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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京召开“可持续发展目标网络公开课程”

发布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别副主任何佩德先生（Mr. Patrick Haver-

man）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与网易传媒李安女士一道，向参加课程讲解的专家学

者颁发了可持续发展专家证书。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张小丹总经理作为受邀专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讲解，表

明中环联合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领域开展的工作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本次发布

会上，张小丹总经理还与中央机关管理研究会黄文平会长、商道纵横郭沛源总经理等

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中国本地化实施”的话题。  

   背景资料：2015年9月26日，193个联合国成员国正式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其中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具体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网络公开课程以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体，旨在提高公众对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认知，帮助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具体指标在中国的实现，是全球首个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知识类产品。该课程是发布在网易

公开课平台上的免费、互动公开课程，共19节课时，涵盖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

体介绍及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完成全部课程学习的参与者将获得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颁发的结业证书。  

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授予张小丹总

经理可持续发展

专家证书 



中环联合参加“2016年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新闻发布会 
 

以“绿色生活，智慧消费”为主旨的“2016年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活动新闻发布

会8月3日在京举行。本次活动由中

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以及中国零售可持

续发展圆桌成员企业联合举办，并

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

联合国中国可持续消费伙伴关系的

支持。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副总经理

陈轶群作为支持单位代表，出席了

此次发布会并在对话环节接受了媒

体采访。 

本次活动已经是中环联合认证中心连续第二年参与“绿色宣传周”主题活动。今年

的活动围绕“衣”、“食”、“住”、“行”、“乐”五个方面开展，旨在帮助消费者实

现科学、健康、环保的消费习惯与生

活，通过联合零售企业进店及开展线

上活动，鼓励消费者选择更健康、更

美好的绿色生活方式。在一周的活动

中，中环联合结合认证特点，选择从

“健康家居”的角度向消费者提供选

购服务，倡导更多的消费者选择绿色

产品，选择中国环境标志认证产品。 

在发言中陈轶群副总经理还表

示，中环联合于8月13日在北京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面向消费者普及环保知识，介绍绿

色采购技巧并启动开展“小标志、大影响”暨中国环境标志“随手拍”活动。 

 



2016年7月28日-2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2016年年会暨能力建设

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中环联合认证中心(CEC)总经理张小丹带队参加会议。并作为GEN全球

环境标志网络理事，受到天津市常务副市长段春华、天津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崔津渡的

接见。 

此次会议的主旨是落实2014年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北京宣言》，建

设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推动绿色发展和构建绿色价值链。来自中国外交部、商务部、

环保部、财政部和质检总局等各部委领导、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澳大利亚、韩国等各国专

家组代表、及企业、协会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作为本次会议的支持单位，中环联合副总经理陈轶群在会上做了“CEC助推绿色供应链

发展”的主题报告，从绿色供应链试点、政府绿色采购、中国环境标志等几个方面介绍了

CEC在绿色供应链研究和实践方面的先进经验，并代表中环联合签署了APEC绿色供应链优秀

案例体验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自2013年来，CEC作为天津低碳发展与绿色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心的发起成立机构之一，

同时作为天津市绿色供应链试点工作的技术支持单位，参与了天津市绿色供应链试点的大量

工作，包括天津市绿色供应链试点工作政策建议、天津市绿色供应链标准化体系建设、APEC

网络平台和信息平台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天津市绿色供应链试点工作的推动和开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开展绿色供应链研究的同时，CEC与可持续发展联盟（TSC）和美国环保协

会（EDF）等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 

中环联合总经理张小丹

出席APEC绿色供应链合

作网络2016年年会 



 

中环联合副总经理吴冷参加

2016两岸环保高层专家论坛 
 

8月30-31日，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副总经理

吴冷和福建分公司负责人李晨章一行2人在台

北市参加了2016两岸环保高层专家论坛。 

本次论坛由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和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共同举办，会议宗旨是推动两

