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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联合国
大 会 通 过 《 2 0 3 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简 称 为 《 2 0 3 0 年 议

程》）。其核心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也称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
体目标，用于应对2030年前的主要发展挑战。

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迅速成为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通用语言，使其围

绕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成果与影响开展合作。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一

个总体框架，允许且实际上是要求企业在未来15年中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

出贡献。

私营部门有责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在

解决自身供应链以及所在行业中的社会与环境议题时，发挥关键作用。为此，可

信的可持续标准为企业提供一种现成的工具。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种商业机遇。贫穷、不平等、水资源短缺、气候变

化和自然资源与服务退化最终都不利于商业。相反，投资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能够开拓新市场、挖掘新机遇，确保企业长期繁荣。

本报告聚焦企业如何能够利用可信的自愿性可持续标准贡献于实现多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标准与认证体系是一种推广可持续实践、变革行业的机

制。当然，还需要其他补充方式，才能实现这一变革。

改善我们收获、种植、采掘和生产日常消费品的方式能改善数亿人的生活，

拯救必不可少的生态系统与资源。大多数人更好地生产、采购和消费时，这些实

践便成为规范，变革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市场。这有可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做出重大贡献。

可信标准为实践中具体何为更好的生产提供指导。为此，一项标准通常能为

实现数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同时带来真正的商业收益。

执行摘要

直接商业收益包括：

n  提高效率：为遵守标准而改善的管理实践能够提高生产者、工人、加工商和贸

易商的总体效率。

n  透明度与可追溯性：可信认证加上可追溯性提升供应链中的透明度，提供有关

可持续性的公开信息。

n  改善供应链关系：多利益相关方标准能够加强买家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使其

开展更长久的商业交流，实现更好的长期规划。

标准与认证方案只有可信，才能产生真正的、可测量的可持续性成果，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可信的可持续标准不仅仅是产品上的标识：它由独

立组织运作，以确保合规性，维护体系的完整性，明确地在使命驱动下聚焦于可

持续性。

17 
169 

可信的自愿性可持续标准能帮助茶叶生产等商业部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确实的贡献

©
 S

U
S

TA
IN

A
B

LE
 A

G
R

IC
U

LTU
R

E
 N

E
TW

O
R

K

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6 | 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商业：可信标准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实现《2030年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商业：可信标准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实现《2030年议程》 | 7 

主要建议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全球转向可持续发展。这将要求商业模式、投资与政策框架发生重大变

化，这些都超越了本报告涉及的范围。报告中提出的这些建议聚焦企业、投资者和政府可以立刻采取

的步骤，以有效利用标准与认证，从而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个具体目标。

                          制造商、贸易商、品牌商和零售商应该： 

                           n  分析运营和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影响。

n  与可信标准体系合作，并利用可信标准体系更多地采用可持续性实践。

n  公开承诺100%的商品实现可信认证与（若有可能）分类。

n  利用可信标准报告实现自身可持续性具体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

度。

投资者和捐赠者应该：
n  投资能力建设项目，支持小农、中小企业和发展中世界的生产者遵守可

持续标准，从而支持私营部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n  制定政策，激励各个不同行业的主要企业更多采纳可持续实践与标准。

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应该：
n  为实现更好的生产与消费创建有利环境，包括为致力于获得可信可持续

性认证的供应链行为体提供支持（资金或能力建设）。

n  在公共采购政策中，提及经可信认证的商品。

n  考虑将采纳可信的可持续标准与认证用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的稳健指标。

n  审查政策、补贴与海外发展援助，以促进可持续（商品）生产，消除有

害激励，包括通过提及或优先采购获得可信认证的商品。

n  建立完善的法律与政策框架，在2020年前停止毁林和自然栖息地的转

换，同时确保合理执行现有和未来法律。

可信标准体系的关键要素包括：

n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应通过多利益相关方过程，让来自企业、民间社会、政

府、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整个供应链的代表参与制定和治理标准要求，实

现平衡决策。这应确保标准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同时在实践和经济上

均可实现大规模采纳。

n  透明性：标准的细节，如何应用标准和如何决策，包括认证评估，应明确并公

开发布。

n  独立验证：对标准的符合性应由经认可的独立第三方审核员或认证机构加以验

证。定期对现场开展公正的验证必不可少，可籍以理解标准是否确实正在实现

使命。

n  持续改进：应定期审查标准与体系，以融入获得的最新信息和教训，确保标准

与体系实现目标。

三大考虑因素将有助于决定可持续标准是否能够帮助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做出贡献：

