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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8年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以下简称“亚太森林

组织”或APFNet）启动会上通过的《框架文件》，制定本《运行章

程》，指导亚太森林组织长期发展，并可根据发展情况进行必要修

订。

按照APEC术语规定，在亚太森林组织的所有文件、出版物和活动

中，除国际或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企业成员外，亚太森林组织

其他成员一律称为“经济体”或“成员经济体”。

亚太森林组织由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体发起成立，旨在加

强亚太地区林业领域的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
1
。

成员同意成立亚太森林组织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中

国
2

。

亚太森林组织可在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内设立分部或办公室，以支

持开展相关活动。

为实现其愿景、宗旨和目标，亚太森林组织可与其他政府或非政府

组织、公司、基金会和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签订合作协定。

为达成亚太森林组织目标，亚太森林组织有以下权力：

1.1

1.2

2.1

2.2

2.3

2.4

2.5

1）从有关政府机构或公司、协会、个人、基金会以及其他实体接受、

获得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获得对于达到亚太森林组织目标有利且必需

的执照、权利、特许权或类似权利，以及财务和其他方式的支持；

第一条 背 景

第二条 亚太森林组织的建立和组织

2）通过捐款、拨款、交换、不动产遗赠、遗赠、购买或租赁，不论

是绝对的还是以信托的方式，从有关国际性、区域性或国内的政

府机构或公司、协会、个人、基金会以及其他实体接受、获得或

以其他方式合法地得到收益，其中包括对于达成亚太森林组织目

标和活动及拥有、经营、管理、使用、出售、转让或处理这些收

益有利或必需的不动产、个人或混合型财产，包括资金、有价值

的效应或项目；

3）签订符合区域经济体法律的协议、备忘录与合同；

4）依据本组织规定和东道方或其他相关经济体的法律，雇佣工作人

员，不受国籍、性别、宗教的影响；

5）依法提出诉讼并进行辩护；

6）行使对促进、实现或达到本《运行章程》所述目的及活动必需

的、有利的、合适的或适宜的行为和职能，或对亚太森林组织目

标和活动有利的、必需的和有用的行为和职能。

1）为实现“2020年之前达到APEC区域内各种类型森林面积增长

2000万公顷”的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亚太森林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亚太区域的森林恢复，提高森林可持续

管理水平。

亚太森林组织的愿景是协助促进亚太区域森林面积增加，倡导多功

能林业，提高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满足区域

内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需求。

除亚太森林组织被授权为所提供服务支付合理报酬，以及为实现其

目标开展活动支付费用外，其收入不能用于其成员、董事、官员或

个人。

3.2

3.3

3.1

2.6

第三条 宗旨、愿景和目标

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运行章程

亚太森林组织的目标为：

2.  以下简称“东道方”

1.  引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悉尼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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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1