岸环保交流，共创环境永续发展新世代。与会

代表就生态环境管理/废弃物管理等进行专题

报告，交流两岸在生态环境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和做法。 

    会议期间，吴冷副总经理和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台湾大学等海

峡两岸相关机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介绍

了中环联合在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碳核查/绿色

供应链以及相关节能环保技术领域的业务开展

情况，探讨了今后相关业务合作的可能性，得

到与会相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的认可和响应。 

中环联合副总经理吴冷拜访

台湾环境与发展基金会 
 

8月31日，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副总经理

吴冷和福建分公司负责人李晨章一行2人前

往台湾新竹市，拜访了台湾环境与发展基金

会（简称EDF）。 

EDF是台湾为主负责环保标章与绿色产

品认证的单位，隶属台湾环保署，到目前为

止环保标章产品共有14大类产品类别，超过

150多种产品标准，核发环保标章产品证书

数量约13000张。 

    本次拜访双方都很重视，事先进行多次

讨论交流，确定本次交流重点议题，包括双

方业务介绍和合作事宜讨论，在环境标志标

准与认证合作/碳交易与碳盘查/低碳城市策

略等进行深入交流。中环联合认证中心的到

访受到EDF总经理陈文卿博士，资深顾问于

宁博士和技术总监陈靖原等热情接待，通过

交流探讨，双方加深理解两岸的做法和经

验，一致同意今后加强沟通和合作，为两岸

企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减轻企业认证成

本。 



张小丹总经理参加第二届“中国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建设

国际研讨会 
2016年6月30日，第二届“中国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建设国际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

开。来自国家认监委，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德国联邦环保局（UBA），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浙江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政府机构，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等国际合作组织，以及来自德国、

美国、日本、土耳其、韩国和瑞士的企业、认证机构和检测机构的专家和代表200余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理张小丹、副总经理陈轶群应邀参加会议。 

第二天，张小丹总经理和陈轶群副总经理作为专家受邀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的中德交流会议。

来自国家认监委（CNCA）、德国联邦环保局（UBA）、德国环境标志与质量保证委员会（RAL）等

政府部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等国际合作组织，以及来自中德第三方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

的专家们共计40余人参加了本次交流。德方代表在会议中分享了德国蓝天使环保标识发展的实践

经验，并指出在建立新的制度的同时，应当参考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已经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力的标准和标识体系。同时也表示愿与中方继续开展合作。 



  多方共同打造APEC绿色供应链优秀案例体验中心   

    2016年7月30日上午，APEC绿色供应链天津示范中心与可持续发展联盟（TSC）等首

批17家单位在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片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同打造APEC绿色供应链

优秀案例体验中心（体验中心）。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主席玛丽·阿奎拉（Marie 

Sherylyn Deleña Aquia）女士、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史继平、新金融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齐天、澳大利亚良好环境认证协会首席执行官凯特·哈尔斯（Kate 

Harris）和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APEC经济体代表及签约单位代

表出席活动。本次签约，标志着体验中心建设在中国天津自贸区全面启动。  

    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主席玛丽·阿奎拉（Marie Sherylyn Deleña Aquia）女士、滨

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史继平、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齐天、澳大利

亚良好环境认证协会首席执行官凯特·哈尔斯（Kate Harris）和来自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APEC经济体代表及签约单位代表出席活动。  

    签约仪式由可持续发展联盟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周卫东主持。天津示范中心副总经

理李智静介绍体验中心的宗旨、目标、功能设计以及项目进度。中国生态原产地保护联

盟会长孙建、国信招标集团副总工黄跃建、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副总经理陈轶群代表签约

单位发言。签约各方将围绕体验中心建设，按照审慎良好商业惯例发现、遴选和推介绿

色供应链最佳实践，推动绿色供应链自愿行动，推广绿色供应链管理理念、工具和产

品，开展绿色供应链相关培训、论坛、路演和宣传活动，推动绿色贸易，探讨绿色产品

的通关便利化建议，促进相关国际合作。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理张小丹会见

澳大利亚环境标志机构首席执行官 
 

2016年8月1日，澳大利亚环境标志机构——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

（GECA）首席执行官Kate Harris女士再次访问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就今年中