1. 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下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指标和商业主题的相关性

可持续发展议程内容全面，包含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可

信的可持续标准聚焦经济、社会和环境改善，因此与许多全球目标具有广泛的联

系。

2. 绩效水平和实现合规的路径 

可持续标准在所要求的绩效水平方面大相径庭。重要的是要理解低标准与高

标准之间的区别：前者容易实现，后者要求可以非常苛刻。有些可持续标准聚焦

防范在特定行业中发生最差实践，而有些可持续标准则拥有严格的改进路径。标

准的总体影响取决于绩效水平和标准的采纳情况。

3. 创造机会、引导资源和调动投资

响还取决于标准如何能够为供应链中的行为体提供激励、调动投资和提供资

源，以改善其绩效。此外，可持续标准能够增加市场准入、改善合同条款，在有

些情况下，还能为生产者提供直接溢价。

在理解什么是良好经商时，可持续性与可信标准已经成为主流认识的一部

分。越来越多的CEO认识到，可持续性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商业成功的

基石。可信的可持续标准日益得到采纳反映了这一点。雄心勃勃的可持续性目标

以及在企业层面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策略至关重要，但只有通过实施可信标准鼓

励的集体行动才能实现整个行业的变革。正是通过行业层面的变革，才能让企业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的建设没有贫穷、可持续的世界做出真正的贡献。

报告的结构
第一部分概述企业和可信的可持续标准在《2030年议程》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提供更多例子和解释，

阐述不同标准如何能够贡献于各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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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启了一

个全新的时代。世界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

的所有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需要在未来15年做出

非凡的集体努力。

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私营部门的投入前所未有。同样，世人

对私营部门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作用提出新的期望。尽管许多领先企业

做出了强有力的承诺，要帮助应对我们如今面临的一些最严峻的挑战，如气候

变化、毁林或极度贫困，但是整个商业界仍有责任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很清楚，没有全球大小企业以及金融业的支持，实施《2030年议程》不可能取

得成功。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可能显得令人

怯步，尤其是有时候，实现一些“容易的”目标并非理想的选择。企业需要

认真应对那些对业务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这

些目标产生最大的影响。所幸，存在许多工具和组织，包括商业平台和同行团

体，能够有助于支持企业发挥作用。  

可信的可持续标准就是这样的一种工具。它们是经过试用和测试的解决方

案，可供企业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使用——让生产者、收获者与加工商能够达

到经认可的可持续性水平，让贸易商、制造商和零售商能够消除供应链的负面

影响。

本报告提供有价值的概况，概述可信标准正在对可持续性的方方面面——

经济、社会和环境——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多利益相关方标准反映了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伙伴精神，将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其他各方整合起来，

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使商业、人类和地球受益。

在未来13年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国际社会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

时不我待！

Richard Holland，WWF全球保护部主任

Karin Kreider，ISEAL联盟执行总监

可信的、涉及到多利

益方的标准使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伙伴精神具体化，将商

业部门、非政府组织、政府

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联合起

来，共同实现目标。这种目

标的实现不但会帮助商业，

也会帮助人类和地球。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

Richard Holland 

WWF全球保护部主任

Karin Kreider 

ISEAL联盟执行总监





12 | 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商业：可信标准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实现《2030年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商业：可信标准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实现《2030年议程》 | 13 

私营部门要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么毁灭可持续发展
目标。本报告聚焦可信的自愿性可持续标准的重要性，企
业可将其用作一种工具，贡献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除了利用可信的可持续标准，企业还可以通过其他重要方式在《2030年议

程》中发挥作用。投资于供应链、与地方社区合作、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能够

而且应该是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行动的组成部分。行业内部或针对政府用

于确保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的政策与倡导工作是企业的另一个作用。本报告鼓励

企业超越采用可信的可持续标准，同时强调企业在推动集体行动以及采取透明、

一致与可测量的方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

可持续商业、可持续发展
目标与市场变革  

THE GLOBAL GOAL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消除贫穷

廉价和
清洁能源

气候行动 水下生物 陆地生物 和平、正义
与强大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

体面工作
和经济增长

工业、创新
和基础设施 缩小差距 可持续城市

和社区
负责任的
消费和生产

消除饥饿 良好健康
与福祉 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 清洁饮水

和卫生设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

商界的全球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不同于千年发展目标，重点强调私营部门的贡献和参