4.2.2

3.4

4.1

1）确定亚太森林组织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领域；

2）通过亚太森林组织行政和财务规定；

3）任命亚太森林组织秘书长，确定其任期，监督其表现，如不称职

则有权解雇秘书长；

4）确定亚太森林组织的组织框架，确定成立区域分支和办公室等附

属机构。

董事会负责亚太森林组织总体监督和重大问题决策，具体职责包括：

董事会的作用和职责

董事会

董事会组成

董事会成员不少于8人，不超过16人，具体组成为：

任命董事会成员时，应考虑其专业背景和能力、地区平衡、机

构平衡（来自经济体、国际组织、学术机构、企业），重点考虑其

对亚太森林组织的支持。

东道方将在临时指导委员会和联络员会议提名的候选人中任命

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董事会的连续性，除秘书长外，董事会成员任期3年，实

行交错任期制，即董事会成员中三分之一任期为1年，三分之一任期

为2年，构成第一届董事会交错任期。董事会成员至多可连任一届，

主席从董事会成员中选举。除无投票权的成员外，由成员退休、不

胜任或其他任何原因产生的任内位置空缺，将由董事会成员以多数

通过的方式选举一名新成员填补空缺，新成员的任期仅为原成员3年

任期的剩余时间。

1）一名由东道方指派的无投票权成员；

2）亚太森林组织秘书长为无投票权成员，同时担任董事会秘书；

3）至多14名其他成员，在理事会与董事会协商后，由理事会评选。
亚太森林组织将通过能力建设、信息共享、支持区域政策对话和示

范项目等手段，实现其宗旨、愿景和目标。

第四条  机构设置

亚太森林组织正式机构设置包括：

1）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2）理事会作为议事机构；

3）秘书长和秘书处提供行政服务；

4）项目评审专家组筛选和评估项目。

理事会

项目评审专家组

董事会

秘书长

秘书处

亚太森林组织机构设置架构图

2）通过促进区域内退化林的恢复和皆伐迹地的植树造林，以协助改

善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生产力，增加森林碳储存；

3）通过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以减少毁林、森林退化及相关的碳排

放；

4）协助提高区域内森林的社会经济效益，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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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4.3.2

4.3

董事会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授权秘书长在董事会的监督下行

使除以上第三项权力外的其他权力。

理事会

理事会由亚太森林组织成员代表组成。

理事会主席在理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任期3年，可连任一届。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1）协助并支持董事会的工作；

2）为理事会和其他咨询机构的有效运行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持；

3）协助秘书长的工作；

4）管理项目征集及组织项目概念书和建议书评审；

5）监督亚太森林组织支持项目的实施；

6）鼓励APEC和非APEC经济体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亚太森

林组织活动；

7）制定和实施亚太森林组织宣传计划；

4.4 秘书长和秘书处

1）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制定亚太森林组织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并

定期评估进展；

2）监督秘书处活动，保证活动计划和实施高效且有效进行；

3）聘用秘书处工作人员，并领导秘书处工作；

4）从各渠道募集资金，用于亚太森林组织发展；

5）为董事会和理事会提供建议，汇报关系亚太森林组织发展的重大

事项；

6）行使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职能。

4.3.3

4.3.4

4.3.5

4）评议其他机构提交的报告，包括：

1）向董事会提供建议；

2）确保亚太森林组织的目标和宗旨与其成员保持一致；

3）评议董事会做出的决定，提高董事会运行效率，保证董事会透明

度及权责分明；

理事会主要职责包括：

秘书长关于亚太森林组织活动的报告；

年度预算和财务报告；

董事会决议。

5）评议亚太森林组织的年度工作计划，并提出建议，递交董事会通过；

6）如有必要，执行其他相关职能。

理事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如有必要则召开特别会议。

理事会应根据本《运行章程》，通过其议事规则。

秘书长任期三年，至多可连任一届。秘书处首任秘书长由东道方任

命，任期从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

秘书长负责亚太森林组织秘书处的管理和协调，确保亚太森林组织

的目标得以实现，保证项目和活动高效实施。

秘书长和秘书处办公场所目前设在北京。

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在允许的预算下，协助聘用必要的工作人

员，为秘书处提供技术和行政支持。

在董事会的指导和秘书长的领导下，秘书处应：

秘书长是亚太森林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有权签署与亚太森林组织运

行相关的合同、协定和其他正式文件。涉及亚太森林组织管理机

构、目标、秘书处地点、扩大或解体的重大合同和协定，或涉及重

大资金问题，影响到亚太森林组织与东道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文件，

需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秘书长应在董事会的监督指导下行使以下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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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4.4.9

项目评审专家组

秘书长根据董事会通过的政策聘用秘书处职员。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分为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专业人员可以来自亚

太森林组织成员经济体，行政人员应主要为东道方的常驻居民。在

聘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时，应全面考察人员的素质、效率、

能力和品行。关于工资级别、保险、疾病补助或养老金计划和其他

雇佣条件应在秘书处员工规定中说明。

4.5

4.5.4

4.5.1

4.5.2

项目评审专家组为项目概念书和建议书评审机构，成员不超过11

人。董事会成员和理事会代表不能出任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

具体组成为：

每位成员任期3年，至多可连任一届。

项目评审专家组议事规则应符合国际项目评审和评估标准。

1）由秘书长提名一位项目评审专家组组长，并经董事会认可；

2）至多10名在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恢复或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由理事会建议，最后由董事会任命。

