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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们于 2020 年 5 月发布了新的雨林联盟认证印章，以及新的标签和商标政策。为了持续提

升雨林联盟的标签项目，现正式发布此修订版本，以期提高雨林联盟认证印章以及其它商

标1在世界各地使用的准确性、可信性和一致性。这将有助于保护雨林联盟的价值和信誉。

而对于使用我们商标的组织来说，亦是如此。 

 

雨林联盟认证印章，这一符号在全球的认可度正不断提升。对于组织和消费者等群体来说，

它确保了：购买有认证标签的产品，便是在践行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感。 

 

本文件有三个主要目的，可以帮助组织：  

 

a) 确定其产品或宣传材料，是否有资格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或其它商标1； 

  

b) 理解针对每一个具体案例/情形的相关要求；以及 

 

c) 遵循获取雨林联盟商标使用许可的审批流程1。 

 

本文件由雨林联盟印章图形指南提供补充支持，该指南已作为附件并入本政策。本政策规

定了商标使用的要求、资格和程序，“图形指南”则对在设计带有雨林联盟认证印章的材料

时需使用的格式规则进行说明。 

 

本文件中规定的要求，适用于如下的任何组织：希望将雨林联盟商标应用于其产品包装设

计上、宣传材料（例如网站、销售点资产）上，或任何其它宣传雨林联盟认证作物和/或与

雨林联盟合作的文件中的，无论其面向 B2C 还是 B2B 受众。此外，还包括了媒体或学术界

等第三方使用。想要了解针对每个具体案例/情形的具体要求，请参阅相应章节。 

  

 
1雨林联盟商标包括： 
a) 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b) 雨林联盟森林联盟印章 

c) 雨林联盟徽标 

d) “雨林联盟”名称   

e) “雨林联盟已认证”句段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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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版本历史 

 

雨林联盟会定期修订和更新本文件（及相关语言版本），以不断改进我们的服务和标签项

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够不断评估并提高我们此项目的效率、效果和弹性。雨林

联盟可能会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对部分内容或纠正语法等其它错误进行澄清。但对于

较为重要的内容更新，则会至少提前三个月通知。以下为版本历史记录：  

 

第 1.0 版  

（2020 年 5 

月） 

雨林联盟标签和商标政策的第一版，于 2020 年 5 月发布，在 

2018 年雨林联盟与 UTZ 合并并制定新的组织战略之后，引入了

新的雨林联盟认证印章。其整合了《雨林联盟商标使用要求及指

南》以及《UTZ 标签和商标政策》中的精华内容，使这一新的标

签和商标政策得以简化，并含有一些新创建的内容。 

第 1.1 版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更新版本，提供了一些说明和几项更新： 

• 删除了印章本身和文本中的上标 TM  

• 推出了无青蛙的雨林联盟印章版本   

• 引入了有关森林联盟的章节  

• 澄清了多成分产品的标签的使用，例如非核心成分等。  

• 扩大了草本植物和香料清单，并将附录 B 移至网上  

• 纳入了指向我们翻译指南的链接，该指南也将适时更新 

 

第 1.2 版 

（2022 年 5 月） 
为了不断改进我们的标签项目，我们对政策中的多条要求做了修

订。主要更改有： 

• 更改了多成分产品的标签规则，引入新增的认证成分要求替

换“核心成分”要求 

• 增加了宣传资料的印章使用章节  

• 针对林产品标签的更新要求 

• 针对草本植物和香料产品标签的更新要求，以适配将从 

2022 年第四季度推出的物料平衡采购 

• 审批所需材料变更 

• 针对临时供应短缺的更新程序 

 

如果您的组织希望就本政策将来版本的改进提供反馈，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ustomersuccess@ra.org。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appendix-b-herbs-and-spic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translation-guide/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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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雨林联盟商标概述 

 

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由谁使用：符合相关认证标准的农场企业（由于我们正

在向 2020 版可持续农业标准过渡，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附录 A），以及从这些认证农场采购、

处理和/或销售原料/农作物并符合相关认证要求的供应

链成员。 

 

用于何处：用在推广雨林联盟认证产品和/或做出相关认

证声明的产品包装、宣传材料上或其它传播文件中。 

 

如何使用：有关标签要求，请参考第 2、3、4 以及第 6 

章；对于审批流程，请参考第 9 章 。  
 

无青蛙的雨林联盟印章 

 

由谁使用：某些特定市场，在文化意义上，其认为将青

蛙图像在产品上使用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10.1 节。 

 

用于何处：在允许使用非青蛙印章的市场中，用在推广

雨林联盟认证产品和/或做出相关认证声明的产品包装、

宣传材料上或其它传播文件中。   

 

如何使用：请参阅 10.1 节。 

 

雨林联盟森林联盟印章  

 

由谁使用：属于我们森林联盟计划的一员，且积极满足

森林联盟成员要求的组织。 

 

用于何处：用在符合使用资格的 FSC 认证产品以及宣传

材料上，或其它宣传雨林联盟森林联盟计划成员身份及

其相关活动的传播文件中。 

 

如何使用：有关标签要求，请参见第 5 章和第 6 章；有

关审批流程，请参见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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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联盟徽标  

 

由谁使用：希望表明与雨林联盟的公益营销关系，或展示

与雨林联盟的一种伙伴关系（例如企业咨询）的组织。希

望推广其认证产品的农场企业与供应链成员，应当使用雨

林联盟认证印章。  

 

用于何处：仅用于非包装场景。因此不得出现在产品包装

上，也不得用于认证相关事宜。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customersuccess@ra.org 

 

“雨林联盟”名称和“雨林联盟认证”用语 

雨林联盟  

和 

雨林联盟认证 

由谁使用：已注册的农场企业和公司。 

 

用于何处：与雨林联盟认证产品相关的产品包装、宣传

材料上或其它传播文件中。 “雨林联盟”名称，可以在撰

写有关与雨林联盟合作的材料时使用。 

 

如何使用：相应指导请见：谈及雨林联盟时应如何叙述

的通讯稿、我们的消息模板，以及翻译指南。有关审批

流程，请参见第 9 章。 

 

 

有关第三方对商标的使用，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8 章。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cause-marketing-with-the-rainforest-alliance/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corporate-advisory-and-supply-chain-services/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how-to-talk-about-the-rainforest-alliance/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rainforest-alliance-messaging-templat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translation-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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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标使用的前提条件 

 

希望将我们的任何一个商标用于产品标签和/或宣传资料的组织，应当：  

 

1. 包含在有效的 2020 许可协议 (LA 2020) 中。组织可以申请自己的许可协议，也可以

作为从属持证人添加到另一家公司的许可协议中。在授予商标使用权之前，必须签

署该许可协议并由雨林联盟对其进行验证确认（可以提前递交商标使用申请，以便

于该申请的评审能够并行完成）。点击这里查看有关申请许可协议的详细信息； 

 

2. 满足适用其供应链的合规要求（可追溯性、产销监管链等）。由于我们正向2020 版

可持续农业标准过渡2，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 A；以及 

 

3. 在任何资料上公开使用我们的商标之前，须通过 Marketplace 2.0 获得正式批准。

有关如何申请批准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章。  

 

对于使用我们商标的第三方用户，例如记者、学者或媒体专业人士，适用其它情形和程序。

详情请参阅第 8 章。  

 

有关林产品商标使用前提条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5 章。 

  

 
2 对于已是雨林联盟 2020 认证项目一员的组织，需要有效的证书和交易许可证才能获批使用雨林联盟商标。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get-approval-to-use-rainforest-alliance-seal/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tag/2020-certification-program/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tag/2020-certification-program/
https://marketplace.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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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标签 

 

强烈建议组织对，在其满足要求的产品的包装上，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这包括带品牌

