49）进行关

于市场使用多个道德标签和它们对

消费者的挑战方面的综合研究。首

先，JWG 49工作组将进行联合研

究，以便： 

● 从各种道德标志利用的角度了

解背景情况和当前形势； 

● 调查哪些东西给消费者造成了

困惑； 

● 确认关于道德标志的现有文件

和最佳实践，如何更好地结合

和宣传它们，以及哪些方面需

要补充文件。  

    

世界各地的企业一直依靠环境标

志和道德标志来表现他们对于环

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承诺。这导

致环境标志和道德标志制度在世

界范围的增长和扩散。人们注意到

消费者发现市场上有许多标志可能

会感到困惑，我们可以澄清和更好

地确定标志需求，以便让消费者清

楚地知道标志意味着什么。 

    1993年，国际标准组织召集技

术委员会（TC 207）的第3下属委

员会（SC 3）开会，制订环境标志

领域的标准，包括第一方做法（自

我声明）和第三方认证项目（私营

单位和政府）指导原则。ISO  TC 

207/SC  3制定的国际标准组织

14020系列标准已经成为环境标志

领域现行规范，被环境标志颁发单

位广泛采用。虽然还没有国际公认

的管理道德标志运作的标准，ISO 

JWG 49的成立证明了国际标准组织

的雄心，即对可持续性背后的社会

支柱进行标准化。 

国际标准组织成立道德标志研究的新工作组 

http://www.iso.org/iso/home.html
http://www.iso.org/iso/home.html


欧盟之花环境标志25周年 

    欧盟环境标志制度（EU Ecolabel scheme）已经执行25年了。这项制度

继续为消费者提供更健康、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欧盟现在有 

40000个环境标志产品和服务。 

    目前，意大利生态标志审核委员会和环境保护研究院正在进行《欧盟环

境标志国家奖（EU Ecolabel National Awards）》的申请工作。该奖项面

对所有获得欧盟之花认证的企业，旨在从环境角度鼓励良好的产品和服务以

及环境创新。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组织（GECA）和亚振公司（Zenith）成

为支持2017年绿色城市会议展会的赞助者  

 

    澳大利亚绿色建筑委员会（the Green 

Building Council of Australia，GBCA）和

澳大利亚房地产委员会（Property Council 

of Australia）每年联合举办“绿色城市会

议”。澳大利亚的绿色城市是澳大利亚城市

环境首要的可持续发展会议。GECA和 Zenith 

Interiors 是这个活动的展览赞助单位并为此感

到骄傲。  

 

http://goodenvironmentalchoiceaustralia.createsend1.com/t/r-l-ykiltill-l-jl/
http://goodenvironmentalchoiceaustralia.createsend1.com/t/r-l-ykiltill-l-jl/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组织欢

迎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 

Walker）担任新主席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组织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Australia, GECA）很高兴地欢迎

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 Walk-

er）担任 GECA的新主席。 

    帕特里克在过去四年多一直

是GECA董事会成员, 也是GECA商

业开发委员会主席。他还是澳大

利亚体育基金会（Australian 

Sports Foundation）的首席执行

官，澳大利亚体育基金会是为社

区和基层体育运动筹集资金的非

营利组织。 

    帕特里克具有广泛的领导力

和战略技能，在 Pricewater-

houseCoopers 领导班子和领导委

员会担任高级成员，并且在澳大

利亚体育基金会发挥重要的作

用。他还给 GECA带来了许多销售

和商业开发专长。 

    帕特里克·沃克先生说：

“担任主席令人兴奋。GECA在推

动可持续消费方面一直发挥重要

作用，董事会、首席执行官和 

GECA团队都渴望在塑造生产商和

消费者未来行为方面做出出色成

绩。” 

