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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思想 迎接变革”——ISO 德国周
ISO 柏林大会的亮点

Why
good governance

和支持。再次，我们响应了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最新需求。
例如，我们近期发布了反贿赂管理体系与合规管理体系标
准等关于治理的重要标准。
随着治理问题日益凸显，ISOfocus 本期聚焦了该领

matters

域的最新成果与进展，并探讨了标准的重要作用。除反贿
赂与合规标准之外，近期刚成立的 ISO 组织治理技术委员
会（ISO/TC 309）将围绕治理的方方面面制定相关标准，
包括组织方向、组织控制与组织责任等。本期同时还关注
了风险管理、业务持续性与可持续采购等领域，旨在提升
组织机构的透明度与可信度。毫无疑问 ISO 影响力越来越
大！
ISO 这个品牌如今广为人知，而且日益成为打造、代
表和体现高品质的重要标志。然而，成为国际一流并非终

善治之道

期和满意度。在柏林 ISO 大会上发布的最新的治理标准就
是贯彻这一理念：为此前未能解决的治理问题提供更明晰

不

同组织机构对“治理”这个概念理解各异，
更何况这些组织内也见仁见智。整体而言，
治理就是指为确保组织机构的战略方向、有

效运转、监督与责任而设置的相关系统和流程。从世界
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到联合国、欧盟和经济合作发
展组织等，几乎所有主要的发展性机构如今都已将提升
治理水平纳入其重要工作日程。
近些年来，如何提升治理水平已成为全球性的热点
话题。事实上，善治是所有成功的国际组织的核心关切。
其关键在于达成组织目标，不断改进，并在利益相关方
和业界面前保持合法合理的定位。但什么是善治？如何
提升治理水平 ? 如何衡量或评估治理的质量？
作为国际标准制定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在三个
维度上将善治作为 ISO 的核心要求。首先，ISO 是全球
成员体共同参与的平台系统，目前拥有 162 个国家成员
体。我们以远景作为指引，参与成员越来越多，组织规
模越来越大，标准化影响力越来越强。其次，我们在标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

点；我们必须不断进取，持续关注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预

准启动与制定过程中所秉持的基于共识的、透明的工作

善治是所有成功
的国际组织的核
心关切。

的标准方案。
通过一系列文件对组织机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组织
结构、管理人员和治理工作组负责人，以及工作机制的参
考术语和程序规定等，进行有效梳理与整合，提高了组织
成员与利益相关方的透明度。ISO 全体大会一致通过这些
文件，按照组织治理的有效原则，ISO 将结合国际上广受
认可的最佳治理实践，采用更加有效、高效和公平的治理
结构。
作为 ISO 秘书长，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带领 ISO
在这一系列治理文件的指导下继续前行。我的职责就是确
保我们组织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162 个成员体组成的
大家庭、坚定的技术专家、长期的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以
及 ISO 中央秘书处，积极互动，确保组织得到善治，不让
任何人掉队。
鉴于这是 2017 年最后一期杂志，我借此机会向一年
来所有为 ISO 大家庭做出贡献的人表达衷心的感谢和良好
的祝愿，你们是 ISO 成功的基础。我很荣幸成为 ISO 大
家庭的一员，我们都为 ISO 感到自豪。不胜感激！ ■

机制有利于鼓励所有相关方的平等参与。我们的工作范
畴与协作性安排，有利于得到不同利益相关团体的关注
2 | ISOfocus_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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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on the 2017
poster and video
competition ?
2017 年世界标准日

海报和视频大赛结果揭晓
观看获奖视频：www.youtube.com/watch?v=G8uSH6bGxb4

标准让城市更智慧！这是今年世界标准日
的主题。每年的 10 月 14 日是世界标准日，旨
在强调并庆祝标准的全球价值。
世界标准合作组织 * 向全球发出倡议，通
过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展现国际标准如何让城市
来自伊朗的雷扎·拉赫米安（Reza Rahimian）。

更智慧。该组织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作
品，包括 120 个海报和 24 个视频。这些参赛
作品已经上传至社交媒体，目前所有的视频
都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观 看， 详 见：www.
youtube.com/worldstandardscoop
来自墨西哥的盖布里尔·赫尔南德斯（Gabriel Hernández）。

。
伊朗平面设计师雷扎·拉赫米安和墨西
哥科技爱好者盖布里尔·赫尔南德斯在本次大
赛中胜出。他们的获奖海报和视频将用于庆祝
2017 年 10 月 14 日的世界标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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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标准合作组织是 ISO, IEC 和 ITU 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
共同成立的高层次合作组织，旨在稳固和完善国际标准化体系。
靳吉丽 / 译

2017-07-17

07:46:28

ISOfocus_125 | 5

How
Microsoft

is bursting
the bribery
bubble
微软手握利器
打击商业贿赂
文 / 伊丽莎白·加西洛夫斯基 - 丹尼斯

by 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近 来， 一 套 被 用 于 打 击
贿赂的商业工具正获得越来越
广泛的关注。去年刚刚发布的
ISO 37001 国际标准成为全球
第一项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
旨在帮助组织机构消除运营部
门及其全球价值链上可能存在
的贿赂风险。政府和商业领域
都对此项标准的出台表示了极
大的兴趣。但 ISO 37001 标准
是否真的有助于反腐败工作？
微软公司（Microsoft）对此深
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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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经济发展的
一大恶瘤。

今

年早些时候，微软公司宣布在全球运营部
门实施 ISO 37001 这项新的反贿赂国际
标准。微软集团法务合规办公室项目部主

任贾德·赫塞尔罗斯（Judd Hesselroth）从公司角
度阐述了这项新标准如何帮助微软更有力地打击商业
贿赂：“我们相信，ISO 37001 将成为有力打击腐
败的重要工具。”
那么，ISO 37001 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这是
一项反贿赂的标准，能够帮助组织机构实施并维护一
套有效的反贿赂与反腐败的合规项目，加强商业伦理
文化建设。ISO 37001 标准对于国际化运营的组织机
构而言是好消息，未来可能成为企业与其他组织机构
开展国际化商业活动的必要条件。
对于微软来说，ISO 37001 标准提供了各方面急
切需要的“共通的语言”，为反贿赂工作提供了一套
全球最佳实践，赫塞尔罗斯说。“这项标准将为所有

系统存在疏漏

行动起来，打击贿赂

腐败是经济发展的一大恶瘤。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每

ISO 37001 国际标准由商业界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共

年全球贿赂涉及总金额高达 1.5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让所

同参与制定，采用平实的语言写就，旨在更广泛地适用于

有经济援助都相形见绌。“做成生意”是一回事，但通过

不同规模的商业机构以及公共机构与非营利组织。该标准

贿赂做生意却带来阴暗的一面：竞争遭到抑制，提供不达

在制定中也更好地结合了现有的管理流程和其他风险管理

标产品和服务，价格被扭曲，来自国外的援助被浪费。认

方案。

组织机构评价、改进或建立自身的反贿赂工作机制提
供了一套全球性的基准。这也有助于利益相关各方（如
消费者、供应商、股东等）了解组织机构是否达到全
球基准要求，提振合作信心。”
据赫塞尔罗斯预测，除了减少贿赂风险及其可能
引发的财务损失，ISO 37001 标准至少可以在两大方