标识的包装、产品标签，以及杯子、水果贴纸等。 

 

产品的标签要求，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a) 产品是由单一成分还是多种成分制成；以及 b) 

某一个给定成分中，有多少是经过雨林联盟认证的。有关“雨林联盟认证”定义所包含的具

体内容，请参见附录 A。有关林产品的标签使用信息，请参见第 5 章。 

 

2.1 单一成分产品 

 

定义：单一成分产品定义为仅包含一种农作物或成分的产品。  例如，一袋咖啡粉应归类为

单一成分产品，即使其中掺混了阿拉比卡咖啡豆和罗布斯塔咖啡豆。 

 

2.1.1 印章使用资格 

 

含量/来源 

 

单一成分产品，属于以下情况时，可在包装上加盖印章： 

 

要么 身份保留或隔离供应链中， 雨林联盟认证产品/作物含量至少为 90%3； 

 

或者  物料平衡供应链中，其100% 的等效认证数量从雨林联盟认证农场采购。[物料平

衡选项的允许作物，包括可可、棕榈油、榛子、花卉、加工水果（包括果汁、果

泥和椰子油）以及草本植物和香料4（包括路易博士茶）] 

 

2.1.2 标签要求 

 

符合上述印章使用条件的单一成分产品，在遵守印章图形指南的情况下，可在其包装上使

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以及： 

 

1. 网页链接：在所有面向消费者的材料中，包含指向雨林联盟网站的链接

（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或简版 ra.org）。我们建议包含文字表述：“雨林

联盟认证，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组织可以使用自己构思的文字表述，只要其中

包含必须要包含的 超链接 URL 即可。或者，可以仅使用超链接 URL 本身。该超链接 

URL 可以位于包装上的任何位置，但其位置应体现出与雨林联盟认证印章、认证成

分或自愿性文本声明（如使用）的明确相关性。  

 

 
3按重量计 
4从 2022 年第 4 季度开始，将为已通过雨林联盟 2020 标准或 UEBT/雨林联盟要求认证的草本植物、香料和花草茶

成分（如附录 B 中所列，包括路易博士茶）引入物料平衡选项。 关于其它作物的变更，请参阅适用的产销监管链

标准以获取最新列表（标准如附录 A 中所述）。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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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成分产品 

 

定义：多成分产品定义为包含一种以上成分的产品，其中至少有一种是经雨林联盟认证的

成分。例如，一块巧克力棒，其采用了雨林联盟认证的可可，同时还含有多种其它成分。  

 

2.2.1 印章使用资格 

 

请注意：经过咨询和评估，我们修改了之前的“核心成分”要求（可在这里找到）。有关
更新的要求以及适用过渡期的所有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更新的“认证成分要求”（从 2022 年 6 月 1 日开始适用） 

对于任何含有香蕉、可可、咖啡、榛子或茶叶的多成分产品，其中必须 至少含有一种5上述

作物（包括从这些作物中提取的成分）为雨林联盟认证作物（仍需满足针对这些作物的含

量/来源和标签的要求），才能够使用印章。  

不含上述作物成分的多成分产品，可自由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来展示任何认证作物（仍

需满足针对这些作物的含量/来源和标签的要求）。 

 

对于包含一种或多种认证作物，且符合印章使用条件的多成分产品，组织可选择在包装上

对哪个/些认证作物进行声明。以下示例，对更新的要求进行了解释说明，以及，如果一个

产品涉及了多种雨林联盟认证作物时，其印章使用资格的相关选项。 

 

 

 

示例：更新的认证成分要求与印章使用资格 

 

产品示例 雨林联盟认证作物 印章使用资格 

巧克力曲奇饼干 

（含有可可和香草） 

可可和香草 

针对可可和香草使用印章； 

仅针对可可使用印章； 

仅针对香草使用印章 

可可 针对可可使用印章 

香草 

不符合印章使用资格；根据“认证成分要
求”，如果含有可可，其必须为雨林联盟
认证的可可，才有资格使用印章。 

 
5 目前，只要求这些作物中至少有一种为雨林联盟认证。我们打算改进这项政策，要求凡是从这五种作物中提取的

成分都需要经过认证，如此整个产品才有资格加盖印章。 

小提示  

可在产品包装上添加自发文本声明，以说明印章的含义或雨林联盟相关事宜。有关

如何在产品包装和其它宣传材料上使用文本声明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第 7 章。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core-ingredient-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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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布奇诺饮品 

（含咖啡和可可） 

咖啡和可可 

针对咖啡和可可使用印章； 

仅针对咖啡使用印章； 

仅针对可可使用印章 

咖啡 针对咖啡使用印章 

可可 针对可可使用印章 

柑橘芒果混合果汁 

 

柑橘和芒果 

针对柑橘和芒果使用印章； 

仅针对柑橘使用印章； 

仅针对芒果使用印章 

柑橘 针对柑橘使用印章 

芒果 针对芒果使用印章 

 

有关本要求的更多说明性示例，请参阅附录 D。 

 

注意事项/过渡期 

自本修订政策发布起，将给予 6 个月的过渡期6，以使所有组织进行调整以满足修订后的要

求。  

1. 满足修订后要求的商标使用申请，在所述的 6 个月期间，可提交审批并获得批准。 

2. 符合之前“核心成分”要求的商标使用申请，在所述的 6 个月期间，仍然可以提交审批并

获得批准。 

3. 已经根据之前的“核心成分”要求获得批准的商标使用申请，将在批准所授与的有效期内

有效，或直到原始设计档案被修改为止。在此之后，需要满足修订后的要求。 

4. 在所述的 6 个月过渡期之后，提交的任何材料，都需要符合修订后的要求，才能使用我

们的印章。  

 

 

含量/来源 

 

多成分产品，在以下情况下，有资格在包装上附上针对认证作物的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要么 身份保留或隔离供应链中，其所含有的该种作物成分至少有 90%7 为雨林联盟认

证； 

 

或者  物料平衡供应链中，（认证作物）100% 的等效认证数量是从雨林联盟认证农场

采购的。 [物料平衡选项的允许作物，包括：可可、棕榈油、榛子、花卉、加工

水果（包括果汁、果泥和椰子油）以及草本植物和香料8（包括路易博士茶）] 

 

 
62022 年 6 月 1 日 — 2022 年 11 月 30 日 
7 按重量计 
8从 2022 年第 4 季度开始，将为已通过雨林联盟 2020 标准或 UEBT/雨林联盟要求认证的草本植物、香料和花草茶

成分（如附录 B 中所列，包括路易博士茶）引入物料平衡选项。 关于其它作物的变更，请参阅适用的产销监管链

标准以获取最新列表（标准如附录 A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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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标签要求 

 

多成分产品，满足上述情况，同时也符合印章图形指南的要求时，可以在其包装上使用雨

林联盟认证印章，并且：   

 

1. 印章：在印章下方标注认证作物名称，以清楚表明印章之所指。对于来自同一作

物类型（如可可液块和可可脂）的成分，应在印章下方以作物的名称进行标注

（在本例中为“可可”）。如果愿意，当有多个符合条件的农作物时，可在印章下

使用“多种成分”字样，而不是单个作物的名称； 

和 

2. 成分表：在成分表中的每个认证成分之后，直接放置一个上标符号（例如，星号

或其它尚未在该包装设计上使用的符号）。在成分表的末尾之后，还需放置相同

的上标符号，并在其后注明“雨林联盟认证”字样。如果某些区域的法律禁止使用

上标符号，则省略上标符号，在成分表旁边，用文字描述来表明相应的认证成分，

例如“雨林联盟认证可可”。 

和 

3. 网页链接：包含指向雨林联盟网站的链接（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或简

版 ra.org）。我们建议包含“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字样，并将其直接放在成分表

