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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5 年，联合国发布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 17 个备受全球关注的核心领域，旨在让世界变得更美

好与可持续。可持续目标的发布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主体在向可持续转型。可持续发展也

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中国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都开始关注可持续标准的制定。

认证认可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随着我国可持续认证需求的不断增加，建立统一的技

术规范，以指导可持续认证标准系统的建立，从而支撑主体达成引领和客观一致的可持续认证，促进主

体可持续发展和中国高质量发展。

本文件基于认证认可要求和合格评定功能法，聚焦可持续特性，给出了可持续认证及认证标准建立

所需的通用原则，为可持续认证制度、规范和标准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撑，为相关方建立可持续性符合规

定要求的信心和为相关方提供同类认证对象可持续水平可比的认证结果，有助于帮助可持续认证结果能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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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认证技术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持续认证的通用原则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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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认证依据的选择和确定、可持续认证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可持续认证的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719 标准中融入可持续性的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在即满足当代人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需要，又不危机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情况下的系统

状态。
注 1：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依存，通常被称为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

注 2：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3.2）的目标。

[GB/T 33719-2017,定义 3.1]

3.2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即满足当代人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需要，又不危机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持续过程。
[GB/T 33719-2017,定义 3.2]

3.3

可持续认证 sustainability certification

针对可持续认证对象满足规定要求的情况，对选取和确定活动及其结果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进行验证后作出决定，并出具第三方声明，以证实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

4 总则

可持续认证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对可持续认证对象的可持续性进行可验证的、非误导的、准确的信

息交流，促进对象的可持续发展，来激发其持续改进的潜力，从而为其自身和相关方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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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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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可持续认证对象的分类和选定

5.1 可持续认证对象分类

根据属性和特征，可持续认证对象分为区域、组织、产品、活动和其他五类：

a) 区域类：功能上紧密相连、地理环境存在差异，在具有某些方面的相关性或内在联系的基础上

按一定的指标划分出来的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

b) 组织类：划分国民经济行业的载体，可有效开展各种经济活动的实体，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c) 产品类：组织利用输入实现预期结果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活动的结果，包括有形的产

品和无形的服务；

d) 活动类：经策划的、为在一定时间和场所创造某种体验和（或）传递某种信息的聚集行动，如

演出、赛事或会展等；

e) 其他类：区域类、组织类、产品类和活动类可持续认证对象的关键要素，如管理体系等。

5.2 可持续认证对象选定

对初步选择的可持续认证对象所属类型进行判定，对其市场特点进行研究，考虑选定某种可持续认

证对象的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应包括：

a) 与相关方的协商；

b) 市场调查（如：性质、规模、需求等）；

c) 可持续认证对象的环境、社会、经济影响；

d) 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需要；

e) 数据的可得性；

f) 现行的行业、国家和国际法规与协议。

6 可持续认证的技术内容

本文件确定的可持续认证技术内容框架旨在为不同类型对象的可持续认证提供共性要求，使认证具

备一致性，具体内容要求见表1。

表 1 不同类型认证对象可持续认证内容

认证对象
可持续内容

基本要求 社会 经济 环境

区域类 不可引起其他区域不可

持续发展

政府规划及管理、与公

民直接相关的人口规

模、粮食、水、健康、

安全、卫生、教育、住

房、就业、社会保障、

文化娱乐、电信、交通

等

GDP/产值情况、产业结

构、资源和能源供应及

消耗、土地利用、绿色

经济水平、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情况等

大气/水/土壤环境情

况，三废排放及处理情

况、应对气候变化情况、

其他突发事件等



XX/T XXXXX—XXXX

3

表 1 不同类型认证对象可持续认证内容（续）

认证对象
可持续内容

基本要求 社会 经济 环境

组织类 组织合规性 劳工情况等 利润情况、生产情况等 污染物排放和处置、温

室气体排放等

产品类 所在组织合规性、全生

命周期考虑

劳工情况、产业发展等 产品品质、资源、能源、

利润、附加值等

污染物排放和处置、温

室气体排放、环境友好

性

活动类 留有活动后的遗产 规划和管理、公众参与、

基础设施的改善等

经济收入、给活动举办

地带来的改变等

环境改善等

7 可持续认证依据的选择和确定

在形式上，在认证活动中选择使用的可持续认证依据（如标准、指南、程序等），应当：

a) 符合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功能法基本原则；

b) 以透明、公开、公正和一致的方式制定，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考虑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

望，并为其提供参与的机会；

c) 与法律法规和市场需求相适应；

d) 技术上是可行的；

e) 适用时，阐明对相关机构的技术能力要求；

f) 避免对贸易形成不必要的障碍，体现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

g) 适用时，编写方式可直接用于第一方、第二方和第三方合格评定活动；

h) 是开放的系统，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和相关国际、国家、地方、行业的法律标准、政策的

变化更新；

i) 相互协调，使可持续认证具备整体实施效益。

在内容上，认证依据应至少包括可持续认证内容要求和认证结果表征，具体要求如下：

a）明确认证对象相关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可持续发展议题与认证对象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利

益相关方需求和期望、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一致，可基于系统思维方法、生命周期方法、风险方法

和利益相关方方法等原则确定；

b）基于识别的重要可持续议题，选取表征议题可持续性的认证内容，认证内容覆盖社会、经济和

环境三个方面，体现可持续认证的模块化、柔性、先进性的内涵要求；

c）基于建立的认证内容，设定渐进式的认证结果。

在使用上，可持续认证依据可单独使用，也可结合其他适用的规范性文件配套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标准、规则、准则、作业指导书等，认证时可使用选择一项或多项适用的依据实施可持续认证。若针对

可持续认证对象无适用的认证依据，可开展可持续认证依据的制定，制定的依据需符合本条款规定的形

式和内容要求。

8 可持续认证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8.1 遵循可持续认证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是可持续认证方案设计的基础，保持可持续认证方案与

可持续认证制度的协调一致是可持续认证方案设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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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可持续认证方案是在其他某认证制度的框架内，可持续认证方案要同时符合可持续认证制度和其他

适用的认证制度的要求，并在适当的文件中明示相关的适用认证制度。

8.2 可持续认证方案设计宜规定每一项适用功能的活动， 包括选取、确定、复核、认证决定、

证明、许可和监督。其中选取既包括可持续认证方案范围和对象要求的选择，也包括认证策划和准

备活动、抽样活动的选择。

8.3 可持续认证方案的内容通常包括：

a）可持续认证方案范围；

b）可持续认证依据；

c）可持续认证方案的功能和活动；

d）产品生产过程或管理体系要求；

e）客户需满足的要求；

f）实施机构与方案管理要求等。

8.4 可持续认证方案的体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a）认证实施规则；

b）认证规范；

c）认证管理文件，如公正性和保密管理、人员管理、分包管理、评价管理、复核与认

证决定、申投诉管理等程序。

8.5 在可持续认证方案设计时，宜考虑哪些文件属于公开文件，并为相关方所获取。

8.6 可持续认证方案发布前，宜进行评审确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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