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r vision 
FOR A BETTER WORLD 

预见美好未来

#130 Your gateway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cus

http://www.iso.org


ISOfocus September-October 2018 – ISSN 2226-1095

《ISOfocus》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核心杂志，双月刊，每年六期。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访问 ISO 官网：iso.org/isofocus，或在社交网站

关注我们：

TWITTER FACEBOOK googleplus Youtube Flickr linkedin
传播与内容策略主管  | Katie Bird
主编 | 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作者 | Barnaby Lewis, Clare Naden
特约撰稿人 |  Robert Bartram, Ann Brady
文案与校对 | Vivienne Rojas
美术编辑 | Xela Damond, Pierre Granier, Alexane Rosa
翻译 | Alexandra Florent

订阅

对本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 ISO 官方网站（iso.org/isofocus）订阅，

免费下载应用程序及电子版，或者订购印刷版杂志。

服务中心联系邮件：customerservice@iso.org

征稿启事
欢迎参与本刊制作，如果您有适合本刊任何栏目的稿件，

请联系 isofocus@iso.org。

刊中稿件作者的观点不代表 ISO 或其任何成员的立场。

© ISO 2018
本杂志在瑞士出版，版权所有。

本期杂志所有内容仅限用于非商业用途。杂志内容不得改编，如需引

用，需经 ISO 同意。ISO 有权自行决定撤销许可。如有需要，请联系

isofocus@iso.org。

本杂志使用FSC®

认证纸张印刷。

ISO中央秘书处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授权

中国标准化杂志社翻译出版《ISOfocus》中文版。

中文版主编 | 曹欣欣

翻        译 | 孙加顺  靳吉丽

美术编辑 | 裴继超  刘媛

联系我们       曹欣欣  靳吉丽

电话            +86 10 57711697   57711693

传真               +86 10 57711660

电子邮箱       caoxx@cnis.gov.cn

ISO focus
September-October 2018

#130

20

6
5044

122630
 ISO 主席和秘书长会见巴西总统

 ISO 社交媒体关注环境问题

 乌拉圭聚焦 ISO 45001 标准

 更安全锅灶国际指南发布

56-57

36

国际标准助推全球议程
聆听ISO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的见解

ISO标准如何支撑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蓝图

共绘美好未来
齐心协力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治水有力，世界得益
挽救缺水的地球

希尔顿酒店的环保之路
采用ISO 50001国际标准建设可持续服务酒店

墨西哥重建信任
利用反贿赂标准打击腐败

令人振奋的创新力量
发挥现代人才的聪明才智

城市因标准更美好
智慧社区信任标准的力量

提高可持续消费标准
优化采购政策有助于业务发展

标准助力兑现气候承诺
ISO制定行动标准

2 

4

6

12 

20 

26 

30 

36  

44  

50  

Ph
ot

o :
 U

NI
T

Photo : Hilton



随
着全球人口增长及其需求增加，我们如今面临最大的

挑战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代表了全世界对于十几年内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

识，确保所有人都能携手共进。该议程框架所提出的“17 项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s）是面向全世界吹响的号角，号召

大家行动起来，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全人类同享和平与繁荣。

国际标准是应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的利器，为产业、商业和

社会领域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国际标准推动创新，传播

知识与最佳实践，通过确保产品安全与无害，帮助保护消费者权益。

因此，国际标准是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地与实现的关键所在。

ISO 与来自全球的顶尖专家和合作伙伴共同提供处处适用的标准

相关工具。从气候变化到能源效率，我们的标准及时满足全球需要，

助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际进程。

此外，“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均衡地融合了经济、社会

与环境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正是 ISO 多达 22,000

项国际标准所致力应对的议题。

 推动经济增长：促进贸易便利化、互操作性与良好

商业实践与新技术推广；

 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推广空气、水或土壤质量标准，

支持碳排放交易背景下绿色气体排放的结算与验证，提

供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标准；

 促进社会平等：研制有关消费者保护与信息、社会

责任、健康技术与服务的标准，以及近期发布的职业安

全标准等。

我们如何为实现联合国目标提供助力，将其转化为

实际行动？如何研制并应用标准来实现这些目标？为确

保更好更多地利用标准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ISO

已经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提升标准的可见性。首要的一

点，“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标准关联平台”已经涵盖了多

达 600 项相关标准，将进一步推动相关组织机构朝着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方向前进。

今年 ISO 大会正式上线的 ISO.org 专题网站，首次

展示了 ISO 在这方面的努力，也体现了 ISO 一贯通过标

准工作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决心。这个在线平台

针对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给出了能够支持实现该目标

的标准案例，而且随着新的项目与工作领域的增加，ISO

还将继续完善这个平台。

除了当前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决心与

开展的各项工作，我们还需要加强合作来保持同步，优

化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发挥合力。因此，ISO 推进发展

议程的保证还包括与其他组织机构密切合作，加强互动。

全球超过 700 家国际和区域组织与 ISO 技术委员会

建立了正式的联络关系，这些合作关系的真正价值不仅

体现在技术专长方面，还有组织层面经年累积的密切协

作。它们积极参与 ISO 标准制定，而支持它们实施标准

是在 2030 年前应对部分全球性挑战的关键所在。

此外，ISO 还与联合国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

推进相关工作。我们积极对接不同的联合国机构，并与

世界银行等捐赠机构合作，旨在推动各方对 ISO 国际标

准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理解与关注。我们还加入

了诸多大型组织所参与的国际性别平等倡议，全力推进

组织管理层的性别平等。

国际标准助推全球议程

Unleashing 
a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让我们共同运用

ISO标准来更好地

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ISO 秘书长赛尔吉奥·穆希卡

依托 ISO 的国际标准，来自全球的企业、政府和组

织机构将找到更多有效的解决方案，确保自身发展的可

持续性，而且此举也将体现他们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价值。让我们共同运用 ISO 标准来更好地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享美好未来！ ■

孙加顺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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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ISO网站：

www.iso.org/sdg

ISO 14080  
（气候行动方法）

ISO 21070  
（海洋环境保护）

ISO 14055-1  
（土地退化和沙漠化防治）

ISO 37001 
（反贿赂管理）

ISO 44001  
（协作业务关系）ISO 20400  

（可持续采购）

ISO 22000 系列  
（食品安全管理）

ISO 13485 
（医疗器械）

ISO 21001 
（教育机构管理体系）

ISO 12812 系列 
（移动金融服务）

ISO 37120  
（城市指标）

ISO 14020 系列 
（环境标志）

ISO 50501  
（创新管理）

ISO 26000 
（社会责任）

ISO 24516-1  
（饮用水供应网络）

ISO 50001 
（能源管理）

ISO 45001 
（职业健康和安全）

ISO共有超过22,000项国际标准，

它们支撑着可持续发展目标涵

盖的所有领域。下图展示了标准

如何产生影响。

消除贫穷

消除饥饿

良好健康
与福祉

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

清洁饮水
与卫生设施

清洁廉价
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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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行动

水下生物

陆地生物

和平、正义
与强大的
机构

促进目标
实现的
伙伴关系

靳吉丽 / 译



联合国通过了旨在为人类、地球和

繁荣发展而制定的行动计划《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由17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组成，可以平衡经济、社会和

环境三方面的发展。目前，人类亟需采

用这17项大胆的改革措施来引领世界

走上可持续、具有恢复力的道路。

ISO标准如何支撑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注：标准会定期更新，内容会有所变化。

How 
ISO standards 
support  
the 2030 Agenda



Our common 
roadmap
共绘美好未来

联合国在 2015 年发布了未来全球发展议程，为 2030 年

前世界之未来发展绘就了路线图；如今三年已过，人们还在苦

苦寻找实现宏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可行之路。然而，

也许这些宏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给我们更多有价值的启示

让我们去不断求索。针对这些目标，一些新的合作与协作的趋

势成为真正全面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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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国际体系运转的主枢纽之一，日内瓦

汇集了诸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

中起关键作用的利益相关方。ISO 与联

合国协同跨越历史长河，成为应对诸多全球性挑战

的重要力量，并将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道路上继续发挥作用，共创更好的明天。

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多日益复杂、互相关联的

全球性挑战。很多原来影响有限的问题却有了更广

的外延性。这也是我们在引导合力推进 2030 议程

的过程中为什么要采取多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所在。

本刊专门采访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UNOG）

总干事迈克尔·莫勒（Michael Møller），探讨了当

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议题，如何解决发展问题，以及

标准如何发挥作用。

ISOfocus：目前针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有哪些部署？

迈克尔·莫勒：2015 年 9 月，联合国 193 个

成员共同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世界各

地在追寻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动

能。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相关方都在努力。政府、

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企业、联合国以及其他

国际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推进发展议程。

在联合国层面，整个发展体系都致力于支持各

国积极推动发展议程落地。联合国机构内部进行了

改革，以确保体系更加高效地利用下设机构的优势

能力。其他国际组织也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自身

工作规划，完善自身策略与活动，把 2030 议程的

愿景与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

在国家层面，许多国家都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系统性专门更新了本国政策，体现了对运作规则