和“雨林联盟认证”声明之后。组织也可以使用自己构思的文字表述，只要其中包

含必须要包含的超链接 URL 即可。或者，可以仅使用超链接 URL 本身。该超链接 

URL 可位于包装上的任何位置，但其位置应表示出与雨林联盟认证印章、认证成

分或自愿性文本说明（如使用）的明确相关性。  

 

示例：巧克力棒 

 

印章 

 

 成分表 

 
 

可可 

 

 

+ 

成分：可可液块1、糖、可可脂1、调

味剂。1雨林联盟认证。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 

 

  

 

小提示  

我们建议在您的产品包装上添加关于认证或雨林联盟的自发文本声明。有关如何在产

品包装和宣传材料上使用文本声明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第 7 章。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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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成分产品，如果其中的认证成分（或多种认证成分一起）至少占总的产品配方重量的 95% 

时（如调味咖啡豆），可以无需在印章之下标明某一特定作物名称。  但是，认证成分仍必

须在成分表中注明，方法是在成分表中的认证成分后直接放置一个上标符号。在成分表的

末尾之后，还需放置相同的上标符号，并注明“雨林联盟认证”字样。网页链接也必须在包

装上注明。 

 

 

 

 

 

 

 

 

 

 

当多成分产品有资格使用印章，但是组织选择在包装上不使用印章。此种情况，产品上不

使用印章，其认证成分可通过包装上的文字进行突出显示，和/或在成分表中将其注明为雨

林联盟认证，并标出网页链接 ra.org。这些产品也可以以无印章包装的形式进行推广。 

  

小提示  

 

对于多成分产品，当一个国家的食品标签法律法规没有要求使用营养标签或成分表

时，可以省略上标符号，只需注明雨林联盟网站“ra. org”并在印章下方标出认证作

物名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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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种成分分组 

 

当多成分产品中包含类似的认证成分（例如花束中的花茎）时，这组成分可被视为一个单

独作物，并以这种方式满足这些规则的要求。  

 

采用这种方法时，印章下的文字必须代表该组别，例如“鲜花”或“水果”，或者是一个针对

相关产品的恰当的组描述。如果认证成分组别，其按重量计至少占总产品配方的 95%，则

无需在印章下方进行作物或组别描述。  但成分表（如有）仍必须标明各雨林联盟认证成分，

并包括我们的网页链接。 

 

示例：混合果汁 

 

印章 

 

 成分表 

 
 

水果 

 

 

+ 

 

成分：柑橘1 (55%)、菠萝1 (25%)、百

香果 (12%)、芒果1 (8%)。 
1雨林联盟认证。可在 ra.org 了解更

多 

 

 

2.3 不符合印章使用资格的产品 

   

如果产品含有来自雨林联盟认证农场的成分，但该产品不符合印章的使用条件，则在以下

情形中，在这些产品的成分表中，仍然有可能来标明其雨林联盟认证成分： 

 

• 当成分满足含量/来源要求（如本政策中针对相关作物的规定），但产品因其它原因

不符合印章使用条件时：可在成分表中突出显示认证成分，并在成分表末尾附上“雨

林联盟认证”字样，并附上网址“ra.org”。  

请注意：隔离或身份保持供应链中，对于具有最低认证阈值的作物（棕榈油、草本

植物和香料），如果其含量 < 90%，则需在声明内容中表明其认证成分的百分比，

一如这些作物的标签规则中所述。 

 

当成分不符合含量/来源要求时（如本政策中针对相关作物的规定）：认证成分可在

成分表中突出显示，并在成分表末尾附上“XX% 雨林联盟认证”字样（包含成分的认

证百分比）并附上链接“ra.org”。   



 

RA-P-SE-20-V1.2CN  15 

 

2.4 特殊情况的标签要求  

 

2.4.1 新鲜水果和蔬菜  

 

符合印章使用条件的散装新鲜水果和蔬菜，可以使用印在贴纸上的印章，并在其上附上雨

林联盟网站（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或简版 ra.org）的链接。对于小型贴纸（宽度

或高度小于 25 毫米的），如果雨林联盟网站的链接已经标注在外箱或包装盒上，那么贴纸

上的链接可以省去。 

 
2.4.2 多包装产品 

 

定义：多包装产品，将多个单独包装的物品/较小包装产品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件产品销售。  

 

符合印章使用条件的多包装产品，可在最外层包装上附加印章，只要多包装产品中所有物

品/小包装产品的原料均经过雨林联盟认证。此时应适用于第 2 章中所述（单一成分产品，

多成分产品）相同的标签要求。 

 

如果在整个多包装产品中，只要有任一个单独物品/较小包装产品所使用的成分，未经雨林

联盟认证，则该多包装产品不符合印章使用的条件。仍可在成分表中将认证成分以上标符

号突出显示，并在成分表末尾附上“雨林联盟认证”声明和网页链接“ra.org”。对于多包装产

品中的单个物品/小包装产品，只要它们符合含量/来源和标签要求，则仍可加带印章。 

 

示例：多包装冰淇淋 

 
 

2.4.3 上架包装  

 

盛装独立物品（例如鳄梨）或带包装产品（例如巧克力饼干）的货架托盘/开窗盒，可以加带

使用印章，只要独立物品/带包装产品符合印章的使用条件。此时应适用于第 2 章（单一成分

产品、多成分产品）相同的标签要求，但如果货架托盘/开窗盒以及独立物品/带包装产品都

对消费者可见则除外。URL 必须在两者中的一个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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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油产品标签 
 

 
 

3.1 印章使用资格 

 

针对棕榈油产品的资格要求，其与第 2 章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身份保留和隔离供应链中的

认证含量最低阈值。如同其它的农作物，认证成分要求也是适用于含有雨林联盟认证棕榈

油的多成分产品（按照前一章规定的时间表和要求）。 

 

如果棕榈油产品符合以下条件，则有资格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要么 身份保留或隔离供应链中，其来自雨林联盟认证农场的认证含量至少为 

30%9； 

 

或者 物料平衡供应链中，其来自于雨林联盟认证农场的等效数量为100%。 

 

3.2 标签要求 

 

棕榈油产品，需要符合与第 2 章所述相同的标签要求，此外： 

 

当棕榈油成分的实际认证含量达到 30% 阈值，但未达到第 2 章中设定的 90% 阈值时，用

户必须遵守印章图形指南、第 2 章中的相应标签要求，并且： 

 

1. 印章：在印章下方标出认证棕榈油含量的百分比； 

和 

2. 成分表：在成分表中的棕榈油成分之后，紧接着放置一个上标符号（例如星号或其

它尚未在该包装设计上使用的符号）。在成分表的末尾之后，还需放置相同的上标

符号，并在其后注明“雨林联盟认证”字样。  

 
 

 

 

 

 

 

 

 
9按重量计 

逐步取消棕榈油  

雨林联盟做出了一项战略决定，逐步取消棕榈油认证，并且不将棕榈油纳入新的雨

林联盟 2020 认证项目范围内。更多细节可在相关政策中找到。 

 

请注意，由于我们逐步从认证项目中取消棕榈油，因此雨林联盟认证印章的标签使

用许可只授权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policy-palm-oil-certification-phas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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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植物起酥油 

 

印章 

 

 成分表 

 
 

40% 认证 
棕榈油 

 

 

+ 

 

成分：压榨棕榈果油1。140% 雨林联盟

认证。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 

 

 

 

 

 

 

有关不符合印章使用资格产品的标签要求，请参阅 2.3 节。2.4 节 对特殊情况（如多包装）的

标签要求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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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本植物和香料产品标签 

 

4.1 单一成分产品 

 