与。商界曾参与制定议程；在未来15年里，商界应对重大可持续性挑战，为实

现全球目标进行投资，对于议程的实施同样极为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间筹

资议程——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强调仅凭公共资金与发展援助不足

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必要资源和投资。私营部门投资和国际贸易将

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动力

商界的早期反应充满希望。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商界知晓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比例很高，达到92%，而相比之下，普通民众只有33%。根据全球扫描

（GlobeScan）2016年可持续商业现状调查 ， 约1/3的企业表示将使用可持续

发展目标设定企业的目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近1/3的成

员，总共50个成员，正在企业非财务报告中就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沟通。 一系

列商界领导的倡议聚焦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种商业机遇。贫穷、不平等、水资源短缺、气候变

化和自然资源与服务退化最终都不利于商业。相反，投资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能够开拓新市场、挖掘新机遇，确保企业长期繁荣。

“商界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的合

作伙伴。企业可以通过其

核心活动做出贡献，我们

要求所有企业评估自身影

响，设定雄心勃勃的目

标，透明地沟通结果。”  

潘基文，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

“私人商业活动、投资和创新，是提高生产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创

造就业的主要动力[...]我们呼吁所有企业利用它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来应

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新议程规模宏大，雄心勃勃，因此需要恢复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

以确保它得到执行。这一伙伴关系将推动全球高度参与，把各国政府、私

营部门、民间社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各方召集在一起，调动现有的一切

资源，协助落实所有目标和具体目标。”

- 决议70/1《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全球目标，或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框架和历史机遇，使其能利用资

本和创造力，帮助应对全球性挑战。作为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引擎、技术与

创新的源泉，商界在贡献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既发挥关键作用，也拥有既

得利益。”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Peter Ba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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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行业、市场与供应链

改善我们收获、种植、采掘和生产日常消费品的方式能改善数亿人的生

活，拯救必不可少的生态系统与资源。大多数人更好地生产、采购和消费时，

这些实践便成为规范，变革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市场。这有可能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这种变革在多个行业已经开始。例如，行业承诺停止毁林日益获得支持，

但是履行承诺即使对最大的公司而言依然是一大挑战。

全球三文鱼计划（GSI）和消费品论坛（CGF）是具有启发性的例子，能

证明为实现集体变革而做出的努力。消费品论坛到2020年实现零净毁林的决议

已经成功将议题提升到国际政策议程——但是，如果没有更多成员企业快速采

取一致行动，承诺便面临显得空洞的风险。相反，全球三文鱼计划在企业和行

业层面在透明报告与公共责任方面迅速取得进展。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全新的全球框架和坚实的、基于共识的指向，鼓舞

并加强上述正在进行的各项过程。这将要求大量投资、能力建设、知识共享和

新的协作。

可信的可持续标准和认证方案是实现市场变革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

献的一种关键工具。它们推动就特定行业、商品或议题内何为可持续性达成共

同的理解。它们还提供透明的审验机制，在行业内、供应链中，以及在很多情

况下向最终消费者沟通必要的可持续性信息。

一个部门或国家采用认证为市场变革提供有用的指标：它展示企业和整个

行业正在如何切实改变实践，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做出贡献。包括在可持

续实践尚未普及的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中，可信的可持续标准的使用出现强劲

增长 ，可以是私营部门为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的有意义方式。

下一章将进一步解释企业如何能够确切地将可持续标准用作可持续发展目

标工具。

“正如我们期望如今的所有电气设备都通过安全检测，有一天，我们将无

需在纸张、木材、鱼类和牛肉等产品上寻找生态标签，因为更优生产将非

常普遍。”

Richard Holland，WWF全球保护部主任

到2020年实现可持续三文鱼养殖
全球三文鱼计划旨在大幅减少三文鱼生产对世界上一些最具生态重要

性的区域产生的负面影响。全球三文鱼计划的12家成员企业生产世界上约

一半的养殖三文鱼，因此它们对改善行业可持续性的潜力巨大。

成员企业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到2020年实现100%水产养殖管理

委员会（ASC）认证。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准为监测可持续性不同方面

的进展提供参考点。《2016全球三文鱼计划可持续发展报告》 显示，70

余个全球三文鱼计划三文鱼养殖场已经获得认证，另有35个养殖场正在接

受评估。

整个三文鱼行业实现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认证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关于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关于水下生物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14和关于陆地生物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5