环联合访问GECA、双方下一步合作等内容展开讨论。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

理张小丹、副总经理陈轶群与来访客人举行会谈。 

张小丹总经理对Harris女士的再次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充分肯定上

次会谈后的一些工作进展。随后，双方拟定了赴澳大利亚会谈的行程及内

容。此外，双方就目前已有的试点项目实施展开了讨论，并期待通过试点项

目能为双方带来新的合作机会。 

作为GEN理事，张小丹总经理与Harris女士对GEN组织发展战略进行讨

论，双方都十分期待在GEN平台下，各环境标志机构能够真正达到互认，为各

国绿色贸易做出贡献。在共同核心标准的研发方面，Harris女士建议双方可

以在某些特定领域开展标准研制、绿色供应链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动中澳的

绿色贸易。 

     通过此次深入交流，中澳环境标志机构未来将继续在环境标志互认、标

准研发、绿色供应链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此次交流为日后进一步合作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中环联合拓展“一带一路”区域环

境标志合作与哈萨克斯坦国际生态

研究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CEC）与哈萨克斯坦环境标志机构——哈萨克斯坦国际生

态研究院（MAE）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合作关系。 

哈萨克斯坦国际生态研究院（MAE）是一家发展环境友好型产品服务以及生产

的非营利性组织，同时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07工作组的成员。MAE负责哈萨

克斯坦生态标签计划的管理，包括开发标准开发、提供认证等，目前已有125家本土

企业的产品获得了生态标签的认证。 

此次协议涵盖了环境标志、绿色采购体系、绿色生产和消费等可持续发展领

域内容，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加强中哈两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促进两国绿

色经济贸易发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撒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得到哈萨克斯坦及沿线国家的热烈响应。此次签约，是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有力支持，顺应了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新要求，有助于加强

“一带一路”区域环境标志的合作，促进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进一步

丰富中哈环保合作内容，有利于中哈《环保协定》的履行。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环联合从环境标志入手，积极拓展研究“一

带一路”区域的环境标志合作。截止目前，已经与德国、泰国、新加坡、俄罗斯、

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正与各方积极探讨如何通过环境标志双边

及多边互认，促进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完成联合国CDM DOE资质再认可办公室评审 

    2016年9月20日至21日，由UNFCCC派遣的两位国际专家组成的联合国CDM DOE认

可评审组对中环联合认证中心（CEC）的DOE资质再认可开展了办公室评审。CEC最高

管理者张小丹总经理带领气候部全体人员接受了此次评审活动。 

    根据CDM执行理事会(EB)颁布的最新版认可程序要求，CEC于今年上半年向EB提

交了DOE资质再认可申请。此次办公室评审是再认可申请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在

整个评审过程中，认可评审组依据最新版本的认可标准，对CEC履行DOE职能的管理

能力及技术能力进行了专业、全面的评审，并给予了高度肯定，判定CEC的质量管理

体系及技术能力符合认可标准要求。 

    评审过程中，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主任任勇会见了评审组专家，与专家们进

行了亲切的会谈交流，并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2016年9月14日，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IGES首席研究总监田中聪志先生

和主任研究员高桥健太郎先生到访中环联合认证中心(CEC)，期间，中日友好环境

保护中心任勇主任接见了来访客人，并与其进行了亲切的交流。 

在与CEC的会谈中，张小丹总经理介绍了CEC近年来开展的碳核查试点工作，

并询问了IGES方面近期对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研究进展。田中先生介绍了日前在清华