    帕特里克将取代戈登

（Gordon Renouf）先生，戈登

2009年加入GECA董事会并且在过

去六年一直担任GECA主席。戈登

先生将作为非执行董事继续留在

GECA董事会，他将继续进行其他

非营利性和社会商业工作，比如

道德品牌排名手机应用端（app 

Good On You），他是其成立者之

一和首席执

行官。 



量子图书馆公司（Quantum Li-

braries）近600个产品获得澳大

利亚良好环境选择认证   

    量子图书馆（Quantum Librar-

ies）公司是澳大利亚一家图书馆装

修和供应公司，这家公司令人难以

置信的598产品最近获得了“澳大利

亚良好环境选择（Good Environ-

mental Choice Australia，

GECA）)”认证，大幅度增加了GECA

认证产品的总范围。 

    书架部件和配件、手推车、桌

子、端板和其他图书馆家具也根据

GECA的《家具、配件和泡沫标准

（Furniture, Fittings and Foam 

standard）》进行了认证，证明它

们对环境、健康和社会产生较少不

利影响。 

    “我 们 对 量 子 图 书 馆 公 司

（Quantum Libraries）加入GECA感

到兴奋，看到他们这样坚定地承诺

生产创造真正可持续的产品,” GE-

CA首席执行官Kate Harris说. “他

们体系即使最小最简单组成部分也

是按照可持续性理念设计的，这种

水平的奉献非常好。” 

    量子图书馆公司在过去30多年

一直在澳大利亚供应图书馆家具和

配件，他们的服务还包括博物馆、

医院、学校、办公室、画廊和档案

室等的装修。这家公司 “非常热衷

于”环境保护，在材料和生产所有

过程中结合可持续原则，包括书架

广泛使用回收钢。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认证的

所有产品都获得澳大利亚绿色建筑

委员会（the Green Building 

Council of Australia）的A级绿星

分数（Green Star credit 

points）。这个标准涵盖产品整个

生命周期的环境、健康和社会影

响，从原材料选取到产品最终处置

以及最后阶段的任何包装。除了环

境影响小，这些产品必须不能损害

人体健康，制造商必须践行道德就

业和供应链实践。 

 

http://www.geca.org.au/products/licensees/quantum-libraries/
http://www.geca.org.au/products/licensees/quantum-libraries/
http://www.geca.org.au/products/standards/5/
http://www.geca.org.au/products/standards/5/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加入亚太经贸组织绿色供应链网络          

 

    亚太经贸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APEC Ministers of Trade）

已经正式批准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组织（GECA）作为澳大利亚代

表加入亚太经贸合作组织绿色供应链网络（The APEC Green Supply 

Chain Network）。 

    亚太经贸合作组织绿色供应

链网络2015成立，目的是通过发

展亚太经贸合作组织经济体的绿

色供应链，促进环境友好和经济

可行的采购和生产活动以及商品

和服务的分配和消费。 

    GECA是该网络最新正式批准的成员之一，并将与这个平台一起

推动亚太区域的认证产品，并且支持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改善可持续

生产和消费。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组织（GECA）的首席执行官凯特·哈里

斯（Kate Harris）说：“成为亚太经贸合作组织绿色供应链网络的

一员，GECA感到骄傲。我们期待着同该网络其他成员的合作。” 

“这对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可持续采购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是一个重

大机会”。 

    “对于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澳大利亚及其以外地区推动可持续采

购的可持续材料、产品和服务试验中心，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们

希望同澳大利亚政府一起实现这个愿景，将来请亚太经贸合作组织

绿色供应链网络其他成员到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和我们亚太区域

所有邻国创造更多机会和惠益。” 



    《ISO20400可持续采购国际标

准（ISO204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Sustainable  Pro-

curement）》最后一轮讨论已经完

成，预计今年发布这项标准。2016

年12月，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巴西里

约开会最终确定这项国际标准，该

标准旨在为单位的采购政策和实践

结合可持续性原则提供指南。 

    代 表 澳 大 利 亚 可 持 续 商 业

（Sustainable Business Austral-

ia）的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组织

（GECA）的 Shaila  Divakarla是参

加国际标准组织这次会议的澳大利

亚代表团成员。

该标准的最终版

本特别强调第三

方认证作为可持

续采购合法和可靠的工具。 

“鉴于世界各地当前正面临的供应

链严重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我认为

这项标准的制定真是正当其时。”

Shaila说“这对于参与采购过程的

所有利益相关方将是有价值的工

具，GECA为在制定这项标准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感到骄傲。” 