朝着零毁林目标的市场变革？
消费品论坛董事会，代表世界上400家最大的消费品公司，已承诺调

动成员企业的资源，帮助到2020年停止毁林。聚焦的重点是消除导致热带

毁林的四大驱动因素：牛肉、棕榈油、木浆和纸张，以及大豆。

但是，截至目前，只有少数企业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可持续地采购这些

商品。WWF最近发布的报告《可持续性缓慢之路：消费品论坛成员采购软

商品》 回顾了256个制造商和零售商成员的政策与绩效，这些企业全球范围

内的年度总销售额超过3.5万亿美元。其中，仅36%做出采购零毁林商品的

承诺，仅20%制定了履行承诺的行动计划。仅22家企业（占分析企业的9%

）已经做出有时限的量化承诺，根据可信认证标准采购所需的所有或大部分

商品。 

为实现消费品论坛零毁林的目标，企业应公开承诺到2020年只采购经

可信认证的商品，并透明地报告进度。做到这一点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5

做出切实贡献，该目标寻求维持并保护陆地生物，设定在2020年停止毁林

的具体目标15.2和遏止生态多样性丧失的具体目标15.5。 终止毁林对应对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13）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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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用于测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5的进度（参见文本框）。由于开发了不同的

国家指标框架，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可将标准采纳与认证用作指标。

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背后的具体目标和指标非常重要，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框架用于测量各国的绩效，而不是私营部门的绩效，因此具体目标/指标和可持

续标准体系之间并非始终存在完美联系。 

联合国全球契约、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世界报告倡议组织合作开发

了一个工具，用于指导企业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战略，测量和管理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行动指南》提出五个步骤，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贡献于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优先事项、设定目标、整合可持续

性和报告。《指南》的在线版本包括商业工具和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分析指标的

实时清单：  sdgcompass.org.

大多数可信标准已经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与自身的联系，并将此融

入影响评估。这将能使采用这些标准的企业更好地了解并沟通自身对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贡献。

2. 绩效水平和实现合规的路径  

可持续标准在所要求的绩效水平方面千差万别。有些可持续标准聚焦防范在

特定行业中发生最差实践，而有些可持续标准则拥有严格的改进路径，要求生产

者和企业不断发展、改进可持续性实践。标准的总体影响取决于绩效水平和标准

的采纳情况。

在一个标准中，不同可持续性领域的绩效水平可能存在差异。例如，一个标

准对生态系统保护绩效提出很高要求，而对工人权利的要求则相对较低。该标准

可以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5做出巨大贡献，而对可持续发展目标8的贡献则更为有

限。企业需要了解自身所采用的标准在关键可持续性议题上的绩效水平，从而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或影响做出准确主张。WWF的认证评估工具评估如果可以

进行，便可提供这些见解； 国际贸易中心（ITC）标准地图在线数据库 能让用

户根据自身的优先事项过滤标准。

3. 创造机会、引导资源和调动投资

可持续标准的影响还取决于标准如何能够为供应链中的行为体提供激励、调

动投资和提供资源，以改善绩效。此外，可持续标准能够增加市场准入，改善合

同条款，在有些情况下，还能为生产者提供直接溢价。 

但是，遵循可持续标准可能充满挑战，尤其是对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生

产者、农民和工人而言，因为他们很难获取资金或技术专业知识。可信的标准

体系正在日益开发能力建设项目和伙伴关系，以改善标准在挑战性环境中的可

及性。能够让中小企业、小农和社区生产者改善实践并进入高价值市场极大提

升可持续标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企业发挥关键作用，提供外联、培训

和投资，对此提供支持。

扩大对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可持续供应链的支持非常重要，能确保到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更大进展——可信的可持续标准能为此类投资提供

指导。

 

可信的可持续标准商业案例
全球扫描和ISEAL最近开展的调查发现，商界领导人相信，可持续标准对商

业有利。四分之三的受访者看到标准强有力的商业案例，认为采用标准能产生积

极的可持续性影响。许多有影响的跨国公司已经承诺实现行业变革，并将可持续

标准融入采购战略。下一页提供一些精选例子，并在第二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

12中讨论更多例子。

越来越多有影响的企业正在承诺采用可信的可持续标准。

全球扫描和ISEAL最近开展的调查发现，商界领导人相信，可持续标准对商

业有利。四分之三的受访者看到标准强有力的商业案例，认为采用标准能产生积

极的可持续性影响。许多有影响的跨国公司已经承诺实现行业变革，并将可持续

标准融入采购战略。下一页提供一些精选例子，并在第二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

12中讨论更多例子。

2014-15和2015-16年间，在巴西、
中国和印度，可信认证的采纳几乎增加了
一倍。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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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涵盖17个全球目标中的 