定义：单一成分产品，定义为仅包含一种作物或成分的产品，例如薄荷茶。  

 

4.1.1 印章使用资格 

 

含量/来源 

 

我们正在努力提升雨林联盟认证的草本植物和香料在整个行业的隔离（SG）供应链的可用

数量，因此对于草本植物和香料组合来说，其成分认证含量的最低阈值设定了一个较低的

水平。草本植物和香料产品组合，以及认证含量的最低阈值，如附录 B 所示。 

 

单一成分产品，其是由来自隔离（SG）供应链的草本植物和香料组合中的一种作物组成

的，如果该产品中来自雨林联盟认证农场的成分的实际含量至少达到了如附录 B 中所列的

最低含量百分比（目前设为 50%），通过标签审批后，则其可以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认证含量的最低阈值，在之后的时间里将会逐步提高——以与其它作物的 90% 阈值看齐，

附录 B 中也会相应更新。 

 

从 2022 年第四季度开始，雨林联盟将为附录 B 中提到的草本植物和香料以及路易博士茶提

供物料平衡采购选项。对于通过物料平衡供应链采购的成分，需要产品中 100% 等效认证

数量的草本植物和/或香料 都来自雨林联盟认证农场（如第 2 章所述）才有资格使用印章。 

 

总而言之，任一种含有认证作物中的草本植物或香料组成的单一成分产品，在以下情况下，

均有资格在包装上使用印章： 

 

要么 身份保留或隔离供应链中，雨林联盟认证含量达到至少 50%10 ； 

 

或者 物料平衡供应链中，从 2022 年第四季度开始， 100% 的等效认证数量是从

雨林联盟认证农场采购的。 

  

 
10按重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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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标签要求  

 

符合上述印章使用条件的单一成分产品，在遵守印章图形指南的情况下，可在其包装上使

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并且： 

 

1. 印章：在印章下方声明雨林联盟认证含量的百分比，以清楚地表明产品中的多少成

分获得了认证。这适用于（身份保留或隔离供应链中）的雨林联盟认证含量的实际

百分比高于最低认证阈值（目前设定为 50%）但低于 90% 的产品 ； 
 

请注意：如果认证含量大于或等于 90%，则适用第 2 章中所述的规定，产品可在不
声明百分比的情况下使用印章。对于物料平衡采购，需要 100% 的等效认证数量经
过雨林联盟认证，因此无需在印章下声明百分比。 

和 

2. 网页链接：在所有的面向消费者的材料中，需要包含一个指向雨林联盟网站的链接

（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或简版 ra.org）。我们建议使用如下的文字表述：

“雨林联盟认证。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组织可以使用自己构思的文字表述，只要

其中包含必须要包含的超链接 URL 即可。或者，可以仅使用超链接 URL 本身。该超

链接 URL 可以位于包装上的任何位置，但所在位置应体现出与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认证成分或自愿性文本声明（如使用）的明确相关性。  

 

4.2 多成分产品 

 

定义：多成分产品，定义为包含一种以上成分的产品，其中至少有一种是雨林联盟认证的

成分。例如，一种草药水果的（代用）茶包，其使用了雨林联盟认证的芙蓉花以及多种其

它成分（例如，苹果、覆盆子、蓝莓）。 

 

4.2.1 印章使用资格 

 

请注意：经过咨询和评估，我们修改了之前的“核心成分”要求（可在这里找到）。有关更
新的要求，以及适用过渡期的所有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更新的“认证成分要求”（从 2022 年 6 月 1 日开始适用） 

 

对于含有香蕉、可可、咖啡、榛子或茶叶11的任何草本、香料、路易博士茶或其它花草茶等

多成分产品，其中必须 至少有一种12所述作物（包括从这些作物中提取的成分）为雨林联

盟认证作物（同时满足针对这些作物的含量/来源和标签要求），才能够使用印章。  

 
11 茶叶作物 (Camellia Sinensis) 
12 目前，只要求这些作物中至少有一种为雨林联盟认证。我们打算改进这项政策——要求凡是来自这五种作物

中的成分都需要经过雨林联盟认证，如此整个产品才有资格使用印章。 

小提示  

在您的产品包装上添加自发文本声明。有关如何在产品包装和宣传材料上使用文本声

明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第 7 章。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core-ingredient-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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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上述作物成分的多成分产品，可自由地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其代表了含有的任

何认证作物（需同时满足针对这些作物的含量/来源和标签要求）。 

 

对于包含一种或多种认证作物且符合印章使用条件的多成分产品，组织可选择在包装上对

哪个/些认证作物进行声明。以下示例对更新的要求进行了解释说明，以及当为一个产品

采购多种雨林联盟认证的作物时，其适用的印章使用资格选项。 

 

请注意，对于草本植物和香料产品标签，以下例外情况适用：  

 

1. 如果产品中的可可、咖啡、茶叶、榛子或香蕉含量低于产品总数量（重量）的 3%，则

不适用上述要求。  

2. 如果茶叶被用作草本与香料调配茶/茶包和/或路易博士茶中香气的载体材料，则上述要

求不适用。 

 

示例：更新的认证成分要求与印章使用资格 

 

产品示例 雨林联盟认证作物 印章使用资格 

一种调配茶（含有红茶

和肉桂） 

茶叶和肉桂 针对茶叶和肉桂使用印章； 

仅针对茶叶使用印章； 

仅针对肉桂使用印章 

茶叶 针对茶叶使用印章 

肉桂 如果茶叶含量小于 3%，或如果

茶叶仅作为香气的载体，则只有

资格针对肉桂使用印章 

一种水果茶包，含有苹

果和玫瑰果 

苹果和玫瑰果 针对苹果和玫瑰果使用印章； 

仅针对苹果使用印章； 

仅针对玫瑰果使用印章 

苹果 针对苹果使用印章 

玫瑰果 针对玫瑰果使用印章 

 

有关本要求的更多说明性示例，请参阅 附录 D。 

 

注意事项/过渡期 

自本修订政策发布起，将给予 6 个月的过渡期13，以使所有组织进行调整以满足修订后的要

求。  

1. 满足修订后要求的商标使用申请，在所述的 6 个月期间，可提交审批并获得批准。 

2. 符合之前“核心成分”要求的商标使用申请，在所述的 6 个月期间，仍然可以提交审批并

获得批准。  

 
132022 年 6 月 1 日 — 202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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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经根据之前的“核心成分”要求获得批准的商标使用申请，将在批准所授与的有效期内

有效，或直到原始设计档案被修改为止。在此之后，需要满足修订后的要求。  

4. 在所述的 6 个月的过渡期之后，提交的任何材料都需要符合修订后的要求才能使用我们

的印章。 

 

含量/来源 

 

如之前所讲，我们正努力提高雨林联盟认证的草本植物和香料在整个行业的隔离供应链中

的可用数量，因此对于草本植物和香料的产品类别，其成分的最低认证含量阈值设定在较

低水平。草本植物和香料产品类别以及认证含量最低阈值，如附录 B 所示。 

 

含有来自隔离供应链的草本植物和香料产品类别中的任何成分的多成分产品，在标签审批

时，如果其产品中来自雨林联盟认证农场的成分（认证成分）的实际含量，至少达到如附

录 B 所列的最低含量百分比要求（目前设定在 50%），则可以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随

着时间推移，我们将会逐步提高认证含量的最低阈值，以向其它作物的 90% 阈值看齐，并

将会在附录 B 中相应做出更新。 

 

从 2022 年第四季度开始，雨林联盟将为附录 B 中提到的草本植物和香料以及路易博士茶

提供物料平衡采购选项。对于通过物料平衡供应链采购的成分，需要产品中 100% 等效认

证数量的草本植物和/或香料，都来自雨林联盟认证农场（如第 2 章所述）才有资格使用印

章。 

 