转变的发展议程的重视。然而，最大的转变在于相

关方彼此的合作与互动方式。

各方面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战略性合作以及组

织机构与不同相关方之间的积极合作才能最终实现

2030 议程。在日内瓦，UNOG 尤其注重合作伙伴

的作用，积极发挥合力，效果远比大家各自为战要好。

2017 年 1 月我主导创建了可持续发展实验室（SDG 

Lab），这个平台在日内瓦的生态系统中扮演了连接器与召集人的角色，在孵化

战略性合作关系支持国家层面落实发展议程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15 年 9 月之后都采取了哪些行动？更重要的是，相比之前提过的千年发

展目标（MDGs），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向是否值得肯定？

由联合国大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组织的一年一度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

治论坛（HLPF）在全球层面推进与评估 2030 议程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从

2015 年 9 月起，HLPF 已举行过两次，第三次于 2018 年 7 月在纽约举行。越

来越多的相关方参与到这项年度会议中，各国通过自愿性国家综述报告来分享彼

此的成绩与挑战。

年度会议成为各国探讨可持续发展机遇与困难、学习成功与失败案例经验的

关键平台，也成为寻找解决困难的新方法的一条途径。

有些挑战性问题频繁出现，比如寻找资金来源、确保跨领域政策及预算落实，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趋势，比如运用技术推动了发展进程。

那么各方的合作情况如何，尤其在日内瓦？ ISO 在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努力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多方合作，包括更多“不寻常”的合作关系，对于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

多方合作，包括更多

“不寻常”的合作关系，

对于达成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作用非常关键。

2030议程

是一种全然不同的

思维方式

与行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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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常关键。我们需要统筹利益相关各方发挥合力，让意

料之外的合作伙伴也加入其中，确保他们各自独特但互补

的专长优势帮助我们找到新的解决方案。除了知识的多样

性，我们还要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共担风险，共享机遇，

实现项目资金支持的常规化。

在日内瓦，SDG Lab 共同搭建起了“日内瓦 2030 生

态体系”，致力于孵化这个独特城市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

相互联系与创新性合作关系，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这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热潮。以标准化为核心工作的

ISO 明显是达成这些目标的重要力量。ISO 发布的国际标

准总数超过 22,000 项，几乎涵盖了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包括工业、健康、技术与教育等领域，为合作成功奠定了

基础。

如何评价 ISO 标准对于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

ISO 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在制定促进创新的标准

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加快成果落地发挥着基础性

作用。

制定标准的过程就是各相关方对话与合作的结果，非

常符合 2030 议程的精神。除此之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监控和衡量所取得的进展。在这方面，

ISO 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取得的成果，明确面临的挑战。

您是国际性别平等倡议的倡导者，ISO 目前也加入了

该倡议。您如何看待该倡议未来的发展？比如 ISO 这样的

组织机构会怎样助力目标的实现？

国际性别平等倡议是一个来自不同组织的领导者所参

与的平台，无论是女性与男性决策者，共同决定利用自身

影响力，打破性别壁垒，让性别平等成为职场中的现实。

倡议自 2015 年 7 月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起开始，目前已经

吸引了全球 205 位倡议人加入。倡议人提出大约 600 项承

诺，涉及到良好治理、领导力与责任心、遴选与招募、工

作生活平衡、组织服务、会议、大会与代表团、计划性与

现场工作等。

越来越多的领导者，比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都加入了该倡议。

我希望并坚信这个倡议平台未来将持续扩大。通过倡议

人层面务实的、可行的承诺，比如成员性别均等，这些

倡议人、大使、机构首脑与社会人物等都将给第 5 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性别平等）带来巨大的影响，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整体推进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对于 ISO 等组织而言，让更多成果体现性别平等的

理念，推动女性有效参与技术工作，吸收她们独特的视角，

让工作生活均衡成为现实，都将有助于性别平等以及其

他目标的实现。

对于加快 2030 议程，您有哪些思考或期待？

我非常赞同两个理念。第一个是“思维转变”。

2030 议程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方式。孤井

式的工作方式非常低效，我们需要给人们提供激励，让

他们跨越舒适区。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在所有工

作层面树立典型来示范。第二个是“转型”。可持续发

展目标是真正的转型发展，原因在于其系统性与普适性。

毫无疑问，2030 议程是我们展示全世界联合起来共面挑

战、共创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历史性机遇。■

孙加顺 / 译

ISO标准

可以帮助我们

评估取得的成果，

明确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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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有力，世界得益

水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我们都需要水，每

个人每天都离不开水。直到最近，我们才充分意

识到，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才能保护这自然

界中最充足的资源不被彻底浪费掉。

文 / 罗伯特·巴特拉姆   by Robert Bartram

关于水的统计数据令人震惊。便于获取的

水源仅占地球上淡水资源的 1%。水荒情况非

常严重 1）：联合国水资源组织是联合国旗下诸

多机构中关注水资源与卫生的组织，其数据表

明“约有 12 亿人口，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都

生活在水荒的区域。还有 16 亿人，约占全球人

口四分之一，面临经济性缺水问题（即缺乏从

河流或地下水层取水的必要基础设施）”2）。

另一家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报告称，

“到 2025 年，预计有 18 亿人将生活在绝对水

荒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人口约三分之二将面临

缺水问题。”3）

A well-watered 
world

1）联合国水资源组织将“水荒”定义为“由于自然条件导

致缺水，或者没有保证水资源日常供应的机构或者缺乏适当

的基础设施导致的缺水”。www.unwater.org/water-

facts/scarcity/

2）www.unwater.org/water-facts/scarcity/

3）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

environment/water/wwap/wwdr/wwdr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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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水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中的重要一项。事实上，水如此重要，以至于

整个 SDG 都与之息息相关：第 6 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提出“安全饮水与卫生以及淡水生态系

统的妥善管理，是人类健康、环境可持续性与

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在这个目标

与衡量指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水资源的平衡

那么全世界要实现这些目标所面临挑战有

哪些？具体到我们自身，ISO 标准可以发挥什

么作用？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UN-ILO）

水资源专家卡洛斯·卡里翁 - 克雷斯波（Carlos 

Carrión-Crespo）博士表示，最大的挑战在

于整体水资源的治理，在目标项 6.5. 综合水资

源管理条款中，“各国需要制定方案应对可能

引发战争的水冲突，这也是联合国体系创建的

目的，”他简要介绍道。与此同时，他指出，

同样需要在制定政策时优化利益相关各方平等

的水资源获取权，包括工人、雇员等，都能够

参与到这些政策的创建与实施中。

这 一 点 得 到 了 邓 肯· 艾 里 森（Duncan 

Ellison）博士的赞同，他此前担任加拿大环境

协会水资源规划与管理部主任以及加拿大水资

源和废水协会会长，并且担任多个 ISO 与水标

准相关的工作组的召集人。他从“狭义”与“广义”

两个方面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他的“狭义”分

析观点是“水资源事业通常在决策过程中就被

政府规制所否定了。”他相信，如果各国为水

资源服务事业制定更加开放的规制框架，让有

能力的市政服务专业人士能够自由创新，那么

我们更有可能得到长久有效的水危机应对方案。

“这是政府高层与基层之间的矛盾，”他坦言。

他的“广义”观点是“我们理应统筹水资

源的管理，但还没有做到”。水资源的不同用途，

比如林业、农业、矿业以及城市用水等，需要进行统筹管理，以实现河流水源的最大

效益。他举例称，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基本达到了水资源的均衡，但其他的国

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还没有做到这点。

全面质量控制

黛比·查普曼（Debbie Chapman）博士是联合国环境署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

资源能力发展中心主任，该中心设在爱尔兰科克大学。她最关注的自然是水的质量，

这也高度取决于有效治理。她所在团队的部分职责就是为各国政府提供水质量监测重

要性的培训，帮助他们培养这方面必要的知识、技能与基础设施。

GEMS/Water 的职责并非鼓励制定饮用水安全监测措施，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工作，GEMS/Water 则负责所有其他方面用水的监测，包括养殖渔业、

农业与工业用水以及其他休闲类活动用水。她表示，要让大家了解“不仅仅是日常饮

用水，而是所有用水”这个概念有时候比较困难，所以非常必要进行准确的划分。在

很多国家，特别是非洲，资金集中用于支持饮用水监测，而不包括湖泊与蓄水库的监测。

查普曼博士表示，她负责第 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6.3 项水安全的工作，这项工