大学结束的中日韩三国碳价研讨会的情况,并向CEC了解了中国国内碳交易配额分配

额、交易模式、核查技术问题等方面的内容。 

     此次会谈交流延续了双方良好的合作历史，对下一步在低碳减排领域方面的

研究合作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IGES到访中环联

新加坡2016学校回收利用垃圾桶设计比赛 

2016年7月26日，新加坡环境理事会（SEC）与可口可乐公司合

作，可口可乐基金会捐献25万美元，联合举办“2016学校回收利用垃圾

桶设计比赛”，比赛旨在激发下一代年轻人更加有创造力，对日常生活

的行为机进行反思，有效

改进不良习惯。 



GECA家具标准修订 
 

GECA目前正在修订其家具标准。家具及配

件（B级）标准将根据计划修订，由于标准重

叠，家具配件及泡沫（A级）亦正在同时修订。

第一轮磋商之后将举行面对面会议，审查所有反

馈并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建议的主要变化包括： 

◆ 织物和粘合剂材料要求的变化 

◆ 关于材料含量最低资源效率标准的重组 

◆ 增加关于供应链和人权问题 

悉尼澳大利亚技术公园 
 

    SEE可持续经验是澳大利亚可持续建筑和设

计展示活动，专门为制造商、供应商、住宅和商

业设计、建筑专业人士、建筑业主、设施管理人

员和阶层经理量身定做的。 

    参观者可以从澳大利亚各地的制造商和供应

商那里获得最新的可持续创新，帮助他们设计和

建造绿色建筑。参展商和行业领袖将举办免费的

教育研讨会。 



 ICLEI庆祝可持续城市二十周年 
 

    地方政府可持续性（ICLEI）已经覆盖超过

86个国家，1000个城市、城镇和大都市，通过

当地的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ICLEI有大约

300个城市发展的专业人士分布在17个秘书处和

办事处工作，支持城市和地区成为可持续的、

低碳的、有弹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效率和

生产力、生态移动、智能、健康和快乐的。世

界城市人口的20％以上都可能在ICLEI的工作范围之内。 

2016年4月26日ICLEI在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招待会，庆祝20年可持续采购

工作。他们的采购网络加入了超过40个欧洲公共可持续采购当局。他们的成员成就包

括： 

● 在2015年鹿特丹达到100％的可持续性采购 

● 罗马招标家具、造纸和清洁服务达到100％可持

续采购 

● 哥本哈根达市政车辆的53％使用可持续替代的

化石燃料 

埃里克·索尔海姆成为最新UNEP执行董事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挪威的埃里克·索尔海姆作为联

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的第六位和最新的执行董事。 

索尔海姆先生目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援

助委员会的成员。2007年到2012年，担任挪威环境和国际发展

部部长职务。2005年至2007年，他担任了挪威国际发展部部

长。 



零售业绿色供应链研讨会在扬州召开 

 

2016年4月18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主办

的“2016 年绿色供应链研讨会”于扬州召开。可持续发展联盟（TSC）受邀参会并发表演

讲。会议以“关注绿色供给、助力可持续消费”为主题，探索实现绿色供给的新思路和新

方案。 

近年来，受宏观环境、消费者需求变化、多渠道引流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零售行业

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对行业可持续运营的关注，连同对环境、社会所产生的可能影

响，愈将成为零售商战略制定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此大环境下，中国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圆桌（CSRR）（以下简称圆桌）成员齐聚扬州发

布了“中国零售业负责任采购倡议”，向社会发出更大的声音，走向中国零售业可持续发

展新的目标。  

中国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圆桌（CSRR） 

中国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圆桌（CSRR）共有16个成员企业，在全国拥有超过12,000家门

店，预计年销售额近万亿人民币（过千亿欧元）。CSRR 目前由16 家零售商和连锁巨头、

领先消费品生产商、非营利组织和学术机构共同参与, 致力于推动零售业的可持续发展。

圆桌成员包括联华、国美、华润万家、大润发、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永旺、宜家、

城市超市、H&M、天虹商场、 星巴克、迪卡侬、西贝和京东。此外还有其它相关机构以观

察员身份参与，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包装生产商利乐，非

盈利组织合众基金会，可持续认证标准机构海洋管理委员会（MSC）、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可持续标准联盟（ISEAL）、可持续棕榈油倡议组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