7.1 本《运行章程》需经亚太森林组织半数以上成员确认。

第七条  确认

1）作为亚太森林组织的技术评审机构，评估向亚太森林组织递交的

项目概念书和建议书，评估其技术可行性，并向秘书长提出立项

建议，为亚太森林组织捐资方提供决策参考；

2）通过秘书处，向项目申请者提供公正的、技术可行的点评和建

议，协助其改进项目建议书。

6.1

5.1

5.2

5.3

5.4

5.5

第五条 财务和管理

开展亚太森林组织活动的必要经费来源于其成员、合作伙伴和捐资

方的自愿捐助。

董事会应根据国际组织惯例确定亚太森林组织财年并处理财务事

务。

董事会应参考国际上公认的财务标准，确定亚太森林组织的财务运

作规则。

由董事会指定一个独立的国际会计公司，每年对亚太森林组织的业

务进行全面财务审计。

董事会有权检查亚太森林组织的账簿和账目。董事会可根据审计报

告提出的建议和董事会、亚太森林组织成员及捐资方注意到的信息

对账簿和账目做出合理限制。

6.2 为保证本《运行章程》条款的实施，应制定亚太森林组织附属机构

的配套规范条例，由秘书处起草，理事会审议，并由董事会通过。

第六条  修订和配套条例

对本《运行章程》的修订建议及修订文本需由理事会审阅。理事会

认为合理后，提交董事会审阅通过。董事会可选择召开会议或其他

形式审阅修订。如董事会召开会议，则所有成员应于会前收到修订

通知和建议文本。通过对《运行章程》的修订需四分之三的具投票

权董事会成员同意修订文本。形式审阅修订。如董事会召开会议，

则所有成员应于会前收到修订通知和建议文本。通过对《运行章

程》的修订需四分之三的具投票权董事会成员同意修订文本。

4.5.3 项目评审专家组行使以下职能：

8）管理人力资源、资金、合作伙伴协议，拨付项目资金，确定出差

安排；

9）完成亚太森林组织财务审计和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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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是《运行章程》的附件和组成部分，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并将作

为亚太森林组织成员发展程序。

亚太森林组织面向APEC经济体和亚太区域其他非APEC经济体及相

关方开放。亚太森林组织成员类别可包括：

成员发展程序

一、成员范围与类型

申请方应具备以下资质：

五、申请与通过

在过渡时期成为亚太森林组织成员的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组织无需再

次申请成员资格。

若有意申请亚太森林组织成员资格，应向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具体

应包含以下材料：

1）符合上述成员类别（d类及e类申请者在提交成员申请时应得到其

所在经济体的支持）；

2）接受并支持亚太森林组织的宗旨、愿景和目标；

3）遵守开放、协商一致和各成员互相尊重的原则； 

4）所开展的活动与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密切相关。

2）成员有以下义务：

三、成员权利与义务

1）成员有以下权利：

四、成员费用

亚太森林组织不要求成员缴纳费用。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成员为亚

太森林组织提供财力、物力或技术支持，包括向亚太森林组织秘书处输送

员工。

指派一名理事会代表，并指派联系人负责日常联络（如成员经济体

和在该经济体运行的d类和e类成员均为亚太森林组织成员，则只需

指派一位理事会代表）； 

支持并促进实现亚太森林组织目标、活动和各类活动和项目的实

施；

积极向秘书处提供与亚太森林组织活动、项目和倡议的实施情况和

进展；

与秘书处和亚太森林组织各成员维持良好关系。

二、成员申请资质 

参与亚太森林组织理事会会议；

提名亚太森林组织理事会主席或副主席；

对新成员的申请发表意见；

为董事会空缺席位提名候选人；

获得亚太森林组织进展报告、年度财务报告、工作计划、年度预算

和出版物；

定期获知亚太森林组织活动；

对亚太森林组织政策和下设机构运行提出建议。

(a) APEC经济体

(b) 亚太地区非APEC经济体

(c) 在亚太地区运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d) 亚太地区经济体内的林业相关学术机构和民间社团

(e) 亚太地区运行的林业相关领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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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可自由退出本组织。退出应以书面通知秘书处，由其转告其他

成员及相关方。退出将于退出通知发出三个月后生效。

签字确认《亚太森林组织运行章程》；

正式致函说明申请者满足第二条中所列的成员资质，并按照第三条

所列成员义务，指派一名理事会代表和负责日常联络的联系人（如

为d类及e类申请者，则只需指派联系人）。

按照第二条所述，提供所在成员经济体的书面支持；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表明该申请者在其所在经济体具备法律地位