作“需要具体的技术能力与实务”。这与其他只需要调研问卷数据的指标存在很大的

便于获取的水源

仅占地球上淡水

资源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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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比如，查普曼博士负责的培训项目注重共享数据的可比对性。确保这一点的方

式之一就是鼓励采用全球认可的统一方法，因此查普曼博士的团队会用到 ISO 标准。

通常方法不止一种，但这都不是问题，只要把方法阐述清晰，便于参考，就可以被任

何其他相关方采用。

奠定成功的基础框架

关于如何处理数据存在很多标准方法，实验室绩效也有标准可依。GEMS/

Water 推荐实验室申请 ISO/IEC 17025 标准认可，这是 ISO 与 IEC 共同制定的国

际标准，对检测与校准实验室规定了基本的能力要求。这对于非洲各国来说尤其重要，

因为通过认可的实验室意味着具备最优秀的能力。

同样，艾里森博士也很清楚 ISO 标准对于实现第 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作

用。他指出，ISO 标准为水利基础设施与流程管理人员提供了参考框架。例如，ISO 

24511 与 ISO 24512 分别基于废水和饮用水，针对水的用途目标提供了评估规则。

而且，ISO 24516 系列标准为监管方提供了饮用水供水网络与废水收集网络的

资产管理水平进行评估的技术依据，让管理人员可以判断相应的项目投资是否可行，

包括为确保服务水平整体目标而进行的基础设施维修项目，以及日常维护项目。这些

都与正在制定的一项标准相关——ISO 24513《饮

用水、废水和雨水蓄积服务相关活动——术语》，

这也是 ISO 致力于该领域术语统一规范的工作体现。

危境求生

ISO 标准同样关注危机管理。艾里森引用卡尔

加里市的经验为例，解释了该市在遭遇洪涝时仍保

持六处水处理设施中的三处持续运行。不仅如此，

供水系统也承压运行，并且系统未被污染。当时制

定的危机预案是鼓励市民减少用水直至洪水得到控

制。正是因为 ISO 标准中隐含的共识原则，让管理

层对于行动策略的成功信心十足。

艾里森博士介绍，在新加坡，商业与工业用

水已经基于新加坡国家标准 SS 577《水效管理体

系——用水指南要求》采用了一套水效管理系统与

措施，旨在减少用水需求或换用回用水。用水方已

经从中受益很多。

在国际层面， ISO 24526 即将于 2019 年第一

季度正式发布，如果没有 ISO 标准提供的指导，这

项标准不可能完成。

关键的是，还有 ISO 标准是特别针对用水卫生

（可持续发展目标 6.2）的。ISO 污泥回收、循环、

处理和处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275）关注

的是废水沉淀管理。每处废水处理厂都会产生大量

沉淀物，这些沉淀物可以有很多用途，包括替代农

业用肥等。ISO 30500 利用高科技系统用于检查非

排污卫生状况，ISO 24521 采用便于落地的更加基

础性技术，提供基础的现场家用废水处理服务。

这两项标准都可以帮助减少开放式排污。因此，

这两项标准都能够有力推动第 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艾里森博士同时指出，卫生标准有助于实

现第 2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饥饿：如果让水变

得卫生，就很可能减少鱼类被毒死的情况发生。

ISO标准还关注危机管理。

2013 年 6 月，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的弓河爆发历史罕见的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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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目标？

那么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推进情况如何？卡里翁 -

克雷斯波博士非常清楚地指出：“收集的初步数据并不

能说明，目前的推进情况能够在 2030 年前有效实现普

遍的水资源供应与卫生目标。”他相信，各国政府仍然

需要在政策层面赋权地方社区参与水资源供应与卫生用

水的管理，让水资源领域的工人与雇员参与到政策制定

当中。

艾里森博士在谈到经济安全饮用水供应与卫生问题

时也坦言：“到 2030 年，那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原因是双面的：人口增长与资金支持。他并不质疑目标

的宏大，但这需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大量的

资金支持。他在水质量与减少污染方面持有相似的观点，

而这都需要业界提供大量的投入。至于综合性水资源管

理的目标也同样难以实现，他说，因为跨国合作涉及到

多方管辖，所以极具挑战性。

在黛比·查普曼博士看来，保证水质量面临最大的

问题就是目标的实现需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的技

术知识与资源。事实上，它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因此从根本上，它们需要培训和教育，才能理解强有力

的水资源监测需要什么，然后它们才会提出相应的要

求。当然，这就需要资金支持。资金支持也许正是达成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障碍。目前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

从 2008 年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要获得相应资源确保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将面临一定的难度。

融合之力

而这还不是减缓进程的唯一因素。例如，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关联性。第

8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第 6 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存在大量的关联点。其中之一就是乡村的

供水与卫生问题。

这些乡村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通常要取水家

用。这项工作很繁重，影响到她们的健康，也妨碍了她

们参与工作或接受教育的机会。她们也因为生理卫生问

题而被迫失去工作或辍学。这与性别平等（第 5 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存在关联，也关系到健康与福祉

（第 3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水下生物与陆地

生物（第 14 项与第 15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因为

经过处理的废水不会再污染或毒害水源和土壤。

尽管在任何情况下，实现第 6 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本身就是非常艰巨的挑战，更何况要实现所有目

标。最重要的是，我们确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政府、

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精诚合作，以及稳定且坚定的

政治意愿。■

孙加顺 / 译

ISO标准将在实现第6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

2016 年 10 月，越南河内的西湖出现大量鱼类死亡，图中环保人士在打

捞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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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是酒店的第二大

运营成本。采用低成本、高影

响力的方法和通过 ISO 50001

组合认证，希尔顿酒店显著减

少了能耗。

据希尔顿公司代表称，希尔顿在几年前就已成为首家获

得 ISO 50001 组合认证的全球酒店企业。该认证是希尔顿在

对其 LightStay 企业责任绩效评估平台进行全面升级后实现

的，在此之前希尔顿就建立了 ISO 9001 和 ISO 14001 管理

体系。凭借这三个 ISO 认证组合，希尔顿的典型案例表明了

企业如何使用 ISO 标准来实现有效和可持续的运营管理。

今年早些时候，作为其推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战略的一部分，希尔顿发布了 2030 年“有目的地旅行”

（Travel with Purpose）目标，其中包括承诺将其环境影

响减半，同时将在社会影响上的投资翻倍。在接受本刊采访

时，希尔顿企业责任和 ADA 合规副总裁马克西姆·佛斯特拉

（Maxime Verstraete）阐述了 ISO 50001 标准将如何支撑

这些工作，帮助希尔顿履行其成为世界最可持续酒店的使命。

HOW HILTON IS GOINGgreen
时至今日，能源管理

仍然是我们业务的

重中之重。

希尔顿夏威夷度假村

希尔顿酒店的环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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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ocus: 为什么酒店业，尤其是希

尔顿酒店将能源管理视为关注焦点？

马克西姆·佛斯特拉：能源通常是酒店

仅次于劳动力的第二大运营成本，希尔顿在

精心管理其全球能耗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制作完成希尔顿能源管

理手册就开始了。我们一直非常注重减少

资源消耗，2008 年我们开发了自己专有的

LightStay 企业责任评估平台。LightStay 使

希尔顿 5400 家酒店中的每一家都能追踪其

超过 200 个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环境足迹。

LightStay 是一个品牌标准，希尔顿要

求将其用于全球范围内所有的资产管理和特

许经营。通过该系统，我们能够设定资产方

面的能源、水和废物目标，同时追踪违背全

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个人和集体业绩。这个

量身定制，针对环境、运营和社会影响报告

的一站式平台帮助希尔顿公司精心管理其能

源、碳、水和废物，实现了自 2008 年以来

在运营效率方面累计节省超过 10 亿美元。时

至今日，随着我们不断发现能降低能耗和成

本的创新方法，能源管理仍然是我们业务的

重中之重。

您能再谈谈希尔顿使用 ISO 50001 标

准的情况吗？在这一过程中，希尔顿的领导

层有多重要？

领导层的支持对我们的能源管理和绩

效来说一直都至关重要。在 ISO 50001：

2011 发布时，我们的领导层就希望将现有

的管理体系用于 LightStay 中来通过该标准

的认证。我们已经通过了 ISO 9001（质量

管理）和 ISO 14001（环境管理）认证，因

此我们充分了解 ISO 标准的益处。我们对

LightStay 进行改造之后，于 2014 年通过了

ISO 50001 的组合认证。当时，我们的三重

ISO 认证是有史以来商业建筑通过的最大规模认证。

从那时起，能源管理一直是我们领导层的关注重点，我

们继续寻求机会将业绩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包括最近我们对

企业责任战略进行的全面改革，为未来制定新的长期目标。

2018 年 5 月，我们制定了宏大的 Travel with Purpose 目标

（见插图），即通过企业责任计划，在 2030 年之前将社会

影响和环境足迹减半。

这一承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基于科学的碳目标，

这些目标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规定的碳减排水平保持一致。

我们很自豪能成为首个设立温室气体目标的大型酒店品牌，

这些目标已经被科学目标倡议（SBTi）批准。该倡议是一个

独立机构，支持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目标设定，将其作为向低

碳经济转型过程中提升公司竞争力的有力方式。

标准带来了哪些益处，您能列举一两个节能措施和举措

的例子吗？

ISO 50001 确实能帮助确保我们在所有资产中遵循一致

的能源管理方法。节约效果非常显著——与 2008 年的基准

阿什维尔比特摩尔希尔顿酒店

希尔顿企业责任和 ADA 合规副总裁马克西姆·佛斯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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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地旅行