ISO 37001标准有潜
力成为打击贿赂行为的
有力工具。

面为政府部门提供支撑。“标准为政府提供了国际公

证欺诈审查协会（ACFE）是全球最大的反欺诈组织，也

在英国 BS 10500 标准的基础上，该标准提供了一系

认的反腐败基准要求，政府可以利用该标准进行反贿

是反欺诈培训与教育服务提供商。据该组织表示，贿赂会

列明确要求，代表着全球公认的反贿赂良好实践。标准还

赂工作评估，并鼓励组织机构达到该要求。”

比其他任何类型的职业欺诈带来更大的经济和声誉损失。

参考了国际商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透明国际等组织

据微软法务合规项目总监介绍，ISO 37001 标准

贿赂的存在已有时日，涉及金额也令人瞠目。目前已

的实施能够有效帮助不同规模或架构的组织机构建立

有很多有用的反贿赂指南文件，比如国家的反贿赂法律规

信任，减少贿赂风险，提升竞争优势。事实上，这项国

章以及企业层面的合规政策等，然而贿赂还涉及跨境问题，

随着国际领域在打击贿赂方面的进展，人们很长时间

际标准确保了不同国家的一致性要求，这对于跨国企业

需要一种共通的语言来协助解决这一问题。ISO 37001 国

都期待这样一项国际标准的出台，能够明确组织机构如何解

来说非常重要，赫塞尔罗斯表示。“ISO 37001 标准

际标准应运而生。该标准首次确定了一套国际公认的反贿

决贿赂问题，让·皮埃尔·梅昂（Jean- Pierre Méan）表

的全球适用性与可扩展性，将给那些在全球不同地区和

赂合规措施，为组织机构在全球各地的运营明确了相同的

示。他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组织机构治理技术委员会（ISO/

管辖地开展业务的大型组织机构带来真正的帮助。”

合规要求，提供了统一的规则。

TC 309）下设的专门工作组组长，负责 ISO 37001 的日常

8 | ISOfocus_125

机构的工作指南，以及各国政府的反贿赂工作指南，代表
着全球对前沿的反贿赂工作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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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ISO 37001 标准能够弥补这个需求缺口，成为反贿赂管理体系的全球性标准，”他说道。
许多企业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制定内部防贿赂体系与流程。ISO 37001 标准旨在支持并

有利于建立优于其他组织机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竞争优势
帮助品牌或公共实体提升其对于社会、顾客和潜在投资者的美誉度、价值感和信任度

拓宽现有的工作基础，并提高这类控制措施的透明度与清晰度，便于企业开展工作，更有效、

加强合规管理并面向全球推广到自身下属机构和任何第三方（如供应商、分销商和代表等）

更高效地实施这些措施。

为国际调查提供获取正确证据和文档的方法，并根据标准制定补救计划

政府也开始对反贿赂标准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新加坡和秘鲁已经表示支持在公共采购中实
施该项标准。其他政府和多边金融机构也将陆续加入，多家跨国公司正在考虑针对自身的供应
链，尤其在涉及政府的项目中采用这项标准。

塞瓦略斯表示，贿赂普遍以各种方式存在于各个层面，ISO 37001 标准针对所有可能性提
供了预防、缓解和补救的工具。“人们受够了索贿和随之而来的高成本，有些情况下，不得不
提高终端客户的购买价格，”他说。“我们都为此买过单，但如今应该有所改变了。采用这项

标准效益显著

标准不能阻止组织机构绝对放弃贿赂，但可以提醒人们在许诺、索求、提供、给予或接受贿赂
之前要三思。”

ISO 37001 标准具有哪些特点？该标准要求组织机构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一系列措施，防
止、揭露并处理贿赂问题。其中包括：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采取反贿赂政策
任命合规官员

微软曾密切参与 ISO 37001 标准的制定，也将寻求独立第三方的认证以表明微软反贿赂

审查和培训雇员

工作符合标准的相关要求。这意味着独立第三方会针对相关工作进行严谨的分析，确保组织机

开展风险评估

构符合新标准的具体技术要求。

实施经济与商务控制措施

微软鼓励各类组织机构积极采用这项新标准，无论其属于哪个行业。微软集团副总裁兼副

建立汇报与调查程序

总顾问（诉讼、竞争、法律与合规）大卫·霍华德（David Howard）在微软博客上这样评价道：

将政策、程序和要求传达给所有员工、承包商、供应商和其他第三方机构

“我们鼓励其他大公司采用 ISO 37001 国际标准。我们认为在反腐败工作中采取一致的做法
是有益的。通过客观而独立的认证过程，采用标准可以让全球各国政府相信，通过认证的公司

建立一套反贿赂管理体系，如采用 ISO 37001 标准，体现出组织机构对于贿赂预防的重视，
梅昂解释道。“ISO 37001 标准让组织机构可能用于合理管理贿赂风险的措施更加清晰。借此
可有效分辨出那些认真对待打击贿赂行为的组织机构。”

总是竭其所能减少腐败的发生。”
所以，我们是不是比之前离目标更近了？短短时间内，ISO 37001 标准似乎获得了广泛认
可，成为打击贿赂的有效工具，企业和政府对此纷纷表示欢迎，并将其应用于运营部门及其全

符合标准是否能够保证不会发生贿赂问题？很可惜，标准无法提供绝对的保证。但是，梅

球价值链中。目前，所有组织机构都面临着承诺与行动的挑战，而这是反贿赂管理工作成败的

昂表示，符合新标准的要求意味着实施该标准的组织机构采取了合适的措施来预防该组织机构

关键因素。新的 ISO 标准为企业应对挑战提供了一整套工具，但成效如何仍需要实践来检验和

或其代理开展贿赂以及收受贿赂的情况。

保证。■
孙加顺 / 译

提供有力工具
人们普遍认为，ISO 37001 标准有潜力成为所有组织机构在其运营部门及其全球价值
链上打击贿赂行为的有力工具。德勤司法鉴定服务合作人费尔南多·塞瓦略斯（Fernando
Cevallos）表示：“ISO 37001 是帮助组织机构体现其打击贿赂的认真态度，以及面向公共
领域的政府官员与私人领域（社会大众）宣传严禁贿赂的国际性工具。”
ISO 37001 标准也是一项灵活性较强的工具，能够根据组织机构的规模、性质及其贿赂风
险情况进行调整。同时也为组织机构的外部认证及下列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
通过制定打击贿赂与腐败的控制措施、程序和流程等，尽量使经济效益最大化或减少经
济损失
帮助企业和公共组织机构加强反贿赂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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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arsenal
of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标准升级待发
文 / 安·布兰迪 by Ann Brady