总而言之，当多成分产品满足以下要求时，则有资格在包装上使用与草本植物和香料类别

中的认证作物相关的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要么 身份保留或隔离供应链中，其所含有的该种作物的成分，至少 50%14为雨林

联盟认证含量；  

 

或者 物料平衡供应链中，从 2022 年第四季度开始，（认证作物的）100% 等效认

证数量是从雨林联盟认证农场采购的。 

 

4.2.2 标签要求 

 

在这些情况下，多成分产品在同时符合印章图形指南的要求时，可在其产品包装材料上使

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并且：  

 

1. 印章：在印章下方标出认证农作物名称，以清楚表明印章所指的对象。同时标出

雨林联盟认证的相应作物的百分比（如果低于 90%）。这适用于来自隔离供应链

的作物，且其认证成分的雨林联盟认证含量的百分比，高于最低认证阈值（目前

设定为 50%）但低于 90%； 
 

请注意：如果认证成分的认证含量大于或等于 90%，则适用第 2 章 的规则，产品
可在不声明百分比的情况下贴标。对于物料平衡供应链，需要认证成分的 100% 

等效认证数量经过雨林联盟认证，因此无需在印章下声明百分比。 

和 

2. 成分表：在成分表中的每个认证成分之后，直接放置一个上标符号（例如，星号

或其它尚未在该包装设计上使用的符号）。之后，相同的上标符号还需放置在成

分表的末尾，并在其后注明“XX% 雨林联盟认证”（如低于 90%），或者如果至少

 
14按重量计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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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0%，则只需标注“雨林联盟认证”。如果当地法律不允许如此标注，则可以省

略上标符号，在成分表旁边用文字指出相应的认证成分，例如“雨林联盟认证芙

蓉花”； 

和 

3. 网页链接：包含一个指向雨林联盟网站的链接（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或简版 ra.org）。我们建议包含“在 ra.org 了解更多”字样，并将其直接放在成分

表和“XX% 雨林联盟认证”声明之后。组织可以使用自己构思的文字表述，只要其

中包含必须要包含的超链接 URL 即可。或者，可以仅使用超链接 URL 本身。该超

链接 URL 可位于包装上的任何位置，但所在位置应表示出与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认证成分或自愿性文本说明（如使用）的明确相关性。  

 

示例：  森林花草茶包的果实 

 

印章 

 

 成分表 

 
 

50% 认证 
芙蓉花 

 

 

 

+ 

 

成分：芙蓉花1、苹果、覆盆子、玫瑰

果、酸化剂、柠檬酸、蓝莓。150% 雨林

联盟认证。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 

 

 

 

多种认证成分 

 

草本植物和香料分组 

 

当产品中有一种以上的成分，属于（雨林联盟）草本植物和香料作物清单（见附录 B），并

且来自雨林联盟认证农场时，可以对这些成分进行分组。这样归为一组的（多个）成分，

可被视为单一作物，并以这种方式适用这些规则的要求。产品所需的雨林联盟认证成分的

最低百分比，是通过认证成分占指定作物分组的总成分的百分比来计算的，而不是占整个

产品的认证百分比。 

 

当采用这种方法时，印章下使用的作物名称可以是“草本植物成分”、“草本植物”、

“香料”、“水果”或一个组合，这取决于对于相关产品来说哪种最为恰当（并受雨林联

盟审批条件的约束）。成分表仍必须列出各个成分。 

 

当对草本植物和香料实施了分组，并且每一种成分都符合上述最低认证含量，并且该分组

的认证成份按重量计至少占产品总配方的 95%，则不需在印章下方标出农作物或组别描述。  

成分表中仍必须标出各个认证成分，认证含量百分比如果低于 90% 则需标出具体的百分比，

并且仍需注明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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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花草茶包 

 

印章 

 

 成分表 

 
 

60% 认证草本成分 

+  

成分：薄荷1 (50%)、洋甘菊1 (20%)、甘草 

(20%)、茴香1 (10%)。160% 雨林联盟认

证。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 

 

 

 

 

 

示例：茶、水果和花草茶包 

 

印章 

 

 成分表 

 
 

茶 
66% 认证草本成分 

+  

成分：红茶1 (50%)、肉桂1 (17%)、橙皮 

(17%)、小豆蔻1 (8%)、丁香1 (8%)。1雨

林联盟认证，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 

 

 

 

 

说明：在本示例中，肉桂、橙皮、小豆蔻和丁香被视为草本成分（属于附录 B 中的草本植
物和香料组合）并算作是总的草本成分百分比。这意味着产品中只有 50% 的成分是草本成
分。在所有草本成分中，肉桂、小豆蔻和丁香已获得雨林联盟认证，它们合计占总草本成
分的 66% ((17 + 8 + 8)/50 * 100)。因此，该产品中有 66% 的草本成分为雨林联盟认证。此
外，为了使本产品中的草本成分满足印章的使用资格，茶叶也需要采购自雨林联盟认证农
场，以满足上一节中所述的“认证成分要求”（除非存在适用的任一上述例外情况）。 

 

有关不符合印章使用资格产品的标签要求，请参阅 2.3 节。2.4 节 对特殊情况（如多包装）的

标签要求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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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产品标签 

 

5.1 印章使用资格 

 

林产品（例如纸张、家具和吉他）的印章使用资格不同于第 2 章，因为雨林联盟不为该领

域提供森林和供应链认证。因此，第 2 章的要求不适用于林产品。  

 

林产品的贴标以及推广可使用特殊的森林联盟印章（如下左侧），但不可使用雨林联盟认

证印章。 

 

 

 

 

 

 

 

 

 

 

 

 

在以下情况下，林产品有资格使用森林联盟印章： 

 
1. 产品通过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认证，并且满足由 FSC 所建立和维护的规范框架

（包括但不限于 FSC-STD-50-001）中针对 FSC 商标使用的所有要求； 

和 

2. 公司/品牌商/组织是森林联盟的成员，并积极满足森林联盟的成员要求。 

 

5.1.1 使用资格的例外情况 

 

在以下情况下，林产品没有资格使用森林联盟印章： 

 
1. FSC 认证指向的是非林产品的包装，例如盛装食品或饮料的 FSC 认证容器。要使用

印章，消费者和/或公司购买的初级产品应为林产品； 
2. 如果是私有品牌，产品上使用的品牌应是森林联盟的成员。作为私有品牌制造商客

户的品牌商，不可基于该制造商的森林联盟成员身份使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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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标签要求 

 

林产品无需遵循第 2 章中规定的标签要求，而是需要遵守印章图形指南，并且： 

 
1. 印章：只有当适用的 FSC 商标也展示在产品上时，才能在该产品上使用森林联盟印

章；并且不得在尺寸或位置方面不利于 FSC 商标； 

和 

2. 网页链接：应在面向消费者的材料上 包含 ra.org 链接。我们建议使用如下声明“[公

司名称] 是森林联盟的成员。可在 ra.org 了解更多”。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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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资料 

 

雨林联盟鼓励在宣传材料上使用印章，例如网站、横幅、销售点材料和其它类型的材料，

或在推广雨林联盟认证产品和/或提出与认证相关声明的沟通文件中使用印章。如果是森林

联盟，宣传材料应宣传公司的森林联盟成员资格及相关活动，不应用于宣传特定产品或品

牌。对这些材料或沟通材料的任何公开使用15，无论是针对 B2C 还是 B2B 受众，都必须按

照批准流程章节中规定的流程，在发布之前提交给雨林联盟进行审查和批准。有关在谈及

雨林联盟时该如何叙述，请参阅第 7 章。 

 

6.1 广告材料 

广告材料，包括销售点材料、宣传手册或传单、社交媒体帖子、广播广告、平面广告和其

它类型的广告。  

 