“有目的 地 旅 行”（Travel with 

Purpose）是希尔顿的企业责任战略，

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和促进

可持续旅行。到 2030 年，希尔顿计划

将其社会影响翻倍，环境足迹减半。“有

目的地旅行”利用希尔顿的全球规模

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人权，在百

姓和当地社区上投资，并通过减少公司

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来保护地球。希尔

顿的战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

持一致。访问 cr.hilton.com了解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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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相比，我们的能源强度已经降低了 20.6％，碳排放强

度降低了 30.0％。

我们估计，通过更可持续的运营，我们累计节省了

相当于 10 亿美元的资金。LightStay 系统可帮助我们追

踪酒店所有的节能措施，小到低成本和免费更新，大到

主要资金项目。例如，通过 LightStay 系统，我们可以

追踪哪些酒店已经完成了 LED 灯更换、太阳能电池板安

装或热电厂建设等项目。

希尔顿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于想使用ISO 50001

的其他公司，您有什么建议？

帮助我们获得成功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是我们在

内部与所有相关部门，以及在外部与认证和保证合作伙

伴的密切合作。在我们第一次想要通过认证时，我们成立了几乎每个部门都有代

表参与的大型工作组。如今，我们继续在这些部门之间开展协作，以确保持续维

护认证并获得相应的益处。

鉴于 ISO 50001 发布了新版本，您认为该标准将如何改变或影响希尔顿的

能源管理方法？

与 ISO 9001：2015 和 ISO 14001：2015 两 个 认 证 一 样， 我 们 对 ISO 

50001 的更新表示欢迎，并期待通过于 2018 年 8 月发布的新标准的认证。我们

渴望看到它与所有管理体系标准共享的新的高级结构，因为它将提高我们的三重

ISO 认证流程的效率。然而，我们无法预测这些变化会从根本上改变希尔顿解决

能源管理问题的方式，因为质量、环境和能源管理的综合方法已经全面贯穿于我

们的日常运营之中。■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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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尔顿

希尔顿（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HLT）是一

家全球领先的酒店管理公司，拥有 14 个世界级

品牌组合，在 106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5400

家酒店，拥有近 880, 000 间客房。希尔顿致力

于通过在每家酒店每次为每位客人提供卓越的

体验，履行其成为世界最好客公司的使命。该公

司旗下品牌有希尔顿酒店及度假村、华尔道夫酒

店及度假村、康莱德酒店及度假村、希尔顿冠层、

希尔顿古玩精选、希尔顿逸林酒店、希尔顿挂毯

系列、希尔顿大使馆套房酒店、希尔顿花园酒店、

希尔顿汉普顿酒店、特鲁希尔顿酒店、希尔顿惠

庭套房酒店、希尔顿欣庭套房酒店和希尔顿度假

大酒店。

与2008年的基准线

相比，我们的能源强度

已经降低了20.6％，

碳排放强度降低了30.0％。

圣地亚哥海湾希尔顿酒店

华盛顿希尔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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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重建信任
道德与战略（Ethics and Strategy）是墨西

哥一家关注可持续责任的咨询公司，该公司的卡

拉·格雷罗（Karla Guerrero）在本文中解释了为

什么 ISO 37001 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在重树信心、

建立最佳实践和帮助确保人人拥有体面工作等方

面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如今，信任已很珍贵。在治理、管理、业

务、传媒和金融体系中，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信

任危机。

近几十年来，信任被不断削弱，致使以前

的诸多社会支柱严重受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处于坍塌的边缘，如 2008 年席卷全球的灾难

性金融危机。

责任实验室是一家帮助社会变革者将诚信

融入社区的组织，其执行董事布莱尔·格兰克

斯（Blair Glencourse）认为，腐败是近年来

不稳定的驱动因素。他在一篇关于世界经济论

坛的博客中写道：“腐败阻碍了公平决策，转

移了公共资源，侵蚀了我们对当权者的信任。

纵观全球，缺乏诚信这一点已根深蒂固，其涉

及金额在过去 15 年多达 30 万亿美元，相当于

全球 GDP 的一半。”

Rebuilding trust 
in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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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贯穿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红线”；如果

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第 8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即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

确保人人有体面工作”。制定标准是重建信任和恢复公众信心的

一种方式；其中一个例子是 ISO 37001，旨在通过建立诚信、透

明和合规的文化来帮助组织打击腐败的管理标准。道德与战略是

墨西哥一家关注可持续责任的咨询公司，负责协调 ISO 37001 标

准及其在墨西哥应用的所有工作。在本文中，卡拉·格雷罗概述

了为什么该标准是有用的工具。

ISOfocus：您在 ISO 37001 标准的使用中有哪些收获？

卡拉·格雷罗：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标准自身的结构，让

我们能够掌握贿赂的风险。通过帮助企业实施一系列针对具体风

险的“合理、适当”的措施，该标准就如何满足不同需求提供了

很好的指导。它还符合我们公司率先在墨西哥实施的 ISO 26000

《社会责任指南》。ISO 26000 帮助组织机构有效评估和处理对

其使命和愿景意义重大的社会责任，以及与员工和利益相关方息

息相关的社会责任。

我们即将把ISO 37001

采用为墨西哥国家标准。

来自墨西哥道德与战略咨询公司的卡拉·格雷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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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标准的实施、采用和认证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墨西哥最近进行了一次大型打击腐败行动，即将把

ISO 37001 采用为墨西哥国家标准。由于新参与者及他们

提出的改变当前标准结构的建议，采标所花费的时间比我

们想象的更长。尽管有些企业有所保留，但我们相信在未

来两年内，将有更多企业认可和参与该标准。在此之前，

我们集中精力培训和培养审计员和认证人员，以确保过程

的质量。

我们也开始为几家对 ISO 37001 感兴趣的公司和政府

机构提供服务，帮助他们遵守墨西哥国家反腐败体系，该

体系是 2016 年获批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腐败改革体系。

这些新法律具有深远意义，对墨西哥企业了解立法细节及

其对公司运营的影响必不可少。在这方面，ISO 37001 也

大有裨益，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我们已经了解风险分析是

明确反贿赂管理体系范围的基础。

您认为使用 ISO 37001 的主要益处是什么？

我们公司致力于帮助组织机构将负有社会责任感、可

持续发展的实践作为其运营的一部分和工作理念的核心。

ISO 37001 在提高对贿赂风险的认识，以及建立应对风险

的结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您期待该标准在短期和长期内完成哪些目标？

ISO 37001 标准将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我相信它

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正如我先前所说，墨西哥

国家法律首次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可以防范私营组织贿赂的

结构，ISO 37001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工具。最后，我们

要确保保持认证过程的质量，并将此作为重要工作之一。■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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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

基础设施在建设成功社会中的重要性。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发展实际和虚拟高速公路，世界上多少

人口会有被遗弃的风险？全球领导者如何解决这种不平衡问

题？国际标准如何成为指引更公平未来的路线图？

文 / 巴纳比·刘易斯   by Barnaby Lewis

令人振奋的创新力量

The electrifying 
power of innovation



我
们应该感到庆幸的是，如今鲜有国家有古罗

马的扩张雄心，但世界上仍有部分地区缺乏

适当的基础设施。因此，联合国很自然地将

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第 9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用于解决“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问题，明确其对人