化风险为机遇

ISO 31000 修订版将于明年年初发布。随着政
府、组织及公共机构面临的风险威胁日益加剧，这
项新标准如何能使我们的未来更安全？

风险来自很多方面。

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获得教训——但还好有所收获。风险
也是可以转化为机遇的。比如，日本因为面临地震和台风频发的
威胁才开发出全球最复杂精细的应急管理系统之一。而这个系统
还被用于导弹防御。官员现在能向全国每个手机发送消息，还可
以切断电视和广播节目。
随着全球步入了一个新的“智能”时代，机器人、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和物联网等技术带来了一系列新风险。应对这些挑战也
催生出创新型解决方案。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区块链是采用总账
技术使号称加密的货币以电子方式进行交易的一系列复杂算法。
尽管人们知道电子货币性质不稳定，担心发生欺诈，但现在银行
仍在开发该技术以提高后台交易清算体系的速度。

十年前，听到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公司和北岩银行

为了应对此类新挑战，全球各种规模的组织已经认识到将风

等久负盛名、令人敬仰的大公司倒闭的消息后，全球的

险管理融入其商业战略的重要性。因此，ISO 31000 作为风险管

银行和金融机构陷入一片慌乱。美联储前任主席艾伦·格

理系列标准的首个标准，其应用范围并不仅限于某个行业群体、

林斯潘将这个震惊全球的事件描述为“信用飓风”。

管理体系或主题领域，而是为关注风险管理的所有运营活动提供

如今在家族企业、政府和工业领域，全球金融危机

最佳实践框架和指南。

带来的影响仍余波未平。这次事件之后，人们开始关注
风险及风险暴露——如何管理风险；如何做足准备；如

与时俱进

何从中获益；如何从中汲取教训。现今世界日益复杂、
互联互通，伴随着政治不确定性、经济不稳定和紧缩，

以安全领域的领军企业泰勒斯集团为例。它认为，管理社

与以前相比，这些问题变得更紧迫，人们对最佳实践的

会环境风险并制定新的标准和程序是风险防护的关键。泰勒斯集

需求也更加强烈。

团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公司国家安全部主任杰森·布朗（Jason
Brown）是 ISO 风险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62）的主席。

如何管理风险

他在谈论 ISO 31000 标准时说：“该标准现在为多个领域的策划
和决策活动提供帮助，包括金融、工程、太空飞行、国际安全等

凯 文· 奈 特（Kevin Knight） 是 负 责 制 定 ISO

领域。”

31000 风险管理标准（于 2009 年发布）的 ISO 工作组

这项开拓性的 ISO 风险管理标准保持与时俱进，目前正在

主席，他总结道，“任何活动都有风险。可以说，董事

修订当中，预计新版本将于明年年初发布。规定工作术语的 ISO

会和高级管理层没能有效管理风险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31000 标准和 ISO 指南 73 于 2015 年开始修订，以确保标准原

的爆发。ISO 31000 有望帮助工业和商业领域，以及公

则和指南与用户紧密相关。改进后的 2018 修订版将会使风险管理

共和私营部门满怀信心地摆脱危机。”

变得更加容易、清晰和简单。其标准内容压缩至基本概念，力图

当然，风险来自很多方面——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使文本更简短、清晰、明了，更易阅读，同时保证应用的广泛性。

项目失败的威胁（设计、开发或生产环节）、法律责任、

布朗强调，ISO 31000 采用了重视风险评估的迭代特性，以

信用风险、事故、自然因素或自然灾害——风险能带来

原则为本的模型和开放系统方法来确保并保持该标准与多种学科

严重损害。看看飓风厄玛给加勒比海，以及洪水给印度

的相关性。“事实上，不论是政府、大小企业还是想在现今日益

和孟加拉国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死亡人数，就知道风险的

复杂的世界实现目标的所有机构，都能用 ISO 31000 作为管理风

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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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指南，并从中受益，”他说。
他认为，新版标准的核心内容更合理精炼，强调流程的迭代特性。
“递归、
迭代模型的重要问题是要在极度不稳定、不确定的运营环境中降低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环境中，对风险监控和持续评估的需求通常由外部事件驱动。”

实现增长
拉丁美洲采用 ISO 31000 标准并从中获益。乔治·艾斯卡莱拉（Jorge
Escalera）是 ISO 风险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62）和 ISO 安全与恢
复力技术委员会（ISO/TC 292）的墨西哥成员。他指出，风险管理可能在
拉丁美洲还比较新颖，但其关注度在显著增长。他透露，组织机构越来越主
动考虑在通用管理体系的风险管理中实施 ISO 31000 标准。
艾斯卡莱拉还担任风险墨西哥公司（Risk Mexico）的主管，该公司为
公私领域的教育、认证和咨询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说，“风险墨西哥公司
根据 ISO 31000 来推广实施风险管理，我们做的每项咨询工作的基本运营原
则都是以风险管理为基础，为客户创造价值，进而为公司创收。”

任务艰巨
合作和协同同样重要。虽然营造有凝聚力的文化并非易事，但 ISO
31000 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当然，仅仅采用 ISO 31000 标准修订版并
不能规避全球金融危机之类的事件，但它能帮助人们认清原因，找到减少未
来金融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法。杰森·布朗说：“但这需要所有合作方都愿意
采取必要行动来减少不确定性。这些行动包括透明的金融运营、好的条例和
合规性、正直和责任，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治理能力。”
ISO 31000 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技术委员会工作将重点关注该标准
的全球实施情况。拉丁美洲就对该标准很感兴趣。布朗说：“很多成员国提
供诸多想法和建议。其中包括翻译西班牙语版，它将为母语为西语的 4 亿人
提供统一的西语版本，将在中南北美洲、西班牙、非洲以及欧洲地区的 21
个国家中具有官方版本地位。”敬请期待。■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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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Ofocus：您认为谷歌采用 ISO 31000
标准获得的最大益处和这个标准的价值是什么？

leverages

艾瑞克·杨：谷歌和其他跨国企业获得的

ISO 31000

最大收益是 ISO 31000 提供了风险评估的通用
语言和方法，而且并不特别教条。与 2009 版
相比，修订版标准的一项实质性改进是灵活性

谷歌应用 ISO 31000 标准实践案例

增加，而且重点关注组织机构领导者如何使用
风险管理流程来做出更好的决策，实现可持续
增值。

在您看来，风险管理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谷歌全球安全经理艾瑞克·杨（Erike Young）
参与了 ISO 31000 标准的修订工作。在本文中，他