6.1.1 标签要求  

 

如果组织遵守雨林联盟图形指南，则可以在广告材料上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并且： 

 

1. 印章：印章的使用，应体现在：包装上的使用印章（例如，是否需要标出作物名

称），以及放置在与其相关的雨林联盟认证产品附近。  

和 

2. 网页链接：在所有面向消费者的材料中，包含指向雨林联盟网站的链接

（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或简版 ra.org）。超链接URL 可以放置在材料上的

任何位置，但所在位置应体现出与印章、认证成分或文本声明的明确相关性。 

特别地，当应用于视频和电视广告时：对于视频和电视广告，广告本身可省去雨林

联盟网站的链接，可以将链接放置在视频挂靠的地方（例如 Youtube 视频描述、网

站、电邮通讯等）。对于时长超过一分钟的广告，应包括网页链接（时长小于一分

钟的音频/广播广告，可以省略网页链接）。  

和 

3. 独立关系：必须清楚表明印章的独立性，避免使雨林联盟被看成是广告商/品牌商

（例如，通过认真考量印章的大小和摆放）。  

 

 

6.1.2 特定于森林联盟的标签要求  

 

组织可在遵守雨林联盟图形指南的前提下，在广告材料上使用森林联盟印章来宣传森林联

盟计划和相关活动，并且： 

 
1. 印章：使用森林联盟印章； 

和 

 
15 公共使用=任何人/公众都可以访问。因此，对于只在商业关系中共享的材料（例如，一个咖啡袋从一个贸易商

出售给另一个贸易商），在其上进行的商标使用不需要申请批准。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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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页链接：在所有面向消费者的材料中，包含指向雨林联盟网站的链接

（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或简版 ra.org）; 

和 

3. 独立关系：必须清楚表明印章的独立性，避免使雨林联盟被看成是广告商/品牌商。  

 

6.2 网站、新闻稿 

 

6.2.1 标签要求  

 

如果组织遵守雨林联盟图形指南、第 6.1.1 节中规定的所有要求以及以下附加要求，则组织

可在网站和新闻稿上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印章的摆放：当展示在网站或新闻稿上时，印章应放置在与雨林联盟和/或特定的雨林联盟

认证产品相关的文字内容附近。  

 

6.2.2 特定于森林联盟的标签要求 

 

如果组织遵守雨林联盟图形指南、第 6.1.2 节中规定的所有要求以及以下附加要求，则组织

可在网站和新闻稿上使用森林联盟印章：  

 

印章的摆放：当展示在网站或新闻稿上时，森林联盟印章应放置在与森林联盟计划及其活

动相关的文字内容附近。  

 

6.3 公司材料  

 

公司材料，包括年度报告或公司报告、员工互动或培训材料、农场标牌以及与供应商或客

户的任何业务通信文件。  

 

印章不得展示在可能与企业名称或产品品牌名称混淆的位置，或以任何方式暗示对不适用

于雨林联盟的倡议的认可。因此，不允许在某些类型的公司材料（包括发票模板、交货单、

信笺抬头、名片和电子邮件签名）上使用印章。  

 

请注意：用于内部培训或员工互动目的的材料必须提交审批，以避免造成向外部传达不准
确信息的风险。  

 

6.3.1 标签要求  

 

如果组织符合雨林联盟图形指南以及第 6.1.1 节中规定的所有要求，则可以在公司材料上使

用印章。 

 

6.3.2 特定于森林联盟的标签要求 

 

如果组织遵守雨林联盟图形指南和第 6.1.2 节中所述的所有要求，则其可以在公司材料上使

用森林联盟印章来宣传森林联盟计划及其相关活动。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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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谈论雨林联盟  

 

为了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提及雨林联盟和可持续性时，能够做到可信、透明且高效，我

们制定了本操作指南。其包含的提示和资源，将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组织，讲述他们的可

持续故事，并阐明我们之间合作的本质以及产生的影响。 

 

（雨林联盟）文本声明，可以自愿在包装上以及宣传材料中使用。产品包装方面，只有在

产品获得认证的情况下，才能在其包装上做出公司与雨林联盟关系的相关文本声明。宣传

材料方面，可就雨林联盟、公司与雨林联盟的关系或雨林联盟认证产品做出文本声明。  

 

要查看可在包装上和宣传材料中使用的各种雨林联盟文本声明，请参考我们的消息模板以

及我们的翻译指南以获得进一步的指导。 

 

请注意：我们已制定了雨林联盟审批流程，根据该流程，我们会就如何使用我们的商标进
行审核、提供反馈以及做出最终批准。因此，使用该流程，我们所审核的是——其是否符
合雨林联盟的要求，而不会验证数量或原产地声明，不过我们确实有其它流程，来对其进
行验证。所以，我们的合作伙伴组织自身，仍需对此类声明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负完全责任。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how-to-talk-about-the-rainforest-alliance/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rainforest-alliance-messaging-templat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translation-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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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商标使用 

 

雨林联盟认识到，有时其他类型的实体或个人（例如记者、学者和媒体专业人士）可能希

望将一个雨林联盟注册商标用于出版物（例如书籍、新闻文章或论文）。这些情况下，应

在发布材料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的通讯团队申请使用雨林联盟商标的许可，并留有

足够的时间以便我们进行审核与批准。电子邮件地址：communications@ra.org。 

 

对于认证机构，如果希望在与雨林联盟合作往来的沟通中，和/或在根据我们的任一标准进

行审核时，希望在相关的沟通中使用雨林联盟标志，请联系 cbmanagement@ra.org。 

 

请注意：农场企业和供应链成员，无法通过电子邮件获得雨林联盟商标的使用批准，因为
他们需遵守与其供应链相关的其它合规标准（例如 2020 许可协议、可追溯性和产销监管链
要求等）。详细信息请参考 1.3 节。 

 

8.1 雨林联盟营销支持  

 

雨林联盟营销团队，为采购雨林联盟认证成分的合作伙伴组织提供一系列服务和机会，以

支持他们的可持续推广。  有关如何提高消费者意识的策略，以及有助于向其正确传达信息

的工具和资源，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提供的内容包括： 

 

1. 协作机会，共同创建激励活动，例如营销活动、网络研讨会、活动、会议、员工互

动、消费者推广、店内和 POS 材料； 

2. 营销工具包，包含消息模板、沟通指南、照片和视频材料、信息图表、农民推荐和

创意资源，让您的受众了解您与雨林联盟合作的积极影响，以及我们印章背后的意

义； 

3. Follow the Frog 活动，为与雨林联盟合作的品牌提供可定制的 B2B 和 B2C 营销机

会； 

4. 我们的 Frog Business News，为与我们合作的公司提供的双月刊通讯。您可在这里

进行订阅。 

 

mailto:communications@ra.org
mailto:cbmanagement@ra.org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the-ultimate-guide-to-marketing-your-rainforest-alliance-certified-product/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marketing-tool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subscribe/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subscribe/


 

RA-P-SE-20-V1.2CN  31 

 

 审批流程 

 

雨林联盟商标的所有公开使用16，都需要在印制和发布之前获得批准。这适用于与雨林联盟

认证产品相关的产品包装、宣传材料或其它沟通内容，和/或与雨林联盟合作或与支持雨林

联盟相关的沟通文件，无论是针对 B2B 还是 B2C 受众。对于仅在商业关系中共享（因此不

可公开访问）的 B2B 材料，在这样的材料中使用商标不需要批准，例如从一个制造商出售

给另一个制造商的散装包装，或在贸易商之间出售的咖啡袋17。  

 

大多数情况下，必须通过 Marketplace 2.0 在线申请批准，少数例外情况下，应通过电子

邮件申请批准（如第 8 章所列） 

 