10 个。包含的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是采用现有可信标准体系的企业可

以最直接应对的那些目标。但是，

如下框所示，聚焦这10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并不意味着可持续标准一般

不能为实现剩下的7个目标做出贡献。 

全球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本部分报告并不涵盖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重要的是要理解所有目标之间如何

紧密联系：用联合国决议的语言，它们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因此，可持续

标准确保企业保障安全工作环境，提供现场医疗服务，为可持续发展目标8（体面

工作）做出贡献，这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3（健康与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消

除贫穷）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工伤事故会让整个家庭陷入贫穷。 

在特定行业实施可信的可持续标准产生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影响之间可能存在

众多其他相互联系。

方式
本报告的目的不是为可信的可持续标准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提供明

确、深入的标杆分析。事实上，需要采取说明性方法证明可信标准如何有可能成为

工具，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对于选定的每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包

括：

标准如何使企业能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的概况： 

n  这聚焦可持续标准包含的原则与准则，以及这些原则与准则和涉及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包含的具体目标与主题之间的关系。

n  重要的是，我们识别具体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可信标准应对的就是标

准原则和准则中的具体领域。

n  我们并未试图涵盖标准体系能够产生的所有成果与影响，尤其是其更加间接的成

果或更广泛的影响。

现有可持续标准正在如何贡献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良好实践例子：

n  例子源自各类标准、行业和地区。

n  例子包括具体案例分析和更宽泛的例证，证明特定标准如何有助于解决特定主题

和实现具体目标。

进一步分析与标杆分析
本报告旨在催化如何将可信的可持续标准用做商业工具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进一步思考。如在第一部分中指出，特定标准体系的影响取决于不同因素，包括标

准涵盖的领域和议题，为实现标准设置多高门槛,以及该方案所包含的业务量。 

更多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的现有标准的标杆分析仍被需要。更多关于不同

可持续标准的信息已在手边，但是这些信息尚未经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视角检查。

可参考的信息包括WWF的认证评估工具，该工具对照可信标准原则对标准进行标

杆分析；还有国际贸易中心标准地图 ，这是一个包含200余个标准的数据库。在不

久的将来，随着可信标准体系努力改善监测和评估，将会出现更多可供参考的信

息，从而能让标准体系更准确地识别并与用户沟通如何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框

架。

精选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
和10的间接贡献

支付生活工资：尽管许多标准都要求最低工资，但是各项标准都在要

求支付生活工资。为识别其中的含义，一些标准共同组成“生活工资联合

体”，帮助制定界定特定区域生活工资的方法。

确保利用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权力：不同可信标准确保土著居民和

地方社区能够继续利用场地和资源，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生计、健康、营

养、水、基础设施等）。 

要求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这支持土著居民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控

制权（1.4），以及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目标3、10、11和12。

要求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估：可信认证通常需要评估社会风险与影响，

听取土著居民和周围社区的意见。除了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和10之外，

这还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11、12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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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商业主题

目标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
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
福祉

良好实践案例
在刚果盆地，认证贡献于健康与福祉 

刚果盆地的研究表明，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伐木企业提供更好的保

健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WWF和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于2013年开展的

一项研究比较了9家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和9家未获得认证的伐木企业。研

究发现，所有认证林业企业为所有员工提供健康与人寿保险，而4家未认证的林

业企业中只有1家 为员工提供保险。认证企业拥有勤勉安全程序的可能性比未认

证企业高出两倍多。在发生伤害时，所有认证的森林管理单位拥有的本地医疗

设施均能有效运作，而相比之下，只有38%的非认证单位本地医疗设施能有效

运作，认证单位提供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

在印度，认证茶园更好地实现健康

根据2014年的一项研究，印度认证茶园中的工人比非认证茶园中的工人

更加健康。非认证茶园中的员工因为健康原因一年平均请24天病假，而相比之

下，UTZ和其他认证的茶园员工一年请 14天病假。超过一周的病假差异则更

大：非认证茶园为一年 61.9天，而认证茶园一年则为6.3天。研究人员的现场观

察确认，认证茶园的条件更好，特别是生活区和生产区的清洁程度以及保护设

备的可用性。

在秘鲁，更安全的采矿

2012年，秘鲁的Minera Yanaquihua加入负责任珠宝业委员会时，不得不

在供应链上做出一系列健康与安全改善，才获得认证。这包括与地方手工矿业

协会达成停止使用汞的协议——此前，协会105个矿工中，约五分之二依然采用

这一危险做法。协会同意按照可持续采矿联盟的标准，将其运营正规化。该联

盟的标准是一项针对小规模手工矿工的可持续标准，目前已经彻底淘汰汞的使

用。

3.8 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金融风险保

护，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

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3.9 到2030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