是什么？
自 ISO 31000: 2009 发布以来，董事会及
谷歌全球安全经理艾瑞克·杨

解释了为什么 ISO 31000 标准能帮助全球企业做出

企业领导层对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理解在不断
提升。遗憾的是，很多组织机构仍然仅采用设
立“风险管理经理”或者“风险部门”的模式。

最好的风险管理决策。

事实上，组织机构内的所有人都在进行风
险管理并做出决策，这些会影响到该组织实现
目标的能力。虽然这并不新奇，但面对海量可
获取的数据，且如今快节奏世界需要更快的决
策速度，对组织机构而言，具有发现和减少风

谷歌获得的最大收

在

描述谷歌文化时，我们马上会想到活力、创新、乐于
冒险这些词。作为专门提供互联网相关服务和产品的
跨国技术巨头，谷歌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之

成为人人可用而且实用的信息”。在很多方面，风险过去是、未
来会继续是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

险的能力是一项更为严峻的挑战。

益是ISO 31000提

ISO 31000 如何帮助人们应对这些挑战？

供了风险评估的通

修订版标准的一大改进是，它是由管理风

用语言和方法。

险的终端用户制定的，因此，它不只适用于专
业的风险管理者。
其他小的修改是尽量多使用简单语言而不

谷歌采用一种名为“创新休闲时间”的激励政策，鼓励其工

是术语，其核心理念是直截了当地进行风险管

程师将 20% 的工作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谷歌邮箱、谷歌

理，即发现可能影响组织机构实现目标的风险，

新闻、Orkut 和 AdSense 等一些新服务都是这些大胆尝试的成果。

对风险进行评估，并做出决策以减少（应对）

在本文中，谷歌安全经理艾瑞克·杨简述了 ISO 31000 风险管理

风险。■

标准在激发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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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EXCELLENCE

秘鲁国家质量研究院（INACAL）标准化理事会
主任罗莎里奥·乌尔塔·托罗（Rosario Uría Toro）认为，
ISO 37001 标准是打击腐败，在秘鲁各领域建立信任
和推广最佳实践的一项重要标准。

过去 15 年间，秘鲁的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发展。数百万秘鲁人实现脱贫，受益于社会和经济发展
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机遇，具体体现为人类发展到更高水平，人均 GDP 增加，而收入不平等现象减少。
但是，秘鲁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依然有很大差距，贫困现象更多地集中在
中部地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不论在公共还是私营领域，秘鲁仍然没有摆脱极其严重的腐败丑闻。
这说明政府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背景下需要深化公共治理改革，在秘鲁社会的公共、私营等所有领域
中，尤其是公民间建立信任上做出切实行动。

建立信任
近期，秘鲁开始着手制定一项反腐败行动中期发展计划。这个伟大的国家发展计划叫做“两百周年
计划：秘鲁迈向 2021”，明确了未来 10 年内的 6 个战略目标，旨在通过更好的公共政策来助力社会经
INACAL 标准化理事会主任罗莎里奥·乌尔塔·托罗（Rosario Uría Toro ）

济发展。其中包括多项国家改革措施，以实现更高效的公共管理和治理。该计划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
是加大反腐败法律的执法力度，减少对公共腐败行为的容忍度。

Strengthening

anti-bribery
in Peru

秘鲁加强反贿赂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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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使用指南要求》是预防腐败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该标准代表着
公共、私营机构在反贿赂合规性良好实践方面达成的全球共识。更重要的是，使用 ISO 37001 标准有
望满足秘鲁日益严格的反腐败改革和执法需求。

积极参与
在 ISO 37001 的制定过程中，秘鲁国家质量研究院（INACAL，ISO 秘鲁国家成员）积极参与
ISO 37001 西班牙语版的翻译工作。西班牙语版标准完成后不久，秘鲁将 ISO 37001 采用为国家标准
NTP-ISO 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和使用指南要求》，使秘鲁成为南美地区率先实施 ISO 反腐败标准
的国家之一。
该标准的及时发布有助于秘鲁营造良好的贸易氛围。在公共管理部门和企业中实施反贿赂措施是建
立信任、获得显著竞争优势的可靠方法，因为通过标准认证的企业有更多机会与国家机构和全球企业建
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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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政府也积极

协作和沟通在打击腐败活

参与其中。

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为了确立合格评定的必要要求，INACAL

当然，协作和沟通在打击腐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

还将 ISO 与 IEC 共同发布的技术规范 ISO/IEC TS

用。因此，如果 ISO 能在秘鲁举办研讨会，我们能够借

17021-9 采用为国家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对从事反

此交流在打击机构内贿赂，推动秘鲁经济和社会发展方

贿赂管理体系认证的合规审计人员进行技术能力评

面的想法和经验，那将大有裨益。■

价的基本要求。
为了增进人们对 ISO 37001 采用为秘鲁标准的了
解，我们组织了很多针对公私领域利益相关方的培训活
动，并在一个线上活动中邀请了反贿赂专家和 ISO 反贿
赂管理体系项目委员会（ISO/PC 278）前任主席尼尔·斯
坦布里（Neil Stansbury）。我们还成立了由相关方组
成的工作组，基于 ISO 37001 和其他配套文件制定了
一项培训和宣传计划。秘鲁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对实
施反贿赂体系感兴趣的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在很多活动
中为我们提供支撑，并作出积极响应。

交流想法
在公共和私营领域推广 ISO 37001 标准是促进标
准使用的关键。我们相信，一些机构按时采纳 ISO 反贿
赂管理体系认证会带动其他组织也希望展示其具备预防
贿赂的机制。一些现象表明，ISO 37001 有望成为关键
的市场推动者，为公民和用户带来很多益处。
·组织机构：证明其拥有国际认可的预防贿赂行
为机制
·供应商和合约商：展示其客户机构具有反贿赂管
理体系，在供应链中推动信任
·组织机构所有人、董事和经理：减少贿赂风险及
其后果
·法官和起诉人：提供预防贿赂行动的客观证据

我 们 所 有 的 活 动 都 强 调 了 INACAL 参 与 ISO 和
ISO/TC 309 工作的重要性。新成立的 ISO 组织治理技
术委员会（ISO/TC 309）是专注于政府道德的委员会。
我们目前正在评估自己在不同工作组中的作用，并监督
ISO 技术委员会秘鲁对口单位成员专家的任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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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纳比·路易斯 by Barnaby Lewis

千

禧年有两个案例：都是无法预料且未必会发生的事。
首先，千禧年是个世纪闰年，这是完全可以预知的（年
份能够被 400 整除）。但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又未必

有些事情难以预
料， 有 些 又 未 必 会 发
生。 这 两 种 事 情 可 能
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时
发 生， 让 我 们 措 手 不
及。 结 果 可 能 会 造 成
巨 大 的 混 乱， 这 使 通
过业务连续性管理进