民生活、经济和地球的变革力量。

第 9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助于减少贫困，创造就业

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以及鼓励建设和改善对商业和社会

运作至关重要的硬件设施。国际标准可以通过国际一致

的规范来支撑可持续工业化，并建立促进商业实践和关

系的通用语言，从而帮助各国实现以上目标。标准对于

建造安全、有适应力的基础设施也很重要；它们还提供

了确保互操作性的平台，便于我们将新技术更好地融入

生活和业务之中。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帮助开拓新市场，

为我们和后代的现代生活方式提供支撑。

如果到 2030 年，联合国实现了“建设有适应力的

基础设施，推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化并促进创新”的

目标，那么世界将成为更美好、更公平的居所。我们现

在还有不到 12 年的时间来实现社会赋权和提高全球人口

幸福感。如果你停下来仔细思考这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

和变革，你就会发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激发创意的平台

像 ISO 这样的组织都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制定和

发布大量用于协调、指导和提供具体、可复制成功模式

的国际成果。ISO 的技术委员会（ISO/TC）是由来自世

界各地的专家志愿者组成的团体。TC 专家由 ISO 成员

国精心挑选，但不会因其贡献而获得 ISO 的酬劳。正是

缺乏利润动机使得 ISO 标准非常独立、公正和可信。

这就需要有一类特殊人群愿意承担这项无偿的兼职

工作。 本刊很幸运地采访到了以建造世界上最大客机

A380-800 而闻名的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创新文化主管爱

丽丝·卡萨诺瓦（Alice de Casanove）。我们想了解

爱丽丝如何指引公司走向新的方向，SDGs 对她意味着什么，以及她对标

准化兴趣如何使其成为 ISO 创新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79）主席。

爱丽丝在技术刚起步时就开创了手持视频，一直以来，她通过问自己“我

们要走向何方”而将最先进技术和创新结合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她将严谨

的技术思维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巧妙结合，并在标准中灵活应用。“我认为标

准是创新的基础。我们的工作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专业公司的技

术和活力，”爱丽丝说。“使用标准是设立技术基准的一种方式。”在推进

既有技术方面，它是携手前进的最佳方式之一。

创造力的对立面

听到某人的职位名称中有“创新”一词时，我们会感到欢欣鼓舞。那些

尚未使用过标准的人通常认为标准是规范性、以规则为驱动的，因此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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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毫无创造力。爱丽丝则持相反意见，“我使用并积

极制定 ISO 及其他标准的时间长达近十年。”

我问爱丽丝对 ISO 国际标准的看法。“当然，制定这

些标准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有充分的理由，”她说。“它

们具有包容性，因此要有更多人参与其中。协调需要花费

时间，内容本身也是不同的，其适用性通常更广泛、更具

基础性。”当面对像 SDG 9 这样的大挑战时，就需要大家

团结协作。ISO/TC 279 的核心工作就需要将灵感的“闪现”

转化为完善社会的创新理念。

迸发思想火花

目前正处于起草阶段的两项标准之一是ISO 50503《创

新管理——创新伙伴关系的工具和方法——指导》，它提

供了最大、最佳和最具变革性想法的管理方法之一。ISO 

50500 解决了创新管理的基本原理和词汇问题，而 ISO 

50503 将提供一套管理工具，用于处理人们在应对共同挑

战而开展合作时产生的创造性协同效应。

爱丽丝举了一个关于协作、创新和满足需求如何齐头

并进的具体例子。作为一家认可并推动创新的公司，空中

客车公司为瑞士创业公司 Else S.A. 提供资金支持，该公

司正在使用所谓的纳米卫星 1）在没有互联网的地区发挥物

联网（IoT）的潜力。“我们的目标是将物联网的好处惠及

每个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爱丽丝解释道。物联网的

潜力巨大，尤其是通过有效监控基础设施来降低成本。这

意味着发电、变压和配电网络的性能和维护都可以实现远

程管理，并通过实现机器间通信和共享专业知识来提高效

率和可靠性，而无需在各地配置人员。

技术为重

推动基础设施决策的财务因素不容忽视。任何可以降低

成本的解决方案都意味着每一美元可连接更多家庭。这显然

是件好事，但只有提高连接的潜力，这些优势才会显现。使

处于网络之外的10亿人连接到物联网是巨大潜力的倍增力量。

虽然实现卫星物联网是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但 ISO 和

IEC 2）工具箱中包含可以解决当今电力基础设施和能源的

交付和管理问题的许多标准。

其中，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统——使用指南的

要求》就是使用最广泛和最知名的标准之一。

“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活动的意外后果，

并且越来越多人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爱

丽丝对我说。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整个欧洲的蜜蜂数量不

断下降。蜜蜂的灭亡不仅意味着失去一种可以提供美味

和珍贵食物的标志性昆虫，还会对粮食安全构成潜在的

威胁，因为蜜蜂对作物授粉至关重要。爱丽丝说，一项

技术的使用就可以扭转蜜蜂灭亡问题，这就是“互联蜂房”

技术，即将蜂房连上传感器，可以远程监控蜜蜂群体的

健康和生产情况。

收集这些数据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污染或气候变化

等因素如何影响当地人口，并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一种与

宝贵自然资源的相处方式，另一益处是使人们可享用装

在品牌包装罐内的蜂蜜。“这是基础设施如何实现协同

效应的案例。每个养蜂人可能都了解自己蜂场的情况，

但当将数百甚至数千个蜂房的信息结合起来，潜力就会

变得巨大，”爱丽丝总结道。

“沟渠”

SDG 9 带来的挑战规模看起来如此令人生畏，这时

要谨记对其进行积极的分解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意想不到

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创新的作用：转换思维方式并将问

题转化为解决方案。国际标准使我们能通过提供客观、

通用的基础来寻找选择方案。

回到罗马人的话题，我想起了英国经典喜剧《巨蟒

剧团》（Monty Python）中的场景，一个抵抗罗马占领

的反抗组织领导人问道，“罗马人曾为我们做过什么？”，

其中一位成员在停顿片刻后大胆地答道“挖了沟渠？”，

之后其他人就开始列举罗马人建设了卫生设施、灌溉设

施和道路等。这又一次强调了基础设施的必要性。有了

开放的思想、幽默感和超过 22000 项标准，一切都有可

能！ ■

曹欣欣 / 译

这就是创新的作用：

转换思维方式并将问题

转化为解决方案。

1）www.astrocast.com 2）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 ISO 的姐妹组织，负责制定电子技术领

域的国际标准。详情可访问 www.ie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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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标准更美好

Redefining  
the city landscape

想象一下你最喜欢的城市，然后再想

象这个城市里多了很多很多的人！联合国

一项研究预测，全球城市人口将从 2015

年的 39 亿增加到 2050 年的 63 亿。仅仅

在 35 年间人口数量就增加了 60%1）。

污
染、温室气体排放、交通堵塞、人口拥挤地区——这些只是给许多城

市带来挑战的部分问题。城市人口稳定增长只会让这些问题更糟糕。

这就是为什么第 11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1）“建设包容、安全、

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住宅区”如此重要的原因。成功实现 SDG 

11 制定的目标为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

如果我们希望达成 SDG 11 的目标，就必须合作开发出能使城市真正变得智慧

和可持续的工具。国际标准就是带来改变的强大工具。目前，城市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占比已经高达 70%，采用国际标准能提供更高效的建筑、电网、路灯、运

输系统以及能源和供水网络，从而减少城市的能源消耗和排放。

国际标准提供了城市未来发展所需的工具、基础和平台，其益处会惠及瑞士皮

利市（Pully）、意大利萨帕达市（Sappada）以及更多其他的城市。让我们看看

这些城市采用标准后的成果如何。

意大利萨帕达市的标准实践

ISOfocus: 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萨帕达市实施 ISO 37101 标准的想法从何

而来吗？

莎 拉・托 尼 奥 洛 和 奇 亚 拉・皮 耶 雷 托（Sara Toniolo and Chiara 

Pieretto）：萨帕达市被多洛米蒂山壮阔的针叶树林包围着，是一个拥有悠久历

史的地方。萨帕达市由南迁寻求安全居住地的提洛尔人于 11 世纪建造，最终在意

大利形成了一块语言领地。你会听到人们在大街上说着独特的方言，其文化传承的

Photo : Pro Loco Sappada

1）《世界城市化展望》，2014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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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表现是小教堂周围的别致小木屋。村庄里也浸