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关键商业主题 医药可及
享 有 优 质 的

基本保健服务
空气质量 水质

国家法规通常要求采取基本健康与安全措施，但是

在许多国家，这些措施并未得到有效执行。标准确

保这些措施得到实施，并且超越法律最低要求，改

善工作场所安全，减少与职业危险相关的伤害与死

亡。可信标准通常还贡献于更广泛社区的健康与福

祉。

职业健康与安全和获得药品 

可持续标准能够确保：

n  制定政策与培训项目，以解决并评估职业健康与

安全

n  员工接受健康与安全规定的培训

n  生产场地的所有人员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   

n  员工获得急救和免费的工伤紧急护理

n  制定警报和撤离程序

水质 

可持续标准通常应对水源的健康与质量（也可参见

可持续发展目标6），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3下面的

数个具体目标。这些可持续标准可包含各种要求，

以确保：

n  识别并降低对水质构成的风险

n  生产、收获和其他过程中不存在水的过度使用

n  预防水污染的保障措施 

n  维护并恢复河岸地带

空气质量 

标准可包括解决空气污染的切实具体措施，如：

n 用综合害虫管理代替化学杀虫剂

n 限制使用最危险/高毒性农用化学品 

n  记录农用化学品和肥料使用

解决农民、工人及其所在社区的健康与福祉问题是负责任企业的一大关切。许多可持

续标准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防范危险实践，创造更加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生活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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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商业主题

目标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
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
续管理