Keep calm
the first rule of

business
continuity

保持冷静
——业务连续性的首要原则

会发生：事实上，在此之前只发生过一次（1600 年，在引入公历
之后不到 20 年）。
另一件更难预知的事情发生在英格兰北部乡村地区一家名为
巴特的二手书店。书店店主发现了一张不为人知的二战时期的海
报，从而触发了一个全球现象。尽管这一现象在十几年后才达到
顶峰，但是引发这一全球模仿文化狂潮的只有五个英文单词：保
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

从宣传到公共安全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这句话源于 1939 年，那时管理体系
还没有成为明确的方法，但它很好地总结了危机出现时坚持不懈
和保持清醒头脑的重要性。但在处理现代业务的复杂事务方面，

行合理规划成为企业

需要的不仅是坚定沉着，ISO 可持续性和机构恢复力工作组召集

获得长远发展的重要

作为负责制定业务连续性和机构恢复力标准的 ISO 工作组主

工具。

人詹姆斯·克莱斯克（James Crask）向我解释说。

席和英国核能除役署风险部门主管，詹姆斯的工作能最好地满足
他的毕生兴趣，那就是人和业务如何避免灾难并从灾难中恢复。
他曾在当地政府部门、伦敦消防局、“四大”咨询公司以及 ISO
等机构任职，获得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与该领域的其他专家共
同制定了 ISO 22301《社会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要
求》等标准。在与他的交流中，我首先询问了风险管理、危机管
理和业务连续性的区别。
“它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提供保护。风险管理通常专注于具体
的威胁和机遇，而业务连续性提供了在出现问题、业务中断等情
况下都可以使用的恢复计划。这一使用多年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
认可，并且正式成为了 ISO 22301 国际标准。”所以，就本质而
言：业务连续性管理是指制定可以从灾难中恢复的恢复计划。当
与风险管理相结合时，组织机构可以制定一套识别潜在危险的综
合体系，目的是避免灾难发生；即便竭尽全力，灾难仍然会发生，
制定可以限制灾难影响的意外事件及界定程序；并在灾难发生之
后迅速恢复过来。“最重要的是首先避免意外事件，尤其是确保
人和环境安全。”令人欣慰的是，核能除役署因在英国各地建设
核设施受到指控。安全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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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但是，业务连续性管理更多地是注重长期的恢复力，詹姆斯
继续解释说。“从长期来看，切实了解威胁识别流程的企业也会
把该流程用于其产品和服务中。”换句话说，恢复力不仅包括抵
抗地震或洪水，还包括考虑企业环境和确认企业是否处于发展的
良好势头。
虽然后见之明通常会让问题成为焦点，但还是需要问一问录
影带出租店店主或者摄影胶片制造商是否从业务连续性综合方法
中获益。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硬盘驱动器制造商、游戏机甚至
内燃机机车正在深挖细究一些关乎未来发展的问题。
首 先， 真 正 的 大 问题 似 乎 超 出 了 ISO 22301 的 范围（ISO
22316《安全和恢复力——机构恢复力——原则和特性》可以更直
接地应对这些问题），但还存在各种联系。例如，几个月前，中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计划停售传统燃
油汽车 1）。这一大胆、有远见的策略认为燃油汽车不仅造成城市
拥堵，影响市民肺部健康，而且使一些地区遭受最严重的气候变化。

毁灭性的影响
十多年来最强热带飓风厄玛造成的破坏仍在继续。两周前，飓
风哈维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尤其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而厄玛紧
随其后。仅仅就对休斯顿企业造成的影响而言，初步估算值 2）高达
数百亿美元。尽管对一些公司而言，这是个要与保险公司争辩的问
题，但是对其他公司来说，这无异于穷途末路。随之而来的最大打
击莫过于一段时间的经济低迷。
对幸存者来说，这个任务无疑是艰巨的；唯有通过认真的规

1）《中国制定禁售燃油汽车时间表，行业重心向电动汽车转变》，彭博资讯，2017
年 9 月 10 日（2017 年 9 月 11 日更新）
2）《飓风将造成百亿损失，但有望迅速恢复》，纽约时报，2017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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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见之明通常会让
问题成为焦点。

划和冷静的行动才能渡过难关。不论是具备常识和商业敏锐感，

或者避免未来的问题，还能通过减少保险费用

或者采用一致、明确的方法，业务连续性都是希望能持续察觉未

和展示防范状态为企业带来即期效益。”

来之事。ISO 22301 和 ISO 22316 共同扮演着道路反光镜的角色，
它们不能清晰地预知的未来，但能帮忙看清未来的局势并实施相

ISO 22301和ISO

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可以

应的策略。

22316共同扮演着

做到未雨绸缪。

在 2017 年的大西洋风暴事件中，重点是降低死亡率，但现在
来说还为时尚早，似乎规划人员的小心审慎已经大大降低了可能

道路反光镜的角色。

基础的两步法
“从历史角度、特别是风险管理角度来说，
银行业等管理严格的行业通常最早采用业务

死亡人数。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

连 续 性 管 理，” 克 莱 斯 克 告 诉 我。 所 以， 提

等机构已经制定了适用于在国家层面避免灾难和灾后恢复的危机

炼业等安全性至关重要的行业擅长于处理事

管理协议，但其中很多原则与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原则相似。

物 流 程 工 作， 例 如 船 舶 或 钻 井 平 台 安 全， 但
是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能力往往十分薄弱，比

同舟共济

如 信 息 技 术：“ 过 分 注 重 应 对 最 严 重 的 风 险
会留下漏洞。而能够迅速恢复的组织机构还

恢复力的大小取决于机构的规模。大国的大型公司可以在不

会着眼于行为方面。”

同场所进行运营，而且具备疏散人群的“优势”地理位置。而对

通过采取广泛的方法，检查基本的原则并

小企业、组织机构或者国家来说，通常选择范围更小。小岛受到

问自己“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各种规模的企

的打击最大；对于那些经济依赖季节性旅游、在世界地图上几乎

业都可以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其实，业

看不见的地方来说，它们遭受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

务连续性管理的方法很简单：保持冷静，使用

每年小岛都会遭受风暴，但是这一次的风暴几乎将其夷为平

ISO 22301。■

地。随着恶劣情况继续发展，有进一步发生飓风的危险。这将需
要外部世界的果断、规划和团结协作来帮助人们恢复并重建。还
需要深度合作和深谋远虑来实现严肃和统一的气候变化响应机制，
如果未经处理，很可能引发更多无法预知和破坏性的天气事件。

坚实基础
了解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基本概念有助于拓宽其适用范围。一
些中小企业可能认为国际标准是为国际公司和产品制造商设计的，
这是一种误解。和许多国际标准一样，尤其是 ISO 管理体系，业
务连续性管理实际上是由流程和行为构成的，分开来看，这两类
都是良好实践。关键在于定义这些实践的相互作用和一方面的功
能缺失如何影响整个业务。此外，标准是将长期职员或雇主知道
的道理转变为书面的规定。
通过采用这种方式，了解并实施 ISO 22316 和 ISO 31000《风