透着地方民俗，时至今日萨帕达依然庆祝“萨帕达

狂欢节”，在这个节日里人们用代代传承的木质面

具来举行庆祝活动。

该地区独特的山地景观被三个重要社区遗址保

留下来，每年接待超过 96,000 名游客。萨帕达还

因为拥有冬季运动先进基础设施而成为了受大众欢

迎的旅游胜地，所以，该地区面临的挑战是在管理

村庄发展的同时保持其特有的古老魅力。这需要有

清晰明了、目标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社区可以

采取这些行动来实现满足社会、环境和经济需求的

发展目标。

为了提高该地区的吸引力，同时保留其环境、

社会和文化特性，萨帕达市市长求助于 ISO 37101

社区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标准。该标准项目由帕

多瓦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安东尼奥・ 西皮尼奥

（Antonio Scipioni）负责协调，目的在于动员所有

本地和区域的利益相关方关注一个共同的目标：帮

助社区制定健全及兼顾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特点

的领土发展计划。这些努力在今年 5 月收获了回报，

顺利通过了 ISO 37101 认证。

通过 ISO 37101 认证后，您最引以为傲的成

绩是什么？

ISO 37101 通过采用整体方法，帮助萨帕达市

管理当地由独特的环境特点和显著特征形成的复杂

问题，同时明确了促进领土发展的新方式。我们非

常幸运，能够与酒店和活动经理等主要的旅游经营

者一起参与文化和地方发展。我们还开发了一个新

工具来帮助城市从可持续性、风险和机会等方面明

确并评价其所有的活动。我们为所取得的成绩而感

到自豪，因为据我们所知，萨帕达是意大利——事

实上是欧洲——第一个通过 ISO 37101 第三方认证

的社区。

ISO 37101 将通过哪些方式帮助萨帕达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

ISO 37101 将鼓励萨帕达继续颂扬其显著特征

和文化，同时通过合适的环境计划来保护其独特的

景观，从而增强对外界的吸引力。该标准还将帮助

衡量和监控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确保遵纪守法和让

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

您希望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怎样的成绩？

萨帕达是意大利第一个可持续的村庄。该市打

算在其主要的利益相关方之间推广遵循 ISO 37101

的益处，让大家深入了解这一重要成绩并组织接下

来的工作。我们有计划让本地的学龄儿童参与具体

的环境教育课程，如废品收集和景观保护。这样，

来自帕多瓦大学工业工程系环境和质量研究中心的莎拉・托尼奥洛（Sara 
Toniolo）。

来自帕多瓦大学工业工程系环境和质量研究中心的奇亚拉·皮耶雷托（Chiara 
Pieretto）。

实施ISO 37101

让萨帕达有机会建设

功能完善的综合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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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帕达人庆祝“萨帕达狂欢节”，在这个节日里人们用代代传承的

木质面具来举行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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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也将得到提高，

我们还将开展一项在村庄建造生态博

物馆的工程。该市将负责监管这些活

动的持续改善及其可持续发展绩效。

您对那些不知道从何做起和如何

开始的城市和社区有什么建议？

我们的建议是从深入分析你所在

社区的情况开始。例如，有希望保留

的显著特征吗？景观的主要特点是什

么，以及怎样维持这些特点？当地是

否有很多游客？如果有，怎样更好地

管理游客？通过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

更好地了解你们当地的环境和情况，

并让其为你所用。

实施 ISO 37101 让萨帕达有机会

建设功能完善的综合监管体系，以评

估社区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条件。通

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收集大量的空气质

量、水消耗和排放数据，还有该地区

的就业率、教师数量、学生体育课和

外语课（包括地区方言）、医院病床

数量以及突发事件种类。在这方面，

另 一 项 ISO 标 准 ——ISO 37120 城

市服务和生活质量社区指标标准——

在确定要收集的信息方面最有帮助。

有了精确、可验证的指标，就能确保

社区的独特资产在未来会成为资源。

ISO 37101帮助

萨帕达处理当地的

复杂问题。

瑞士皮利市的标准实践

ISOfocus：您认为智慧城市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亚历山大・博萨德（Alexandre Bosshard）：我们需要应对许多挑战以实

现城市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成功应用。对皮利市公共事业和工业服务部门（DTSI）

来说，这些挑战包括：当地政府的创新文化、资金和人才资源以及处理好与市民的关系，

不仅要保护好市民隐私，还要使其在建设实用型、人性化和友好型城市中发挥作用。

有什么解决方案？

DTSI 已通过实施双重程序来应对创新文化问题。在个人层面上，在聘用新的项

目经理时，他们会在第一个程序中接受资深同事的培训和指导。在组织层面，我们在

管理团队中引入了项目管理体系。通过这种方式，负责提供始终如一质量服务的机构

管理者以及负责让 DTSI 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项目经理之间的决策可以协调一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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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对员工间的互动进行鼓励和管理，最终

培养集体认知和激励创新。

下面这个例子提供了解决资金和人才资源

问题的方法。三年前，皮利市询问几个其他城

市是否愿意参与开发一项电子政务项目。城市

间的合作使我们从专家建议中获益，帮助我们

将“发掘电子审批”的应用延伸至许多项目中。

集中投资也带来了巨额储蓄。皮利市贡献了

172,000 美元中的 52,000 美元，剩余的金额

由其他伙伴提供。

截至 2017 年，继成功启动几项“智能” 

项目之后，皮利市准备制定数字愿景和战略。

重点聚焦信息和通信技术实施的社会影响，特

别是公众参与。2018 年下半年将开通一个专门

的网站。该网站将执行这些项目，比如提供具

体的实例说明该城市怎样处理隐私问题。此外

还会组织其他活动，与公众就数字转型的挑战

和“智能”项目的具体实施进行对话。

为什么皮利市力图实施关键绩效指标？

数字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影响着

城市的许多活动，而且技术使其变得特别抽象。

传递建立新儿童游乐场的信息比传递实施大数

据技术来获得流动性指标的信息更为容易。因

此，实施关键绩效指标能够帮助我们客观地说

明未来需要在哪方面取得进展，确定最佳实践，

甚至可以促进与其他城市的合作。

因此，2018 年 4 月，作为“智慧和可持

续城市联合”倡议的一部分，皮利市通过了国

际电信联盟（ITU）的认证，从而按照 ITU 推

荐规范 ITU-T Y.4903/L.1603 列出了我们的

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纲要。ITU 与 ISO 在标准

化领域密切合作。去年 11 月，这两个组织联合

IEC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共同主办了世界智慧城

市论坛，以探讨国际标准如何提供让城市更加

高效和有效地为居民服务的解决方案。皮利市参加了

该活动，活动体现了 IEC、ISO 和 ITU 为实现今天

的智慧城市愿望所采取的合作方式。

ISO 标准如何帮助打造智慧城市？

ISO 标准可以帮助降低智慧城市项目的复杂性，

例如：可以提供数据保护指南或者测量服务提供过程

中的能耗循环。它们还可以通过汇集投资和人才资源，

促进参与式和协作式管理认证。

最后，ISO 可以帮助确保各个组织所制定的标准

进行整合或相互补充。本次世界智慧城市论坛已经开

始这样做了。 ■

靳吉丽 / 译

ISO标准可以帮助

降低智慧城市项目的

复杂性。

来自瑞士皮利市工业服务和技术办公室的部门协调员亚历山

大・博萨德（Alexandre Bosshard）。

我们城市

贡献了

5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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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可持续消费标准

Raising the bar  

世
界亟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是联合国为实现更加繁荣和具有适应力

的世界而制定的蓝图。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不知道二氧化碳排放、燃煤发电站带

来的污染、堵塞海洋和致海洋生物死亡的塑料垃圾、森林砍伐、北极冰川融化、

气候变化以及城镇化等会给环境带来往往无法估量的和潜在的灾难性破坏。

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环境问题，对我们未来的幸福生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世

界经济论坛《2018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尽管经济形势有所改善，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

呈现出“令人鼓舞”的迹象，但仍不容自满。该报告特别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技术产

生的经济影响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缺乏进展的问题。

经济模式

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秘书长夏朗・巴洛（Sharan Burrow）重申了这一点。她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告诫大家：尽管许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巴黎气候协定方面作出了承诺，但是主流的经济模式正在舍弃全球劳动力。

可持续发展目标遵循并以 2001 年各国政府一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为基础。

联合国曾称千年发展目标为“史上最成功的扶贫运动”。然而，一些人认为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现进程更为缓慢，与此同时《卫报》的一篇报道指出，尽管专家指出了可持续发展

目标带来的经济机会，但在其通过一年后，绝大多数企业并未参与其中。

联合国制定的第 12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2）是确保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联合国指出：“实现 SDG 12 需要建立强大的国家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框架，融入国家和行

业规划、可持续的业务实践和消费行为，同时遵守危险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国际规范。”

国际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Unilever）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运营的核心。在《卫报》

的一篇报道中，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他提供了“一生中最大的经济机会”，必须作为企业核心业务目标和投资决策的中心。他说，

联合利华“可持续生活”品牌（定义为将可持续发展融入目标和产品的品牌）的增长速度“比

公司其他品牌快 30%”。

最后的吸管？

在其他方面也有进展。门店遍布各大街道的美国快餐企业麦当劳（McDonald’s）宣

布了在英国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的计划——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仅英国每年使用

多达 850 万根吸管——并开始考虑使用纸质吸管来代替塑料吸管。此外，英国威瑟斯本酒

吧连锁集团（JD Wetherspoon）在今年年初就停止使用塑料吸管了。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文/ 安·布兰迪 by Ann Brady