    该标准将于2017年3月发布。 

ISO20400 国际可持续采购标准 

新加坡星河学校绿色奖互动宣传活动   

这是新加坡一个学校和社区双赢的项目，320,000多居民从学校

推广项目中受益。  

    新加坡环境委员会-星河学校绿色奖（the SEC-

StarHub School Green Awards）从一开始的28所学校扩展到了405所学

校的406000名学生，增加了14倍，占新加坡今年学生总数的大约56%。  

    仅仅学龄前儿童数量就增长了几乎50%，实现了‘从娃娃抓起’。

“星河学校绿色奖（SGA）”由星河公司（StarHub）赞助，是新加坡环

境委员会（Singapore Environment Council，SEC）管理的项目，目的

是培养学生的价值和技能，让他们具有环保意识并且积极引导和倡导可

持续的生活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局认可新西兰环境选择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本月（2017年1月）认可了“新西兰油

漆和合成地毯环境选择规格（ECNZ specifications for Paints 

and Synthetic Carpets），作为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的《美国联

邦政府采购规格、标准和环境标志建议（Recommendations of 

Specifications, Standards, and Ecolabels for US Federal 

Government procurement）》的组成部分。 

    此后，获得“新西兰环境选择（Environmental Choice New 

Zealand，ECNZ）”证书的新西兰油漆和地板生产商发现，他们今

年很容易进入美国市场。 

    ECNZ 总经理Francesca Lipscombe说，这项决定将给那些盯着

美国巨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的新西兰油漆和地毯上生产商提供“大好

机会”。“这对获得我们证书的生产商而言，是一项重大突破。”   

    Francesca说，被美国环境保护署接受真是出乎意料。 “这是

项试验研究，美国环境保护署要求外国环境标志单位提交包括油漆

和地板在内几个领域标准的文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他们需

要大量文书工作 – 但是，美国环境保护署彻底评估了我们的规格

（说明书）并认为它们满足要求。” 



北京首尔携手改善空气质量 

       作为〝东亚清洁空气城市〞项目执行单位，ICLEI东亚秘书处获邀参与2017年3月31日北京环

保局举行的首尔—北京市委会环保工作小组会议。 

    会议全程由北京环保局副局长王瑞贤主持。北京方面由北京环保局党

组书记牵头代表与会；首尔市则由副市长黄保渊领团出席。双方于会议上

深度探讨空气质量状况、政策措施等合作空间，并诚挚邀请对方参与其空

气质量相关会议和活动，包括首尔市将于 6 月 1-2 日举行的 2017 年东

北亚国际空气质量论坛。 

    为加深首尔市与东亚清洁空气城市项目的中国合作伙伴间的认识与合

作关系，ICLEI 东亚秘书处亦在期间安排了一场战略会议，提供项目的近

况发展与活动更新，并鼓励合作伙伴将相关活动结合推广。中国清洁空气

联盟、能源基金会（中国）、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世

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尔市政府、首尔公共卫生和环境研究所等代表

皆积极参与此次会议。 

 

 



ICLEI联合启动建筑能效加速器（BEA）东亚项目 
       作为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SEforALL）〉项目框架下，建筑能效加速器东亚

区域项目的牵头人，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ICLEI）东亚秘书处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在北

京中国国家会议中心共同主办了东亚建筑能效论坛暨“建筑能效加速器（BEA）”项目启动

会。 

 

                

建筑能效加速器（BEA）是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项目框架

下六个加速器之一，旨在协助地方政府采用最佳的实践政策与建助能

效项目，在 2030 年前，有效提升建筑能效。 

    BEA 东亚项目启动会汇聚了各利益相关者，广泛介绍了建筑能效

观点，特别侧重于中国背景。本次会议有 8 位地方政府代表和 20 

多个合作机构参加，由 ICLEI 东亚秘书处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CSUS）和 BEA 全球合作伙伴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江森自控

（JCI）共同主办。在“第十三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

技术与产品博览会”，这一中国最大的年度绿色建筑大会的框架下，

正式宣布乌兰巴托参加 BEA 项目。无锡、伊斯坎达尔、乌兰巴托、

苏州太湖新区、上海长宁区等城市和地区分享了促进建筑节能的经验

和最佳做法，紧随其后的是专家小组讨论，嘉宾来自保尔森基金会、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天津绿色供应链服务中

心、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和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http://buildingefficiencyaccelerator.org/
http://www.chinagb.net/gbmeeting/igc13/index.shtml
http://www.chinagb.net/gbmeeting/igc13/index.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