ISO 22301 规定了管理体系的相关要

险管理——原则和指南》等相关标准，小企业可以采用综合方法

求，以防范和减少可能发生的破坏性事件，

来提高恢复力。对一些企业而言，具备完善的体系已经足够了，

并确保业务可以从这些事件中恢复。

但是对其他企业，尤其大型企业来说，还要通过 ISO 22301 认证。
詹姆斯·克莱斯克补充道：“拥有供应链或者专业服务网络的公
司通常已经通过了认证。根据我的经验，这不仅仅关乎公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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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2316 概述了恢复力，表明了所
需的基础工作并解释了如何建立恢复力。
该标准帮助组织机构提高预测、响应和适
应能力——这些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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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ing
可持续采购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设 想 一 下， 全 世

better
world
for a

界每个产品和设备都很
环保，超市里的每件商
品都能通过公平交易购
买，贪污变成一种都市
传言，贫穷则成为人们
久远的记忆。很难想象
吧？从技术角度来说，
如果每个人都坚持可持
续采购的话，一切都有
可能……
ISOfocus_125 | 3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由于受到“可持续采购打造更美好的世界”的概念启发，许多政府机构和企业已经把
可持续采购计划融入其日常活动中。这些计划直接促成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制定，其中包括推动公私领域可持续采购的目标。
联合国每年的采购支出超过 170 亿美元，其系统很有可能帮助地方市场向实现更可持
续的成果转变。通过其强大的购买力，联合国有关机构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有领域的关键
政策目标：环境目标（提高碳效率、能效和水效）、社会目标（减少贫穷和能力建设）和
经济目标（提高收入和优化成本）。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联合国开发了联合国全球市场（UNGM）作为其机构体系内供
应商和采购官员的主要采购门户网站。该平台易于使用，提供了综合可持续采购计划，其
特点是为联合国职员提供各种指南，涵盖了采购周期的各个阶段。该计划不仅为组织机构
在购买电脑、清洁产品、文具、交通工具等诸多产品和服务时提供可持续采购的标准，还
制定了制造商或供应商要与联合国机构做生意所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

共同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消费者对环境责任和品德操守的期望值也在提高，他们越来越需要由本地
采购材料制成的更可持续的产品。而忽视这些因素的公司有失去信誉和生意的风险。
国 际 消 费 者 协 会 消 费 者 公 平 和 保 护 部 门 宣 传 经 理 安 东 尼 奥· 塞 拉· 康 巴 塞 雷 斯
（Antonino Serra Cambaceres）说，可持续采购——确保供应链每个组织机构和每个
阶段实现某些可持续目标的行为——在推动更多改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消费者而
言，可持续采购能使其更了解可持续性，而且确保可持续消费的责任不仅落在他们自己身
上，”他解释说。
可持续采购还有助于在品牌、产品和服务上树立消费者信任，安东尼奥说。这样可以
及时激发下一步工作的需求，甚至鼓励消费者自己采取行动。“因为消费者也有了解消费
产生各种影响的责任，”安东尼奥强调。“因此，他们应该知情，并寻找在生产和销售供
应链上做出可持续承诺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产品的影响及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之间
我们的每个购买决定，小到电脑所用的能源大到服装工人的工作环境，都会对环境、经济和社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一个组织机构购买了哪些产品以及从何人手中购买，不仅对供应链和终端消费者，还会
对被供应链各环节影响的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产生深远的影响。

应该没有差别。”
推动可持续消费方式是《联合国消费者保护指南》提出的合理消费者需求之一和消费
者保护政策的一个关键要素。该指南鼓励各国和国际机构将可持续实践引入日常业务之中，

但如果我们停下来想想购买决定带来的影响呢？如果公共和私营领域的组织机构花些时间来确保其

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环保产品和服务被全球消费者广泛使用。事实上，“一个公司只有

购买能体现与资源效率、气候变化、社会责任和经济恢复能力有关的更大目标，我们相信就能减少贫困，

自己做出可持续的选择，才能真正地要求消费者做出可持续消费的选择，”安多尼奥说。

改善人权，缓解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以上种种又称为可持续采购，它指的是确保我们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物有所值，而且有最少的环境影

标准的方法

响和最好的社会效应。可持续采购需要考虑我们的购买决定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采购占组织机构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仅在公共领域，采购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和经济合作与

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需求已经增长成为全球许多组织机构的核心目标。尽管大

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政府支出的 29%。为了减少这些数字，采购行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提

多数组织机构非常依赖其供应链来提供可持续的产品，但是说服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遵守新

高整体水平，最新发布的 ISO 20400 可持续采购标准可以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约束条件并改变其文化和惯例则无异于一项挑战。ISO 制定的全球首个可持续采购国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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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ISO 20400《可持续采购——指南》，提供了通过供应链

为英国国家标准，即 BS ISO 20400: 2017，

实现可持续目标的指南。该标准通过分析可持续性如何影响

由英国标准协会（BSI，ISO 英国国家成员体）

政策、策略、组织和流程等采购活动的各个方面，致力于帮

制定。在伦敦举行的标准发布仪式上，英国龙

助公司通过实施可持续采购流程做出更好的购买选择。

头承包公司鲍佛贝蒂公司被宣布成为首批参与

许多人都会指出，可持续性应该一直是良好采购策略的
一部分。那么，ISO 20400 带来了哪些我们之前不了解的好
处呢？首先，该标准不会标榜提供“通用的”解决方案，但

采购行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提高整体水平。

ISO 20400现已引发广泛

ISO 20400 评价的公司之一。
负责制定 ISO 26000 的工作组副主席斯
塔凡·索德伯格（Staffan Söderberg）认为，

会提供能适用于所有组织机构的框架和管理工具，无论其属

一致的价值往往被低估，但是在可持续采购上

于哪个领域、规模大小和所在何处。事实上，该标准适用于

达成的共识表明了全球组织机构可以采取相同

有助于采购决定或者与供应商打交道的任何人。在一些组织

的途径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性。私人和公共

机构中，该标准的应用范围还包括在跨时区不同国家的不同

采购对恢复全球环境灾难、减少不道德劳工行

部门工作的许多人。

为和打击地方性腐败大有帮助。即便只有少数

结合可持续策略、风险管理和更“传统”采购等优势，

组织机构遵循了 ISO 20400 的指导，供应链方

ISO 20400 强调了供应链在管理可持续风险和利用可持续机

面的影响将呈指数级增长，并对我们生活的世

遇之间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基础部分，该标准探讨了可持续

界产生重大影响。

采购的主要原则，包括责任、透明、对人权和道德行为的尊重，

鼓励可持续采购实践的更广泛应用使我们

以及它们对组织机构取得成功的重要作用。而且该标准还采

向更加可持续的社会又迈进了一步。这意味着

用了 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中社会可持续性为核心主题，

我们可以拒绝任何其他选择。
“作为一个消费者，

来帮助组织机构通过采购流程和专业知识将企业社会责任策

我认为完全没必要在不可持续的产品和更可持

略贯穿于供应链之中。

续的产品之间做出选择，”斯塔凡说。“我只

与社会责任标准一样，ISO 20400 是一项指南标准而不
是认证标准。这表明公司不能通过合规认证。但是，该标准
的目的是提供满足全球共识和获得全球认可的负责任采购的
基准。虽然该标准不能代替法规，却提供了将可持续问题有
效融入采购活动和供应链的基准线。