企业提供产品销售业务，而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希望获得

最大的经济价值，这给已经耗尽的自然资源和供应链的透明

化带来了压力。ISO 20400 如何帮助我们改变产品和资源的

生产和消费方式，同时奠定实现可持续消费的基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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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注重盈利的中小企业如何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

时保护我们的地球呢？它们如何将目标，尤其是 SDG 

12，融入到为企业自身和普通百姓创造价值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呢？标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明确的作用，ISO 

20400 是为可持续采购制定的全球性指南标准；与 ISO 

26000 一致，该标准提供了 450 条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议，

着力应对社会责任的七个核心领域：组织治理、人权、

劳工实践、环境、公平的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以及社

区参与和发展。

对中小企业的益处

A2 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雅克・施拉姆

（Jacques Schramm）在 ISO 20400 标准方面有着切

身的经历。该公司约有 100 名员工，是法国一家专门从

事组织转型的中小企业。施拉姆在 ISO 的相关项目中担

任了四年主席——他将该项目描述为“一个小组织所付

出的巨大努力”。他认为这帮助 A2 咨询公司提升了在法

国市场的知名度，有助于赢得客户。

施拉姆说：“我们非常积极地在法国市场推广该标准，

并且建立了法国版 ISO 20400 标准的晴雨表来衡量每年

了解这项标准的公私组织机构的数量，它们采用标准指

南的程度，以及其社会责任对社会的影响力。”

他 还 解 释 说，ISO 20400 与 ISO 26000 和 SDG 

12 一致。因此，该标准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工作组的全力支持和参与。UNEP 是联合国内管理全球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的组织机构。

转变风险

施拉姆指出，ISO 20400 被 UNEP 视为大型采购

组织的有益工具。该标准帮助它们建立了涵盖 SGD 12

宗旨的合适的采购政策，而这些组织机构根据业务和环

境情况把该标准作为重点工作。他说：“很好地解决这

一问题可能意味着可以通过采购重新设计、全生命周期

分析、废物回收利用和业务模式来把风险转变为机遇。

因此，一些先进的组织已经把这一问题作为其战略的核心。”这

些话也鼓舞了保罗・波尔曼。

施拉姆说，在实施 ISO 20400 标准的过程中，A2 咨询公司

收获的一大益处是在确定可持续采购标准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帮助该公司荣登“‘EcoVadis 商业可持续排行榜’中的领袖服务

企业”——在服务企业 100 强中位列第 79 位。这一内部流程也有

助于赢得新客户，帮助招聘市场中的新人才以及“在其入职后长

久地留住员工”。

有效推广

为了获得真正的效益，ISO 20400 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并融入到全球愈加复杂的组织机构中。标准的有效推广，特别是

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最佳方法。

施拉姆解释说：“受益于‘晴雨表倡议’，法国将首先制定‘为

什么’组织机构应该使用 ISO 20400 标准的说明，包括考虑投资

ISO 20400的益处

ISO 20400《可持续采购——指南》

是ISO 26000社会责任标准在具体行

业的应用标准，规定了在整个供应链

中道德行为的原则。该标准包括以下

几点。

• 确保供应链安全（如产品召回或供

应商事故）

• 防范金融、环境和声誉风险

• 树立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

• 提高员工福利

• 助力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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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求等新动态。我们还必须研究促进标准实施的方法

和工具；比如，研究优先级设定等更高级的指南或评价

方法、工具和服务提供者，这些共同给予了认可和信任。”

国际协作和各国之间的经验分享也是推广标准的关

键。肖恩・麦卡锡（Shaun McCarthy）非常了解这类

协作的益处。他是供应链学院（Supply Chain School）

的主席，这是对建立供应链技能有共同兴趣的客户、承

包商和一级供应商之间的协作组织。该学院为注册者提

供一流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以及场外建造和管理技能“来

帮助他们引领和深化改变”。

麦 卡 锡 还 担 任 可 持 续 发 展 行 动 公 司（Action 

Sustainability）的主任，这是一家从事可持续采购的

小型咨询公司，领导英国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制定 ISO 

20400 标准。和雅克・施拉姆一样，他表示其客户报告

了显著的效益，比如“减少成本、赢得更多工作机会、

增强股东信心、改善客户关系以及降低风险”。

实际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行动公司提供了实际的支持和指导，能

够帮助验证组织机构的可持续采购流程并支持用 ISO 

20400 指南来制定战略框架行动计划。

全球大多数组织机构通过供应链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因此，麦卡锡认为，没有供应链就不可能实现 SDG 12

或者其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ISO 20400 提供了实现

目标的框架，”他说。

此外，ISO 20400 还为组织机构提供了用

于建立可持续采购的框架。麦卡锡说，从短期

来看，组织机构缺乏清晰的目标和将政策转变

为供应链能作出响应的语言的能力。“他们还

不能按照对供应链重要性的方式为其划分优先

级，”但 ISO 20400 提供了把组织目标联系起

来的“准绳”。

优质指南

为了确保工作能力和保持供应链的竞争力，

麦卡锡说，从长期来看，发展供应链的能力很

有必要。不能在这方面投入会降低竞争力并推

动价格上涨——可持续发展不应该消耗更多的

成本，但糟糕的采购就会。“ISO 20400 提供

了该领域的优质指南，”他说。

可持续发展行动公司的使命是“通过行动

打造可持续的企业”。麦卡锡补充道，我们需

要衡量供应商真正实现了什么目标，而不是让

他们填写没有意义的问卷调查。ISO 20400 绩

效衡量指南能帮助组织机构实现这一目标，他

说。在采购标准的帮助下，小型组织机构显然

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让我们对更可持续的未

来充满希望。■

靳吉丽 / 译

为了获得真正的效益，

ISO 20400必须在

全球范围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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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助力兑现气候承诺

今年早些时候，新西兰政府宣布将禁止所有新的近海

石油勘探活动，这是其“碳中和未来”计划的一部分，但

鉴于该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这一举动只是杯水车薪。

但面对地方工业和政治打击可能引发的经济灾难和就业机

会流失，该国向我们传递了如何摆脱气候变化的重要信息。

“转变必须在一些地方开始，”新西兰首相杰辛达・阿德

恩（Jacinda Ardern）说，“而且除非我们现在做出会在

30 年或者更长时间内生效的决定，否则我们就会承受行动

的太晚，以及对社区和国家造成意外冲击的风险。”

然而，一些人可能认为现在为时已晚。地球逐渐变暖，

我们都感受到了各种影响。洪水、森林火灾和自然灾害仅

仅是这一变化所引发的部分后果。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C）预计，如果不采取行动，全球平

均气温可能会在本世纪末之前上升 2℃以上。这意味着海洋

The climate 
commitment

文/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经历过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

影响。如今，极端天气事件正在扰乱国家经济，使个人和

社区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未来将

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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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暖和冰山不断融化将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

这将给国家经济和社区发展，以及全球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的

损害。如今，很多人已经面对食物和水供应的威胁，最脆弱的人

群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事实上，世界银行（2016 年）预计，极

端自然灾害的影响相当于年度消费开支损失 5200 亿美元，而且导

致每年 2600 万人沦为贫困人口。我们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倡包含多个目标的综

合方法。应对气候变化是构成该议程的 17 项目标之一。该议程

的第 13 个目标（气候行动）要求各国采取严厉措施，将气候变化

政策融入国家政策，教育公民，并增强对无法预测变化的适应力

和能力。

同心协力

自 1992 年首届地球峰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以来，缓解气候变

化的竞赛一直在进行之中，尽管减少全球变暖行动的进程在 1994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诞生时才正式开始。从

那时起，签署国每年举行缔约方会议（COP）——公约的最高权

力机构——以进一步探讨气候问题。他们遵循《京都议定书》，

该协定书是一个国际气候框架“规则手册”，也是一项要求各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正在采取许多行动。太阳能电池板激励

计划、水电大坝、风力发电场、电力运输和回收活动只是世界应

对气候问题的一些方法。然而，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发布的《2017 年排放差距报告》，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

总量继续呈上升趋势。

新西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寻求碳中和的国家。瑞典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发展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瑞典标准研究院首席执行官托马

斯・艾德马克（Thomas Idermark）说：“气候法案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该法案合法约束每届政府追求基于气候目标的气候

政策。”

但艾德马克指出，气候变化不会存在于各国内部。这是一个

需要在国际层面协调解决方案的问题，以帮助各国走向低碳经济。

换句话说，解决方案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致，并留有一定的

空间让它们适用于当地的情况。这正是国际标准可以发挥巨大作

用的地方。

缓解气候变化

标准是所有气候行动执行计划的支柱。它们可以确保利益相关方比较同类计划，并达到有望获得的

特定绩效水平。ISO 已经制定了超过 600 项与环境相关的标准，包括监控气候变化、量化温室气体排放

以及推广环境管理和设计良好实践。

ISO 14000 系列标准中首先出现的是于 1996 年发布的 ISO 14001（环境管理）。该标准帮助组织

机构制定其业务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框架。其他早期发布的标准是关于资源消耗的，也就是水和能源。