良好实践案例
在坦桑尼亚对下游水污染开展联合行动

帝亚吉欧（Diageo）坦桑尼亚分公司Serengeti 酿酒有限公司在坦桑尼亚

莫希的设施中实施水资源管理联盟（AWS）标准，以评估并消除与水相关的风

险。应用该标准让Serengeti酿酒有限公司发现，地方公用事业公司缺少合理管

理来自城市的大量废水的能力。这导致毒性超标的废水排放到下游。实施水资

源管理联盟标准使Serengeti酿酒有限公司、地方流域水资源办公室和公用事业

公司就污染控制项目开展合作，针对的是流域上游的水用户，从而为下游水用

户改善水质。

开拓节水糖生产  

Bonsucro标准开拓确定在甘蔗种植农场和糖厂可持续用水的新方法。标准

评估“每滴水的作物”产量和灌溉系统中抽取的每单位水生产的甘蔗数量。对

于糖厂，Bonsucro标准要求每生产1公斤糖，最多耗水20公斤，但是97%认证

糖厂的耗水低于这个水平。

在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认证咖啡保护水质

不良的咖啡种植和加工实践会导致水土流失、农用化学品径流和来自咖啡

清洗站的酸性废水，威胁下游水质。可持续农业网络（SAN）标准（雨林联盟

认证的基础）消除水土流失、限制使用农用化学品、禁止使用最具毒性的农用

化学品，要求来自咖啡清洗站的酸性废水水质达标。尼加拉瓜的研究显示，雨

林联盟认证农场减少水污染，更好地保护水资源，而同样规模的非认证农场导

致水源周围水土流失。同样，根据植被、浊度和无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等指

标，哥伦比亚的认证咖啡农场水质显著更优。

预防水产养殖的负面影响

鱼类养殖会对水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抗生素和其他化学品会污染淡水

生态系统，而营养丰富的有机物质（如未吃掉的饲料和排泄物）会造成藻类大

量繁殖，降低水中的氧气水平。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标准对废物和营

养物排放进行基于科学的严格控制，禁止所有预防性抗生素使用，以确保养鱼

场不对水质和淡水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

6.1 到2030年，

人人普遍和公平

获得安全和负担

得起的饮用水

6.3 到2030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减少

污染，消除倾倒废物现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

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

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淡水管理与使用

用水效率

治理与利益相

关方参与水质

安 全 饮 水 与 卫 生

水供应与服务开发

废水管理

保护与水有关的

地区

早在全球目标通过之前，研究已发现25亿人（

占世界人口的36%）生活在缺水区域，超过20%的

全球GDP是在面临风险的缺水地区生产。水的问题

被认为是商界面临最大的风险之一，许多可持续标

准包含有关水管理的明确要求：

高效用水和水的可用性 

水资源管理联盟制定了详细准则，以提升用水效

率，并确保运营不助长地表水或地下水资源枯竭。

措施包括：

n  保存农场或种植园的淡水使用记录

n  实施措施以适应缺水，包括雨水收集

保护淡水生态系统 

在天然水源地开展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标准可提出

保护或恢复生态系统的要求。许多标准要求生产者

识别、保护并恢复河岸带。

水质和预防污染 
标准可能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包括：

n  制定废水处置计划

n  制定企业使用和贮存农用化学品和肥料的政策

保证获得水

标准可以确保工人获取安全的饮用水、干净的厕所

和盥洗设施。标准还可以保证在厂区外获得安全的

饮用水，培养足够的清洁卫生意识。

全球农业和工业活动用水对水这种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产生压力。可持续标准通过界定并指

导可持续水管理与使用，为企业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6提供一种实用工具。

6.4 到2030年，所有行业大幅

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

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

题，大幅减少缺水人数

6.5 到2030年，在各级进行水资

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境

合作

6.6 到2020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

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地、森林、

湿地、河流、地下含水层和湖泊

6.b 支持和加强地方社

区参与改进水和环境卫

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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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商业主题

目标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
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
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

15.1 到2020年，根据国际协议

规定的义务，保护、恢复和可

持续利用陆地和内陆的淡水生态

系统及其服务，特别是森林、湿

地、山麓和旱地。

15.2 到2020年，推动对所有

类型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停

止毁林，恢复退化的森林，大

幅增加全球植树造林和重新造

林。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导致土地退化和毁林的最常见压力与农业、不

可持续森林管理、采矿、基础设施项目和火灾相

关。可信的可持续标准为企业提供贡献于可持续目

标15的具体目标和主题的具体方式： 

预防毁林和森林退化

恢复林区、停止毁林和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是可持

续发展目标15核心的具体行动。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标准开拓负责任森林管理，其他行业的可持

续标准通常融入类似的具体措施，包括： 

n  在指定的截止日期之后，无原始森林毁林

n  无次生林毁林，次森林退化减少到最低限度

n  农林系统或森林管理计划符合最佳管理实践

预防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

农业和其他行业可以通过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对

陆地生态系统产生压力，进而造成进一步负面影

响，如洪灾或阻止树木和其他植被的再生。可持续

标准能要求采取各种土壤质量措施，其中包括：

n 对新生产区进行土壤分析

n  作物轮作和间作，以减缓土壤退化

n 降低影响的伐木，以减少土壤裸露 

n  确保水道岸上存在足够植被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标准通常包含保护动植物的直接和间接措

施。这些措施包括：

n 评估和监测生物多样性

n  识别、保护关键栖息地和高保护价值（HCV）

区，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其影响

n  限制狩猎、收集和贩卖受保护物种 

n  维护缓冲区和野生动物走廊

n  确保公正、公平分享生物多样性利用产生的收益

保护地球生物是共同的责任，可持续发展目标15号召防止对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及其支持的

生物多样性造成进一步损害。有些企业已经依靠可信的可持续标准将保护自然纳入运营，但是需

要更强有力的采纳才能为实现该全球目标取得进展。

15.3 到2020年，防治荒漠

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

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涝影

响的土地，努力建立一个不再

出现土地退化的世界。

良好实践案例
建立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需求

森林管理委员会标准已经变革了全球范围内的森林管理。截止2016年10

月，82个国家的191,773,307公顷森林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占全球用于

木材生产总森林面积的16%。采购木制品的企业要求可信认证，增加可持续

管理森林面积，从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宜家与WWF合作，将中国的认证

森林面积增加一倍，大幅增加俄罗斯的认证面积，在东欧和越南推广森林管

理委员会。

15.4 到2030年，保护山地生态

系统，包括其生物多样性，以便

加强山地生态系统的能力，使其

能够带来对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

的益处。

15.5 采取紧急重大行动来减

少自然栖息地的退化，遏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到2020

年，保护受威胁物种，防止其

灭绝。

15.6 根据国际共识，公正和

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

的利益，促进适当获取这类资

源。

15.7 采取紧急行动，终止偷猎

和贩卖受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处

理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供求问

题。

15.8 到2020年，采取措施防

止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并大幅减

少其对土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

影响，控制或消灭其中的重点

物种。

15.9 到2020年，把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观纳入国家

和地方规划、发展进程、减贫

战略和核算。

15.a 从各种渠道动员并大幅增

加财政资源，以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15.b 从各种渠道大幅动员资

源，从各个层级为可持续森林

管理提供资金支持，并为发展

中国家推进可持续森林管理，

包括保护森林和重新造林，提

供充足的激励措施。

15.c 在全球加大支持力度，

打击偷猎和贩卖受保护物种，

包括增加地方社区实现可持续

生计的机会。

毁林与森林

退化 

土地修复

农场与驯养

动物的遗传

多样性

景观

森林管理与

纤维采购

山地生态系统

自然栖息地退化

陆地和内陆的

淡水生态系统

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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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可信标准的收益
供应链中的行为体能够利用可信的可持续标准 ，从中受益，原因如下：