一致的价值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追求可持续经营，新发布的
ISO 20400 标准提供了精细调整可持续成果和目标的要诀。
通过采用合适的采购技术，组织机构目前能够以物有所值的
方式将可持续原则引入其采购流程。该标准还可以帮助他们
提前满足当前和未来的管理要求。
ISO 20400 于今年年初发布，现在已经引发广泛的兴趣，
各种规模的公司迅速践行其良好实践。例如，该标准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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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希望 ISO 20400 将
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靳吉丽 / 译

的兴趣，各种规模的公司迅
速践行其良好实践。

buzz

WINNING TALENT

AND THE GEORGES

GAREL AWARD GOES TO…
乔治·加勒尔奖花落谁家？

ISO/DIN 征文竞赛冠军经验分享
约旦标准计量组织（JSMO）标准化官员马吉德·马
吉德·沙纳维（Majd Majed Shatnawi）通过阐述标准

尼尔·里夫（Neil Reeve）因其在标准化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荣获国际标准用户联盟

在约旦经济中的作用获得了 2016 年在发展中国家青年标

（IFAN）颁发的乔治·加勒尔奖。尼尔·里夫曾多年担任 ISO 石油石化和天然气工业用材料、

准化工作者间开展的 ISO/DIN 征文竞赛冠军。自去年获

设备和近海结构技术委员会（ISO/TC 67）主席，直至 2012 年退休，而后于 2016 年受邀

奖之后，她取得了不少进步。

再度担任该职务。

很多满怀希望的参赛者都希望听听获奖者的获奖

在 2012 年前，尼尔还担任能源供给、运输和分布战略委员会主席，并负责荷兰标准化
协会（NEN）咨询委员会的运营工作。IFAN 委员会一致认可他对国际标准化工作孜孜不倦

经 历。 为 此，ISO 焦 点 采 访 了 沙 纳 维， 她 很 高 兴 与
约旦标准计量组织（JSMO）标准化官员马吉德 · 马吉德 · 沙纳维

的奉献，特授予他此奖。

如下：

他在给 IFAN 的回函中写道：“标准化带来合作，而非竞争；尽量优先使用行业、地方
或国际标准，而非企业规范。我们要确保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重点关注涉及健康、安
全和环境要求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以切实合理地避免各类大小事故，这一点至关重要。”
该奖项的前任获奖者包括美国标准协会的劳拉希区柯克（2013）及以色列标准协会的兹瓦·帕蒂尔（2007）。另外，时任 ISO
代理秘书长克里斯汀·法佛因促成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M）与 ISO 之间达成维也纳协议贡献显著，也荣获了该奖。更多信息，详
见：www.ifan.org

你参加 ISO/DIN 征文竞赛的原因是什么？

HOW TO ENJOY A SOLAR
ECLIPSE IN TOTAL SAFETY

出的机构联手组织的。大赛主题是城市发展。我觉得这

怎样观赏日食才最安全？

题上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压力，并探索利用标准解决这些

观赏日食的法则有两条：一是不要裸眼看太阳，二
还是不要裸眼看太阳。如果你足够重视自己的视力，就
要在观赏日食时，确保自身安全，佩戴符合 ISO 12312-

HONDURAS TACKLES

CLEAN COOKSTOVES
洪都拉斯利用标准应对
清洁灶具问题
烹饪不应造成死亡，但在发展中国家，太多人
遭遇这种情况。如今，洪都拉斯有近百万个家庭主要

2:2015《眼睛和面部防护——太阳镜和相关护目镜——
第 2 部分：用于直接观察太阳的滤光片》要求的护目镜。
2017 年 8 月 21 日 日 全 食 上 演 前， 眼 科 学 家 和 天
文学家等一直提醒人们观赏这一天文奇观时必须佩戴合
适的太阳滤光片，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光线的伤害。真

FEELING THE ENERGY

用烧木材的炉子烹饪食物。因此，该国标准化机构

IN ASTANA

OHN 作为 25 个 ISO 成员之一，参与 ISO 清洁灶具

走进阿斯塔纳世博会

技术委员会（ISO/TC 285）的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年明火和传统灶具引发数百万起伤亡事故。

世界博览会一直为展示世界各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提供平

ISO/TC 285 在为洪都拉斯等国制定清洁、有效、

台，预测更美好的未来。2017 年阿斯塔纳世博会也不例外。

安全的灶具标准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入

2017 年 6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哈萨克

ISO 技术委员会之后，洪都拉斯分享了自身经历，

斯坦阿斯塔纳世博会，探讨“未来能源”问题。哈斯克斯坦标准化、

包括制定一项 OHN 标准，这是该国在应对灶具挑

计量与认证委员会（KAZMEMST）等 ISO 成员代表 ISO 参会。

战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进步。

与会代表在瑞士馆举行会谈，聚焦“发展教育、鼓励创新，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比赛经历。我们的对话

正的日食眼镜镜片需符合专为安全观测太阳制定的 ISO
12312-2 国际标准。
暴露于强烈的可见光下会损伤甚至摧毁细胞对视觉
刺激的反应能力，由此引发“日食盲”或视网膜灼伤。为此，
人们在观赏日食时需佩戴符合 ISO 12312-2 标准的专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场比赛是由 ISO 和 DIN 这样杰
能引发人们关注我国面临的挑战，约旦在因难民危机问
问题的途径。
说说你在 DIN 的经历？最让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在 DIN 见到了幕后的工作人员，也从他们身上学
到很多，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非常值得纪念。让我印
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对标准化工作的热忱，以及 DIN 如
何鼓励他们投身标准化事业、如何让人们意识到标准在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对于想要投身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年轻人，你有什么
建议吗？
我认为，年轻人代表着变革的意愿。年轻人要牢记，
他们是未来的财富，是国家和标准化事业发展的动力。
因为有了年轻人，国家才能在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昌盛的
道路上奋进，构筑更美好的未来。