这些标准包括关于温室气体量化、监控和报告的 ISO 14064 系列标准，以及 ISO/TS 14067 产品碳足

迹计算技术法规。它们都遵循《温室气体协定书》，该协定书是提供全碳排放管理综合框架的合作协议，

与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方案兼容。

解决方案需要

在全球范围内

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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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适应力

如今，局势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注意力渐

渐地转向气候变化适应性。尽管后来制定的标准

仍然提供缓解方法，但它们重点帮助我们应对气

候损害造成的影响。去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说明了

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和近期极端天气事件之间的

直接联系。“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气候变化缓解

行动并联手制定适应方法，”ISO 环境管理技

术委员会下设的温室气体管理和相关活动分委会

（ISO/TC 207/SC 7）副主席泽琳娜・赞伊藤・

伊布拉欣（Zelina Zaiton Ibrahim）解释说。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近期加入 ISO 14000 环

境管理标准体系的 ISO 14080 温室气体管理标

准。该标准是为各类组织机构制定和明确需求分

析和气候行动执行方法的综合标准，支撑用户个

人计划的同时支撑其他官方框架，如限定全球变

暖温度在 2℃以内的《巴黎协定》和《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气候目标。

因为极端天气对组织机构基础设施的破坏损

害了其收入和声誉，所以增强适应力具有良好的商

业价值。但是，如需具备“气候适应能力”，组织

机构必须拥有操作和管理策略以对目前和未来的气

候挑战作出响应。为同样目的而制定的两项适应性

标准（ISO 14090 和 ISO 14091）正在制定中。

一项标准将帮助组织机构建立适应性框架，而另一

项标准将在利益相关方认识到气候变化脆弱性在区

域层面有所不同时提供脆弱性评估指南。最终，未

来的 ISO 14092 标准将帮助包括地方政府和社区

在内的组织机构制定适应性策略计划。

需要资金

最近，ISO 标准在试图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评价和估算环境影响和特性？投资力度的确

是空前的。根据自然灾害后提交的保险索赔，我

们知道气候变化对实际资产有巨大的不利影响。事实上，

2017 年是有记录以来保险赔付最多的一年。

据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的“新气候经济”核心项目

估计——一项就各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和气候变化风险平

衡开展研究的国际倡议——这一经济和环境变革将需要多

达 90 万亿美元的经费。然而，到目前为止，筹集必要的资

金一直是一项重要挑战。

过去十年间出现了一类名为“绿色债券”的新型投资

产品。该产品为可再生能源、低碳建筑和运输、能效和气

候变化适应性等领域提供重要资金。然而，这些目前仅占

全球债券市场的不足千分之五，并且因打着环保的旗号而

备受争议。那么，应该如何评价那些通过绿色债券获得资

助的项目的环境绩效呢？

另一项投资挑战是缺少足够的工具来估算自然资源的

价值，以及明确投资和金融活动的气候变化影响。目前正

在制定中的 ISO 14007（成本效益分析）和 ISO 14008

（气候金融）将帮助组织机构确定其环境影响和投资策略

的货币价值。此外，即将制定完成的首个绿色债券国际标

准 ISO 14030 将有助于为新的投资机会带来一些清晰的信

息，保证符合标准的绿色债券将带来环境效益。

但这只是（融化的）冰山一角。下一代 ISO 气候变化

标准可能会更深入地研究如何监控我们的适应力和融资活

动。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国家开始行动，而且各技术委员会

正在努力起草未来的框架。可以肯定的是，实现 SDG 的第

13 个气候行动目标并不容易，但可提供帮助的工具无疑正

在制定中。 ■

靳吉丽 / 译

标准是所有气候行动

执行计划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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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ISO 45001  
IN URUGUAY

乌拉圭聚焦ISO 45001标准

乌 拉 圭 技 术 标 准 协 会（UNIT） 近 期 出 版 了 以 ISO 

45001 职业健康和安全标准为主题的新出版物《UNIT-ISO 

45001》。该书共 152 页，全彩色印刷，书中刊登了 ISO 

45001 标准的西班牙文版及其他相关内容。

该书的发布会吸引了 1500 多名与会者，其中包括乌拉圭

劳工和社会安全部长等多位高级官员。每位参会者获赠一本书，

这得益于乌拉圭 37 家公私营组织的经济支持。

自 2001 年以来，UNIT 一直极力推广 ISO 标准。很多高

级官员曾为标准发布站台，尤其是乌拉圭前总统豪尔赫・巴特勒

（Jorge Batlle）亲临了2001年 UNIT-ISO 9000 标准的发布会。

UNIT 积极推广的其他标准包括 UNIT-ISO 14000、UNIT-

ISO 26000、UNIT-ISO 39001 和 UNIT-ISO 50001 等。

THUMBS UP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ISO加强保护消费者隐私

一项新的欧盟法规要求企业保护个人数据，限制数据收集和使用方式，而 ISO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

更加先行一步。ISO 组建了一个隐私专家团队来制定首个国

际标准指南，确保消费者隐私被嵌入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中，

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为消费者提供保护。

负责标准化工作中消费者事宜的 ISO 消费者政策委员

会（ISO/COPOLCO）新成立了一个项目委员会，即 ISO/

PC 317 消费者保护：消费品设计和服务设计的隐私。该项

目委员会的职责是制定使企业遵守法规，并在最需要时赢得

更多消费者信任的标准。

皮 特・ 艾 森 艾 格（Pete Eisenegger） 是 ISO/

COPOLCO 数据保护和隐私部门主任以及 ISO/PC 317 成

员，他认为该标准将有助于企业遵守法规，并避免毁灭性的

数据泄漏，摧毁消费者对数字世界的信任。“更重要的是，”

他说，“它将比这项新的欧盟数据保护法规的范围更广，从

设计阶段就帮助解决我们家中消费产品的网络安全问题。 ”

该标准将适用于家用电器、可穿戴设备等可提供数字连

接服务的消费品，以及手机应用开发人员和在线服务提供商。

HEATING UP  
THE CLIMATE CAMPAIGN

ISO社交媒体关注环境问题

人类所产生的所有废物中有 10％为塑料。 

为庆祝 2018 年世界环境日（6 月 5 日），ISO

开展了以环境标准为话题的社交媒体活动，强调

#environmentalstandards（环境标准）帮

助 #beatplasticpollution（战胜塑料污染）。

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从塑料废物、改变

世界、采取行动和恢复力四个内容不同但相互关

联的方面使人们了解 ISO 标准对环境所做的贡献。

我们最近的宣传工作还包括气候融资和绿色债券

等创新解决方案。

了解活动详情，请点击：https://spotlight.
iso.org/environmentalstandards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SAFER 
COOKSTOVES 
更安全锅灶国际指南发布

全世界约有 30 亿人使用有污染的炉灶和明火

烹饪。据世界卫生组织称，这些方法不仅效率低下，

而且由此产生的有害烟雾还会增加患肺癌、肺炎和

中风等一系列疾病的风险，这些疾病每年会导致近

400 万人死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ISO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更

清洁、更安全烹饪解决方案的国际标准和相关文件，

将为现有和新技术的发展提供有力帮助。标准包括

实验室测试国际标准（ISO 19867-1）、行业特定

词汇技术报告（ISO/TR 21276）以及即将发布的

基准实验室测试技术报告（ISO/TR 19867-3）。

Ranyee Chiang 是负责制定这些标准的委员

会主席，曾任全球清洁炉灶联盟标准技术和燃料部

主任。他认为，“这些标准将有助于激励和动员企

业和设计师提高炉灶标准，加速发展使消费者受益

的新技术市场。”

备受期待的系列更安全炉灶国际指南将提供

实用的测试方案和实验室测量程序，帮助在受控的

实验室条件下测试炉灶性能。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OF BRAZIL
ISO主席和秘书长
会见巴西总统

ISO 主席约翰・沃特（John Walter） 和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会见了

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并发

表讲话，阐述了国际标准是促进巴西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有力工具，具有战略性意义。此次会议还强调了

ISO 标准在激励创新方面的贡献，这也是今年 ISO

大会的主要议题。会议由巴西标准技术协会（ABNT）

举办，几位巴西高级官员也列席了此次会议。

在巴西访问期间，塞尔吉奥・穆希卡表示欢迎

ABNT 与 ISO 加强合作，夯实其标准化基础设施并

鼓励巴西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他对于 ABNT 总干

事里卡多・弗拉格索（Ricardo Fragoso）及其工

作人员安排与特梅尔总统会晤表示感谢，这有助于巴

西政府部门提高对标准化作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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