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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发中心书记周能福率团出访新西兰环、澳大利亚环境标志机构 

◇ 董旭辉总工程师率团赴比利时、德国参加“中德环境标志互认机

制”项目总结会  

◇ 中环联合张小丹总经理出席GEN2016年会并连任GEN理事 

◇ “亚太区域绿色公共采购和生态标志高层培训研讨会”在京举行  

◇ “政府绿色采购与绿色消费研讨会暨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十周

年”在京举行 

◇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国际高层对话 

◇ 中环联合参加中欧可持续供应链高层论坛 

◇ 戴尔公司副总裁Michael Murphy一行到访中环联合 

◇ 六大环保先锋被授予联合国最高环保奖 

◇ 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亚太区域评估》报告中文版在京发布 

◇ Google加入全球环境标志网络(GEN) 

◇ 德国莱茵TÜV在全球环境标志网络（GEN）年会上获得GENICES证书 

◇ 互动外展活动使SEC-StarHub绿色学校（SGA）成为学校和社区的双

赢计划 

◇ 欧盟生态标签获得捷克共和国全国质量奖 

◇ 新数据表明可持续工作更受青睐 

◇ GECA征求对修订的家具标准的建议 

◇ GECA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网络 

◇ 2016年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目标会议 



环境发展中心书记周能福率团出访新西兰环、澳大利亚

环境标志机构 
 

2016年11月27日－12月4日，环境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周能福一行应邀

访问新西兰、澳大利亚环境标志机构——新西兰生态标志信托（NZET）、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GECA)，分别与获证企业等相关方进行了会谈交

流，并与GECA签署中澳环境标志合作备忘录。中环联合认证中心(CEC)副

总经理陈轶群、环境认证中心标志审核使用登记办公室主任阎雨平一起随

团出访。 

在新西兰访问期间，周书记一行与

NZET总经理Francesca Lipscomb女士就两

国环境标志的最新进展，标准制定、认证

实施流程以及政府绿色采购等内容进行了

详细交流。并与新西兰环境部资深分析员Nigel Clark先生，就两国环境

发展，环境挑战及各自环境标志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周书记一行与GECA首席执行官Katherine Har-

ris女士重点围绕双方环境标志目前运作情

况，环境标志标准制定、认证受理机制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与澳大利亚环境标志

认可机构JASANZ的相关官员和多家认证、认

可组织就标志的认证认可及国家政策等方面

展开讨论。出访期间还与获得GECA认证的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向企业代

表介绍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基本情况和认证实施流程。 

    此次出访，增进了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环境标志机构之间的理解，与

环境标志相关的多个领域进行了会谈交流，为加深和扩大与两国的环境标

志合作，促进两国绿色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董旭辉总工程师率团赴比利时、德国参加 

“中德环境标志互认机制”项目总结会  

2016年11月13日至20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总工程师董旭辉率团

赴德国柏林参加“中德环境标志互认机制”项目总结会，在会议期间赴比

利时布鲁塞尔拜访了欧盟环境总司，就中国环境标志和欧盟环境标志——

欧盟之花的管理机制进行探讨交流。环保部科技司王泽林处长、环发中心

王琪处长和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张小丹总经理，以及环境认证中心相关人员

随团出访。 

“中德环境标志互认机制”项目是中德两国环保部门 “中德环境伙伴

关系合作”中的一项内容。在柏林会议期间，代表团与德国环境标志主管

机构——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和核安全部（BUMB）、德国联邦

环境署(UBA)、德国质量保证与认证协会(RAL)等相关部门进行了会谈，就

蓝天使和欧盟之花在德国的管理与实施进行了沟通交流；中德环境标志机

构分别介绍了两国环境标志的最新进展，讨论了环境标志共同标准和互认

实施规则，并决定明年在北京召开蓝天使空调标准培训研讨会，深化两国

环境标志的合作。 

在欧盟环境总司访问期间，代表团交流了中国环境标志及欧盟之花的

管理机制和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和欧盟的政府绿色采购情况，并表达了加

强双方环境标志合作的意愿。 

本次出访，加强了中德、中欧环境标志交流，增进了双方理解和友

谊。同时，德国与欧盟环境标志的管理经验对于中国环境标志今后发展具

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未来，中德、中欧双方将继续拓展深化合作，推动环

境标志的合作与交流，助力可持续消费及绿色贸易的发展。  



中环联合张小丹总经理出席GEN2016年会并连任GEN理事 
 

全球环境标志网络组织（GEN）2016年会及秋季理事会于2016年10月16

日至21日在乌克兰基辅召开，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理张小丹作为GEN理事

成员，全程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届GEN年会与乌克兰“绿色思想—可持续商业发展”国际论坛同期举