n  可信标准为实践中具体何为更好的生产或“主流可持续性”提供指导，聚焦具

体过程、部门或行业。这帮助企业消除特定行业中的最大影响。为此，一项标

准通常贡献于数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n  可信标准整合不同的行为体（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等），反映多利益相关

方、伙伴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可持续发展议程至关重要。

n  标准开拓创新解决方案，比如高保护价值、可追溯性、生活工资等。 

n  标准提供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允许企业参加所在行业为提升可持续性而开展的

更广泛运动。这比个体行动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

n  标准能够为企业改善可持续性实践提供激励，例如，通过实现供应商和买家之

间更稳定的业务关系，提供市场准入，或者在有些情况下，通过溢价。

n  标准提升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标准为企业监测和报告实现可持续性目标的进展

提供框架，为更好地理解自身供应链提供更多保障。

集体行动
在理解什么良好经商时，可持续性与可信标准已经成为主流认识的一部分。越来

越多的CEO认识到，可持续性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商业成功的基石。可

信的可持续标准日益得到采纳便反映了这一点。雄心勃勃的可持续性目标以及在

企业层面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至关重要，但只有通过可信标准鼓励采取的集体行

动才能实现整个行业的变革。正是通过行业层面的变革，才能使企业真正地贡献

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确定的没有贫穷的世界。

可信的可持续标准的多利益相关方特性增进了解,帮助为全行业改善铺平道

路——即使是对未获得认证的生产者和企业也是如此——而这是供应链个体行为

做不到的。有些情况下，遵守可持续标准的措施显得力度不够，例如在农场上安

装废物处置系统或为工人提供安全设备，但如果得到一个国家、行业、全球的大

多数、甚至所有企业采纳，这些措施便可做出重大贡献。可信标准还提升持续改

进的严谨性、透明度，有更多机会实现持续改进，包括通过ISEAL等组织推动的

跨标准合作。 

标准并非新技术。仅凭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不能消

除商品生产或其他商业运营造成的所有负面影响。有一点也很清楚：并非所有标

准都是平等的。本报告显示，可信标准如何能够实现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果

和影响，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对所有现有可持续标准进行标杆分析超越了报

告的范围。此外，可信标准甚至代表固定的可持续性水平：不断进步的企业应该

（而且确实）努力超越这些标准的要求，为实现全球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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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商业案例证明贫困无法消除。我们有机会通过新市场、投资和创

新，释放数万亿美元。但是，为此，我们必须质疑现有做法，应对贫穷、不平

等和环境挑战。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家企业都将在一个更加

公平、更具韧性的世界中运营，并从中受益。”

Paul Polman，联合利华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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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 www.un.org/esa/ffd/wp-content/uploads/2015/08/AAAA_Outcome.pdf

2 www.pwc.com/gx/en/sustainability/SDG/SDG%20Research_FINAL.pdf

3 www.globescan.us3.list-manage1.com/track/click?u=f86fe191bb86c1bf2da47462a&id=2d4a276458&e=982adfd71b

4 www.wbcsd.org/Clusters/Social-Impact/News/New-research-shows-SDGs-matter-to-leading-global-businesses

5 www.unglobalcompact.org

6 www.businesscommission.org

7 www.businesscalltoaction.org

8 www.sdgcompass.org

9 www.globalsalmoninitiative.org/sustainability

10 wwf.panda.org/wwf_news/?269970/WWF_report_slow_road_to_sustainability

11 www.isealalliance.org/our-work/defining-credibility/credibility-principles

12 www.isealalliance.org/our-work/defining-credibility/codes-of-good-practice

13 www.isealalliance.org/our-members/full-members

14  www.d2ouvy59p0dg6k.cloudfront.net/downloads/wwf_principles_for_standards_and_certification_schemes__
external_version.pdf

15   www.d2ouvy59p0dg6k.cloudfront.net/downloads/wwf_principles_for_standards_and_certification_schemes__
external_version.pdf

16 www.standardsmap.org

17 www.standardsm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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