和法人资格。

申请应于理事会会议召开3个月前提交至秘书处，以便秘书处提前发

送至各成员进行充分考虑。 

理事会应在其年度会议上对成员申请进行审议，并根据本文件中的

标准对申请方进行评估并做出决定。

d类及e类申请者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六、退出和暂停成员权利 

澳大利亚
2013年

4月4日

2013年

1月14日

2012年

12月11日

2013年

4月25日

孟加拉

文莱

柬埔寨

农渔林业部 
3

环境与森林部

工业

与初级资源部

农林渔业部

国际森林政策处处长

Ben Mitchell先生

林业司助理秘书长
Paul McNamara先生

森林司司长Md. Yunus Ali先生

秘书长
Md. Shafiqur Rahman Patwari先生

林务官
Shahri Bin Haji Hussin先生

林业司司长
Haji Saidin Bin Salleh先生

森林与野生动植物研究所处长
Sokh Heng先生

林业局局长
Chheng Kimsun先生

经济体/
国际组织

印章
确认单位

签字人 时间

《亚太森林组织运行章程》签字确认情况

2013年

2月6日
中国 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司长苏春雨先生

2013年

1月9日
印尼

林业部

流域管理和

社会林业司

国际合作处处长
Yudi Sutrisno先生

加拿大
2013年

1月10日
无

自然资源部林务局国际事务处处长
Peter Besseau先生

自然资源部林务局副局长
Tom Rosser先生

2013年

1月10日
斐济

渔业

与森林部

森林司处长
Eliki Senivasa先生

常务秘书长
Inoke Wainiqolo先生

序
号

1

2

3

4

6

7

5

8

3.  现更名为“农业与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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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2月5日
老挝 农林部

林业监察司合作处副处长
Khamphone Bounthavy先生

林业监察司合作处处长
Duangsavanh Saophimpha先生

林业监察司总司长
Phoumy Phoumanivong先生

2012年

12月13日
蒙古

环境与

绿色发展部
清洁技术司司长T.S.Batchuluun先生10

2012年

12月19日
秘鲁 农业部

森林与野生动植物司总司长
Rosario Acero Villanes女士14

2013年

1月14日
菲律宾

环境与

自然资源部

森林经营局主任
Ricardo L. Calderon先生

部长Ramon JP Paje先生

15

2012年

12月18日
尼泊尔

森林与

土壤保护部
联合秘书Ram Prasad Lamsal先生12

2012年

12月20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林业部代理局长Ruth Turia女士13

9

2013年

1月1日
缅甸

环境保护

与林业部

林业司总司长Nyi Nyi Kyaw先生

规划与统计司总司长Tin Tun先生

11

2013年

5月30日
泰国 皇家林业厅副厅长Prajut Lorsuwanisiri先生18

16 斯里兰卡
2012年

12月13日
环境部

森林司司长Anura Sathurusinghe先生

联合秘书Gamini Gamage先生

17 中国台北
2012年

12月17日
无

台湾农业委员会林务局技正黄兆吟先生

台湾农业委员会林务局局长李桃生先生

2012年

12月11日

国际热带木材

组织
执行主任Emmanuel Ze Meka先生21

2012年

12月21日
美国 国务院海洋、国际环境和科技事务局主任

Margaret S. Caton女士
19

20 越南
2012年

12月20日

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处长
Luu Tien Dat先生

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Nguyen Tuong Van女士

22
亚太区域社区

林业培训中心

2012年

12月4日

伙伴关系发展官员
Phinyada Atchatavivan女士

执行主任Tint Lwin Thaung先生

23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3年

1月8日

高级林业官员Patrick B. Durst 先生

副总干事、亚太区域代表
Hiroyuki Konuma先生

24
太平洋共同体

秘书处
2013年

1月10日

太平洋共同体

秘书处

联合国

粮农组织

亚太区域社区

林业培训中心

国际热带木材

组织

农业与

农村发展部

土地资源处处长Sairusi Bulai先生

主任Inoke Ratukalou先生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