办，作为乌克兰环境标志机构的合作伙伴，张小丹总经理受邀在大会开幕

式中致辞，并在会议结束后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介绍了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乌环境标志合作，得到了参会代表的热烈响应。 

根据GEN年会安排，本届年会再次进行了理事选举。经过GEN全体成员

的投票选举，张小丹总经理再次成功当选为GEN理事。这是张小丹总经理自

2012年当选以来，连续第四次当选。根据GEN最新章程规定，理事任期将分

为一年期和两年期，经过理事成员一致同意，张小丹总经理本届理事任期

为2016年-2018年。 

    在本次会议期间，张小丹总经理先后与来自欧盟、北欧、新西兰、澳

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环境标志机构代表进

行了深入交流，各方都表示希望与中国环境标志在产品互认、绿色采购等

领域加强合作。一些国家也介绍了本国环境标志工作的经验，也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 



    12月15至17日，在环境保护部和环保部环境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

下，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与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在北京主办了“亚太区域绿

色公共采购和生态标志培训会”。环保部国际合作司孙雪峰处长出席了

会议，环保部环境发展中心总工程师董旭辉、联合国环境署中国代表处

首席代表张世钢、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理张小丹出席会议并致辞。来

自联合国环境署（UNEP）、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

以及东盟国家的公共采购和环境标志专家共6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会是“提高东盟+3区域国家绿色公共采购和生态标志知识

与能力建设”（ASEAN+3）项目的一项重要活动。该项目由联合国环境署

于2013年正式发起，旨在增进亚太区域可持续公共采购和自愿环保标志

的知识和经验分享，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  

    作为“ASEAN+3”项目的参与方以及本次会议的支持单位，董旭辉总

工程师代表环保部环境发展中心向参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环

发中心20年来为中国环保事业和环保“走出去”所做的积极努力。同

时，董旭辉总工程师也对本次培训充满期待，希望通过培训可以进一步

提升亚太区域的绿色公共采购和环境标志水平，共同助力整个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理张小丹在致辞中表示，自2013年以来，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作为UNEP“ASEAN+3”项目的中方实施单位，全面

参与了UNEP倡导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相关项目，并通过分享中国政府

采购与环境标志经验，促进亚太区域国家的相互交流，促进能力的共

同提升。张小丹总经理表示，在北京举办本次培训会对中方也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些相关方共同参加此次

培训，以为今后的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以及联合国的专家分享了

北美、欧盟、亚太地区以及全球实施绿色公共采购和环境标志的经

验，并对即将发布的“ISO20400可持续采购”标准进行了解读。各位

东盟国家的代表也分享了各自在该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参会嘉宾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并对未来区域合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UNEP的项目官

员Farid Yaker先生表示，“ASEAN+3”项目结束后，UNEP还将发起新

的区域合作项目，继续推进亚太区域的绿色公共采购和环境标志的发

展，为区域以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政府绿色采购与绿色消费研讨会暨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十周年”在京举行 

 

    2016年12月14日，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在京举办了“政府绿色

采购与绿色消费研讨会暨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十周年”活动，环境保

护部科技标准司、财政部国库司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环保部、财

政部、联合国环境署（UNEP）、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地方采

购中心等国内、国际专家就“政府绿色采购与环境保护”“政府绿色采

购与绿色供给”“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来自环保部技术处、财政部政府采购一处、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黑

龙江省政府采购管理办

公室、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环境保

护部政策研究中心、环

境保护部环境认证中

心、佳能公司的专家从

不同角度对政府绿色采

购、绿色消费、绿色供

应链等议题进行讨论并做发言，来自联合国、加拿大、西班牙、倡导地

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的国际专家介绍了欧盟、加拿大、

地方政府的绿色采购情况以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公共采购项目。 

    本次会议由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承办，中国政府采购杂志社协办，来

自环保部、财政部、中央直属单位采购部门、以及部分省（市）财政厅

（局）、环保厅（局）、高校科研机构、国内外知名企业、媒体等近

200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国际高层对话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国际高层

对话会于2016年12月11-12日在深圳举

办。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出席并致

辞。环境发展中心董旭辉总工程师率

队参加了本次对话会。 

本次会议主题为“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由环境保护部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由中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深

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承办。 

会议围绕“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合作平台”、“履行企业

环境责任”三个专题展开交流与研讨。会议一致认为，绿色“一带

一路”建设与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互呼应，应

积极推动生态环保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会议期间，翟青副部长还与深圳市市长许勤共同为“一带一

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揭牌。该中心由环境保护部

与深圳市政府共同建设，将作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环保产业国际合作的高端实体平台，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务实合

作的开展。同时，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倡议。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柬埔寨、伊朗、老挝、蒙古国、俄罗

斯等1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代表，以及相

关省市环保部门官员、学者和企业界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 

   