我们要求：组织需立即通知雨林联盟——任何未经授权使用、侵犯或淡化雨林联盟的名称

或其它商标的行为。对未经雨林联盟事先许可，翻印或复制雨林联盟商标的任何一方，我

们可能都会对其采取法律行动。根据组织许可协议条款，雨林联盟保留撤销批准的权利。

对于不符合雨林联盟使命或品牌的产品，我们保留拒绝在其推广材料上使用商标的权利。  

 

9.1 准备材料 

 

我们希望组织在准备审批材料时，牢记以下几点： 

 

1. 完整的文件：由于在审批过程中，需对材料进行整体审核，因此在线审批申请中，应包

含材料的各个方面。例如，如果申请审批产品包装，则包装的每一面上的所有文字和图

像都必须清晰可见，并符合我们图形指南中的规定。当需要在新闻稿中使用雨林联盟名

称时，必须在在线审批申请中提供完整的新闻稿，而不仅仅是提及雨林联盟认证或雨林

联盟的段落。 

2. 翻译材料：对于使用雨林联盟商标的面向公众的宣传材料，组织必须为所有语言版本寻

求在线审批。申请审批不同的语言版本，可以与原始语言版本一起完成，或作为单独的

在线审批申请进行上传。无论哪种方式，翻译文本都应采用易于复制和粘贴的格式（例

如 Word、PowerPoint 等），以防主要营销文件只有图像格式。我们在翻译指南中提

供了诸如“雨林联盟认证农场”之类的预翻译语句列表，并且我们的消息模板也预翻译为

多种语言，以为您提供帮助。 

 

 

9.2 提交材料  

 

 
16 公共使用=任何人/公众都可以访问。 
17如果一个 B2B 材料，例如一个咖啡袋卖给一家商店，且会在商店里展出，则确实需要进行批准。 

https://marketplace.ra.org/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seal-graphic-guidelin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translation-guide/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rainforest-alliance-messaging-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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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认证项目历来与不同的平台合作，再加上目前正向新的 2020 认证项目和平台过

渡，因此在提交商标申请时，不得不遵循不同的流程。  

 

可在这里找到适用于您具体情形的申请审批分步指南。如需有关 Marketplace 2.0 平台或

上述审批流程的帮助，请通过 customersuccess@ra.org 联系我们的客户成功团队。   

 

如果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发营销材料，该机构可代表组织通过 Marketplace 2.0 为这些商标

的使用寻求在线审批。在此页面上，我们对此类机构如何获得对我们系统的访问权限进行

了说明。 

 

9.3 审批时间表 

 

对于上传到 Marketplace 2.0 的商标审批申请，通常会在 5 到 10 个工作日内对其进行审

核。 

 

请在规划时间线时注意以下事项： 

对新的审批申请进行审核，并不总是意味着能够在 10 天时间内给出批准授权。这是因为在

批准之前，雨林联盟可能会要求更改设计和/或其他合规流程。因此，应留出额外的时间，

以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对设计档案进行审核批准。 

 

雨林联盟正在研究快速审批流程。一旦最终确定，相关细节将对外公布。  

 

9.4 批准有效期 

 

通过 Marketplace 2.0 获得在线批准后，批准的有效期为两年。在两年期结束时，组织可

申请将有效期再延长 2 年18（通过 Marketplace 2.0）或允许批准到期。如果对原始设计或

文本进行了更改，则需将新材料作为新的审批申请，再次上传到 Marketplace 2.0。 

  

 
18 由于草本植物和香料的升级计划，对于附录 B 中提到的任何草本植物和香料，针对其商标使用进行的相关批准

将不能延期。批准到期后，需将材料作为新的审批申请重新上传到 Marketplace 2.0。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get-approval-to-use-rainforest-alliance-seal/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get-approval-to-use-rainforest-alliance-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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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例 

 

10.1  雨林联盟非青蛙印章 

 

在一些特定市场中，将青蛙图案用于产品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个不

含有青蛙图案的雨林联盟认证印章版本。使用要求与常规版印章相同。 

 

要使用该版本，需基于当地的消费者证据，并需首先通过 customersuccess@ra.org 进行

申请。雨林联盟审核了该请求之后，仍需按照批准章节中规定的流程获得批准。 

 

非青蛙印章在以下市场中不可用： 

• 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 

• 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 

• 日本 

• 中国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0.2 不可抗力 

 

有时可能确实会出现超出组织控制能力的情况，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带有雨林联盟认证印

章的产品，暂时仍无法达到雨林联盟标签政策中描述的最低认证含量阈值。根据具体情况，

雨林联盟可能会在对每个个案进行全面分析后，给与临时授权以继续使用雨林联盟印章，

前提是在农场或原产地供应商处，或在储存或制造认证产品的工厂或仓库中发生了以下事

件之一：  

• 自然灾害（地震、飓风、火灾、洪水、流行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类似事件）； 

• 战争、起义、爆炸或其它经证实的暴力行为； 

• 政治、政府或监管环境。  

 

如果雨林联盟授予此类授权，该组织必须： 

• 在其网站上发布信息，向消费者披露和解释临时中断 。该信息应指明：不可抗力在

哪个时间段内会影响产品的认证含量（包括该情况是否仍在持续），并且在此类产

品供应和发货给客户的整个期间该信息都可见； 

或者 

• 在中断影响生产期间，更正包装上声明的认证含量的百分比； 

或者 

• 在永久性中断的情况下，根据许可协议的条款，停止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  

 

作物价格、质量变化，或供应短缺，均不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  

 

10.3  临时供应短缺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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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作物的供应短缺，有时可能是由与上述不可抗力无关的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供应商

未能履行合同、设备故障、海运问题、交付计划错位等。在这些情况下，雨林联盟的目标

包含两点：清楚告知受影响的消费者，以及确保农民不会因暂时的需求减少而遭受损失。  

 

如果出现临时供应短缺（例如，持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导致产品不符合雨林联盟认证

印章的使用要求，组织可以申请临时供应短缺状态。当临时供应短缺使得一种或多种带有

雨林联盟认证印章的产品发生以下状况时，则可以使用本项政策： 

 

A. 无法满足雨林联盟认证印章使用资格的最低含量/来源要求（如本政策中针对相关

作物的规定），或； 

B. 所含的雨林联盟认证成分的百分比低于包装上声明的值。 

 

在临时供应短缺的情况下，组织必须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1. 持有或申请使用雨林联盟认证印章许可的组织，必须将情况通知给雨林联盟。应通

过在我们的网站上填写申请表并提供所有要求的信息和文件来完成这一步； 

和 

2. 导致短缺发生的组织（通常是品牌的供应商），必须在 12 个月内购买相当于短缺量

的额外数量的雨林联盟认证作物。这些数量是为了补偿短缺量，并确保符合印章使

用要求的等效数量的产品，确实是采购自雨林联盟认证的生产商。上文所述的额外

数量之后可用于其非认证产品。如可能，所述额外数量应从同一国家或地区购买用

于其它产品中，以使相关雨林联盟认证农场不会因需求减少而遭受损失。或者，品

牌商可以从其他供应商或代表其供应商购买这些额外数量。如果一个农场导致了供

应短缺发生或未能按合同交付，则品牌商必须从其它雨林联盟认证农场购买等量的

认证作物。只有那些已经为其所有产品采购了 100% 的雨林联盟认证作物的组织才

能豁免此要求；  

和 

3. 使用印章来营销其产品的组织，必须在其网站上进行声明，具体说明供应短缺影响

产品中认证含量的时间段（包括这种情况是否仍持续）。此声明必须在此类产品供

应和发货给客户的整个期间保留可见。文本应上传到 Marketplace 2.019 以进行在

线审核，并且只有在组织提交了文本的最终版本以及所有随附的图形后，才能获得

批准。所述图形，应与将出现在面向公众的在线版本中的完全一致。  

 