中环联合参加中欧可持续供应链高层论坛 
 
11月28-29日，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欧盟亚洲转型项目、联

合国环境署、国际贸易中心共同主办，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和京东集团联合

承办的“中欧可持续供应链高层论坛”在京召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会长姜增伟、联合国环境署SCP10YFP秘书处Charles ARDEN-CLARKE、国

合会副秘书长徐庆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理张小丹

应邀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言。 

本届论坛以纺织品行业

的可持续供应链为切入点，

探讨中欧贸易以及中欧绿色

贸易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

通过贸易转型带动纺织行业

供应链绿色转型，增进国际

合作与交流，共同打造中欧

绿色贸易通道。 

张小丹总经理在题为“环境标志认证助推纺织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发

言中，针对服装行业认证和可追溯性相关公共政策话题，重点介绍了中国

环境标志计划的开展、环境标志国际化、中国环境标志纺织产品HJ2546-

2016最新标准、环境标志政府绿色采购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等内容，并

就绿色供应链等新型认证工具在纺织服装行业的影响进行了介绍，受到了

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会上，联合国环境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中国纺织品进

出口商会、京东集团、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麦肯锡公司、世界自然基金

会、农科院棉花研究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以及国际服装知名企业

H&M、C&A、Inditex等代表就相关话题作了精彩发言。 

 



戴尔公司副总裁Michael Murphy一行到访中环联合 
 
 

 

 

 

 

 

 

 

10月12日，戴尔公司全球产品合规及环境事务副总裁Michael 

Murphy和亚太区产品合规及环境事务高级经理杨钊、中国区环境事务

经理刘潇一行到访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公司总经理张小丹和副总经理

陈轶群会见来访客人并就双方业务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 

戴尔公司代表表示，在多年的合作中，深切感受到中环联合人员

专业的工作态度和热情的服务，感谢中环联合在相关产品的认证技

术、工厂审核等方面对戴尔公司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戴尔公司希

望进一步了解中环联合近期开展的新项目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张小丹总经理介绍了中环联合近年来在碳核查、绿色供应链、绿

色产品等领域开展的多项实践活动，以及在国际项目中积极参与的多

个研究课题，并期待与戴尔公司能够开展更多层次、更多领域的合

作。 

    戴尔（Dell）公司于1984年在美国创立，以生产、设计、销售家

用以及办公室电脑为主，同时也涉足高端电脑市场，生产与销售服务

器、数据储存设备、网络设备等，属世界五百强企业。 



2016年12月2日，来自政府、学界和基层的6位环境领袖在墨

西哥坎昆举办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会议上获得了联合国最高环境荣

誉，地球卫士奖。 

这一年度大奖旨在表彰那些来自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社

会，为改善环境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不论是因捍卫环境而被谋杀的原著民活动家，还是全球最大

规模海滩清洁运动的组织者，今年的地球卫士奖授予给那些富有

远见卓识，敢为人先的勇士们。他们毅然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

任，积极面对气候变化、海洋垃圾和自然资源枯竭等挑战。 

每一个获奖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向世界证明，向低碳、高效、

包容、环境友好及可持续性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它已

开始蓬勃发展。 

卢旺达总统、澳大利亚生态创新者、摩洛哥可持续能源署、

世界最大规模海滩清理运动印度组织者，洪都拉斯原住民环保人

士贝尔塔·卡塞雷斯以及德高望重的墨西哥生物学家获得了今年

的地球卫士奖。 

六大环保先锋被授予联合国最高环保奖 



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亚太区域评估》

报告中文版在京发布 

12月9日，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亚太区域评估》报告中文

版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由联合国环境署和中国亿利公益

基金会主办，由中国环境保护部支持。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

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环保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宋小智

与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亿利公益基金会主席王文彪等出席了

本次活动并发表开幕致辞；区域评估联合主席周国梅博士与环

境署首席科学家杰奎琳•麦克格雷德教授分别介绍了报告主要结

论以及区域与全球进程；中国主要参与作者与专家，来自政

府、研究机构、高校、青少年代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100多

人参加了发布会。  

该报告以“健康星球、健康人类”为主题，结合2015年联

合国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对

亚太地区的环境状态、发展趋势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应政策建

议与解决方案。  



Google加入全球环境标志网络(GEN) 

     

     

 

 

    2016年10月，在乌克兰基辅举行的全球环境标志网络

（GEN）年度大会上，经过各成员代表投票，通过了软件巨头谷

歌公司加入GEN的申请。信息技术公司的“可持续运营计划”负

责Google全球办公室的绿色采购政策，鼓励使用I型环境标志认

证的办公和卫生产品。谷歌认为I型环境标志对可持续发展很重

要，并愿意为扩大GEN的影响提供支持。 

    Google房地产和工作场所服务部，可持续运营团队负责人

Lauren Riggs表示：“每个国家的I型环境标志认证的清洁和办

公用品通常不一致，甚至没有相关的获证产品，因此我们通过

GEN网站来选择能够满足要求的绿色产品。” 

    GEN主席Bjorn-Erik Lonn欢迎Google的加入，并对Google

的环保承诺表示赞同，“作为全球组织，都有责任使得有用的

信息能够被普遍获得，随着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

战，组织间的合作是明智的选择。” 



互动外展活动使SEC-StarHub绿色学校

（SGA）成为学校和社区的双赢计划 

    2016年11月10日，从只有28个绿色学校奖

（SGA）申请开始，SEC-StarHub绿色学校奖（SGA）见证了超过

14倍的惊人成长，覆盖了405所学校的406,000名学生，大约占新

加坡学生人数的56％。“从年轻人开始”的实现可以看出，仅学

龄前儿童的人数就几乎增加50％。 

    StarHub赞助的SGA是由新加坡环境委员会（SEC）管理的一

个计划，旨在培养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技能，使他们能够以环保和

积极主动的方式领导和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为了克服当前的

环境挑战，SGA引入了一个新的外联部分，使超过32万学生、居

民和更广泛的社区参与其中。 

德国莱茵TÜV在全球环境标志网络

（GEN）年会上获得GENICES证书 

    2016年10月19日，德国莱茵TÜV的绿色产品标志在乌克兰基

辅召开的全球环境标志网络（GEN）年度大会上被授予GENICES

证书。 

    绿色产品标志（Green Product Mark）是德国莱茵TÜV于

2012年发布的I型环境标志计划，目的是传达关于产品环境方面

的可验证和准确的信息，并鼓励对环境压力较小的产品的需求

和供应。通过绿色产品标志认证的客户包括德国电信、联想、

雀巢、华为、LG等跨国品牌。 



欧盟生态标签获得捷克共和国全国质量奖 

    全国质量奖颁奖仪式于2016年11月22日在布拉格城堡举

行。表现最佳的公司和组织获得了国家质量奖和捷克共和国国

家奖以促进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欧盟生态标签和捷克生态

标签都获得了国家质量奖。这次仪式有捷克总统Milos Zeman、

参议院议长Petr Pithart、总理Bohuslav Sobotka、工业和贸

易部长Jan Mládek和许多其他贵宾出席。颁奖仪式上还有许多

企业、商业协会和组织代表，以及媒体的积极参与。 

新数据表明可持续工作更受青睐 

    “2016年更好的科尔马布伦顿未来报告”发布了公众对新

西兰政府在2015年签署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态

度的调查结果结果。研究表明，70％的人认为，为一个对社会

和环境负责任的公司工作是重要的。此外，66％的人表示即使

工资少，他们宁愿为一家具有较高价值的公司工作。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社会、环境、文化和经济、消

除贫困、气候行动、减少不平等、清洁水和卫生、体面工作、

经济增长和优质教育。 



GECA征求对修订的家

具标准的建议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GECA）已经对其两个家具标

准进行了重大修订，并正在征求业内专业人士对修订的新

标准的意见。 

    “家具配件和泡沫（A级）”以及“家具和配件（B

级）”两项标准已经更新和修订。按照GECA计划，家具和

配件（B级）标准进行修订，由于两个标准的内容重叠，按

照GECA的规定，家具配件和泡沫（A级）标准也同时修订。 

修订的内容包括： 

● 提升家具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并为某些标准简化措辞 

● 织物和粘合剂材料要求的变化 

● 增加关于供应链和人权问题的新标准 

● 包括在家具、配件和泡沫（A级）范围内的床垫标准 

● A级标准对甲醛释放要求更严格 

● 有关产品保修期要求的更改 

● B级标准中符合文件的新要求 



  GECA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绿色

供应链网络 

 

    澳大利亚良好环境选择（GECA）被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正式

批准为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网络的澳大利亚代表。 

    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网络成立于2015年，旨在通过亚太经

合组织经济体的绿色供应链网络，促进环境保护、经济上可行的采

购、生产，以及货物和服务的消费。 

    GECA是该网络最新正式认可的成员之一。GECA将与该平台合

作，在亚太经合组织地区推广认证产品，并支持发展中东南亚国家

改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实践。 

 

2016年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目

标会议 

     2016年11月29日至30日，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目标会议

（SDGA16）在悉尼举行，此次会议是一个范围广泛、多利益相关方

的会议，旨在激励行动计划，解决面临的最大的17个社会、环境和

经济挑战。会议关注澳大利亚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

容、原因和方式，旨在提高认识，确定澳大利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优先事项。GECA的首席执行官Kate Harris将担任目标12的召集

人，并将在活动期间主持专家小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