针对供应短缺情况的推荐模板 

 

“[组织]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并为我们的 [产品] 采购获得雨林联盟认证的 [作物]，我们为此

感到非常自豪。然而，我们的一位供应商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 [如可能，请在此处提供详细

信息]，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认证 [作物] 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意味着从 [开始日期] 到 [结

束日期]，我们的 [产品名称] 只能包含 [XX%] 来自雨林联盟认证农场的 [作物]。不过，我们

预计此问题将在 [日期] 之前得到解决，届时我们的 [产品] 将恢复为 [XX%] 的认证含量。感

谢您的耐心和理解，我们将继续致力于 [相关的雨林联盟或可持续发展承诺]。” 

或者 

 
19 要提交声明以供审批，请按照第 9 章所述的程序进行。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certification/temporary-supply-sh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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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应链中断 [如可能，请在此处提供详细信息]，我们目前无法为我们的 [品牌/产品] 

采购足够的带有雨林联盟认证印章的认证 [作物]。这意味着这些产品目前可能不包含任何 

[或仅包含 XX%] 雨林联盟认证的成分。我们对由此造成的不便深感抱歉。一旦供应短缺得

到解决，我们预计将在 [日期] 之前恢复从雨林联盟认证农场采购这些产品所需的作物。我

们还将采购与我们在这一期间本应使用的数量相当的认证 [作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支

持农民和保护环境 [或其它相关的雨林联盟或可持续发展承诺]。” 

 

10.4 其它例外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雨林联盟可能允许修改——如何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呈现给消费者的方

式。这些例外情况，与品牌供应链中可持续性的规模和成熟度有关，以及，为了促进与消

费者进行更全面的对话，而促生了修改这种呈现方式的迫切需求。此类修改请求，应由相

关的客户经理提出，以便我们评估此类请求的相关情况和合法性，并且，所有的单个设计

档案，仍必须通过本政策中所述的雨林联盟审批流程进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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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说明 

 

11.1 语言版本 

 

本文件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普通话、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如果

英文版本与任何译文版本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之处，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要查看这些语言的当前版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11.2 联系我们 

 

我们拥有一支专业的客户成功团队，团队代表涵盖多个时区，他/她们非常乐意帮助您的组

织解决与商标使用相关的问题。  请随时与他/她们联系：customersuccess@ra.org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rainforest-alliance-2020-labeling-and-trademarks-policy/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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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A：认证标准 

 

雨林联盟认证项目，依赖于许多认证标准，以对物料、农场和其它组织进行认证归类。  在

本政策中，我们将其中的每一项都称为“雨林联盟认证”，但根据我们的认证规则，每种情

况可能适用不同的标准。 

 

具体而言，在 2018 年 UTZ 和雨林联盟合并后，2015 UTZ 认证项目和/或 2017 雨林联盟认

证项目的用户，正处于向 2020 雨林联盟认证项目（于 2020 年 6 月推出）过渡的过程中。

因此，本文件中对“雨林联盟认证”一词的任何使用，都可以定义为：相关农作物、农场或

其它组织，通过了我们其中一个标准的认证（包括与我们有着合作伙伴关系的生物贸易伦

理联盟（UEBT）标准，其适用的某些农作物），并遵守相互认可的原则。 

 

 

附录 B：草本植物和香料 

 

农作物/成分表：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的附录 B 列表。 

 

如果任何作物/成分不在此列表中，则其不符合特定的草本植物和香料产品标签规则，其必

须遵循一般情况规则。 

 

 

升级计划： 

 

 
从 2020 年开始 

到2021年12月31日 

从2022年1月1日 

到2025年12月31日 
从... 

认证含量阈值 40% 50%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imagining-certification/how-to-transition-to-the-2020-certification-program/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appendix-b-herbs-and-sp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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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逐步淘汰遗留商标 

 

该标签和商标政策，涉及雨林联盟认证印章以及我们其它商标的使用。希望继续使用以前

版本的雨林联盟认证印章或最新版本的 UTZ 标签的组织，将继续受到雨林联盟商标使用要

求和指南或 UTZ 标签和商标政策中各自的政策、指南和流程的约束。 

 

对于除可可以外的所有作物，我们将继续接受对这些遗留商标的审批申请，直至 2022 年底。

在可能的情况下，随着即将到来的预设时间阶段，雨林联盟强烈建议：组织使用本文件中

所示的新版雨林联盟认证印章，来更新现有的设计和材料。有关逐步淘汰遗留商标的更多

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对于可可，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我们已不再接受使用遗留商标的申请。  有关可可的流

程，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wp-content/uploads/2018/07/rainforest-alliance-marks-guide.pdf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wp-content/uploads/2018/07/rainforest-alliance-marks-guide.pdf
https://utz.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Labeling-and-Trademark-Policy-June-2017_English.pdf
https://raorg-my.sharepoint.com/personal/spoppes_ra_org/Documents/Attachments/visit%20our%20website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sustainability/timelines-for-new-rainforest-alliance-seal-use-on-products/
http://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innovating-certification/measures-to-strengthen-the-cocoa-sector/


 

RA-P-SE-20-V1.2CN  39 

 

附录 D：示例概述 

 

多成分产品 如属于以下情况，则可使用

印章： 

如属于以下情况，则不可使

用印章： 

一块巧克力曲奇饼干含有： 

糖、面粉、黄油、可可粉、

天然香草精、盐 

只有可可经过认证 

可可和香草都经过认证 
只有香草经过认证 

一份奶昔含有： 

香蕉、菠萝、牛奶 

只有香蕉经过认证 

香蕉和菠萝都经过认证 
只有菠萝经过认证 

伯爵茶含有： 

红茶、佛手柑提取物 

只有红茶经过认证 

红茶和佛手柑均获得认证 
只有佛手柑获得认证 

蓝莓冰淇淋含有： 

牛奶、糖、蓝莓、天然香草

精 

只有香草经过认证 

只有蓝莓经过认证 

香草和蓝莓都通过了认证 

不适用 

巧克力包裹的咖啡豆含有： 

咖啡、巧克力 
只有咖啡获得认证 

只有可可经过认证 

咖啡和可可都经过认证 

不适用 

榛子香草冰淇淋含有： 

牛奶、糖、香草、榛子、盐 

只有榛子经过认证 

榛子和香草都经过认证 
只有香草经过认证 

摩洛哥薄荷茶含有：薄荷、

甘草 
只有薄荷经过认证 

只有甘草获得认证 

薄荷和甘草都经过认证 

不适用 

Chai 茶含有： 

红茶 (20%)、可可壳 (8%)、

可可 (5%)、肉桂、豆蔻、生

姜、丁香、白胡椒 

只有茶叶经过认证 

只有可可经过认证 

茶叶和可可都经过认证 

可可和/或茶叶，以及草本/

香料成分的任一组合都经过

认证 

只有草本/香料成分的任一组

合单独经过认证，因为茶叶

含量 > 产品体积（重量）的 

3%，可可含量 > 3% 

花草茶含有： 

柠檬草、茴香、路易波士

茶、香蕉 (2%) 

任一成分单独经过认证 

成分组合经过认证 

没有限制，因为香蕉含量 

<3% 产品体积（重量）。 

Chai 茶含有： 

可可（2.9%）、肉桂、小豆

蔻、生姜、烤菊苣、丁香、

黑胡椒、香气、红茶作为载

体材料（5%） 

任一成分单独经过认证 

成分组合经过认证 

没有限制，因为可可含量 

<3% 产品体积（重量），红

茶（5%）用作香气的载体材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