护目镜。日常佩戴的太阳镜可不行。

EDUCATION BOOMS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掀起标准教育热

该项目由欧盟伊拉斯谟计划提供赞助，主要成果是

来自政府、民间组织、国际合作组织秘书处及

开创可持续未来”这一主题。KAZMEMST 代表 Zhassulan

国内外改良灶具生产商和受益者代表出席了该标准

Kenzhegaliyev 通过介绍阿斯塔纳向繁荣智慧城市转变的经

大学、商学院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有望成为

标准和 ISO 31000 标准的两项培训。该项目的合作伙伴

的发布会，分享了他们使用灶具的经验，同时签署

历，简述了 ISO 智慧城市相关标准。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

未来的企业管理者和专业领域专家。无论将来是否会成

包括布尔加斯自由大学（保加利亚）、BDS、拉脱维亚

了一项意向书，旨在创立一个机构间合作平台来发

会（UNICEF）驻哈萨克斯坦代表介绍了 UNICEF 在该国教

为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律师，他们都决定着未来标准化

标准组织以及来自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

展“改良灶具价值链”。

育领域所做的工作。日内瓦大学代表针对如何在难民营普及

的作用和重要价值。

洛伐克的四所高校。培训将在这四个国家展开。

该项标准的发布由 OHN 的战略伙伴之一洪都

高等教育发表演讲。

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开发和试行针对 ISO/IEC 27000 系列

保加利亚标准化研究院（BDS）热衷于向职业学校

每场培训都有一个介绍标准及标准化的模块，包括

拉斯环境与发展基金会（Fundación VIDA）通过

与认知改变项目（PCP）的合作推动了总部位于日内瓦

和职业大学的学生以及希望获取基础标准知识的成人传

ISO 及其活动和标准的介绍。因为培训对象主要是学生，

PROFOGONES 项目提供赞助，目的是为公众、

的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使日内瓦以国际视角出现

播标准化的价值，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在职业教育和培训

BDS 在培训材料中推广使用 YouTubo 视频，更易于年

战略伙伴、政府提供一项针对改良灶具效率、安全、

在 2017 年阿斯塔纳世博会上。通过这一平台， ISO 标准也

中的应用等 ISTRA 项目的实施工作，以提升教育与市场

轻人理解培训内容，激发他们对标准的兴趣。

室内排放量和总排放量提出最低要求的 OHN 标准。

迎来新观众。日内瓦瑞士馆每天大约接待两三千名观众。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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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ing
the tourism limits
标准推动旅游业更好发展

假日游、商务旅行、会议出行、探险旅游和生态旅游，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的旅游活动都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
展。如今，旅游业已然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预
计未来几年还将不断增长。那么，国际标准如何能提高该行
业的透明度，并推动其发展呢？

文 / 伊丽莎白·加西洛夫斯基 - 丹尼斯 by 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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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概览

无论是物色浪漫的休闲地还是规划有趣的家庭旅行，旅游
业都是你的选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开始依赖旅行。在他们看来，
旅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奢华，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关乎他们
是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在推动旅游业
的发展。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旅游要点》（2017 年版）
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就有 12.35 亿名游客跨境旅游，
而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18 亿。
国际旅游业在持续增长，这一点已广为人知。目前它在世界
服务出口额中占比 30%，给当地社区带来了经济利益，增强了全
球连通性。尽管如此，国际标准的作用不大被谈起。事实上，随

2016 年

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国际旅客人数达

7%

12.35
亿

总值 14,000 亿美元

着国际旅游业不断增长，国际标准将更为重要。下面，让我们解
开这个行业蓬勃发展的秘密。

占世界 GDP 的

全球基准

10%

那么，国际标准如何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旅游业
欠缺监管和指导，国际标准的作用不可小觑，ISO 旅游及相关服
务技术委员会（ISO/TC 228）秘书长娜塔莉亚·奥迪兹·达萨拉
特·克雷斯波（Natalia Ortiz de Zárate Crespo）说。她解释道：
“ISO 标准是全球旅游业公认的最佳规范，已成为旅游服务供应
商的重要工具和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
ISO/TC 228 的创立旨在提高旅游活动的透明度和质量，加
强推广。该技术委员会由西班牙国家标准研究院（UNE，ISO 西
班牙成员体）及突尼斯标准化与工业知识产权协会（INNORPI）
共同主导，委员会就提供旅游相关服务的最佳途径达成共识，并
由此制定了二十多项标准，帮助公共及私营机构在潜水、海水浴

每 10 个

到 2030 年，
国际旅客人数将达

18 亿

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
与旅游业相关

疗、自然保护区，探险旅游及游船码头服务等方面提高旅游服务
质量。

来源：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

新趋势
与其他行业的发展一样，旅游业也会滋生问题。因此，在如
何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争论中，旅游业的作用也日益突出。
特别是近年来，
“可持续”一词越来越多地与“旅行”和“旅游”

在西班牙，旅游业占 GDP 的 11%，每九个就业岗位
中就有一个是旅游业提供的（西班牙工业、能源和旅游部，

有在推出产品和服务时把质量问题考虑在内，我们才能实
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等词成对出现，来表示一种理想的经营方式。酒店想要“可持续”

2014 年），质量对于驱动可持续旅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米罗纳斯还提到，终端经理（提供旅游产品与服务）

发展，旅游公司也想要“可持续”发展。旅客们越来越担心他们

西班牙旅游质量协会（ICTE）主席米格尔·米罗纳斯

需要知道，质量提升是促进旅游发展的基本手段，它的作

只是把钱花在“可持续”风险投资上。可持续旅游现在如此盛行，

（Miguel Mirones）认为，该行业应该寻找途径来关注服

用至关重要。他说，“只有相关公共及私营领域将质量作

我们现在称之为“另类”的将是十年后的“主流”。

务和基础设施的质量，这对旅游体验至关重要。他说：“只

为管理工具，我们才能实现适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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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的旅游业
益处良多

今年，可持续旅游业占主导地位。联合国决议将 2017 年确立
为国际可持续旅游发展年。借此机会，我们可以了解到旅游业是如

旅游服务相关国际标准与其他 ISO 成果的发布
有助于：
·提升旅游产品与服务贸易的透明度

何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如何抑制该行业的排放量，并寻找相应的途
径，使该行业更好地适应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
但是旅游业究竟有哪些贡献呢？旅游业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助力所

·增强消费者对旅游市场的信心

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目标的设立旨在指导从现在到 2030

·加强公平竞争

年的全球发展议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业已被列入第 8、12 和

·通过推出环境友好型旅游产品与服务加强环

14 个目标，涉及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以

境保护

及海洋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世界可持续发展宪章纳入了 17 个

·促进道德旅游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示着旅游业走向包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支持“全民旅游”

良好时机。

·提高个人及财产安全

ISO 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工作也取得了进展。近年来，ISO/TC

·适应创新

228 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揭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该委员会

·开放新市场

针对可持续旅游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组，以解决住宿设施的可持续性

·助力发展中国家自我提升

管理问题。这是旅游业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可用于其他细分行业的

·传播知识和最佳实践

一种管理模式。

·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吸引消费者并让他们安心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带来一个总体效益，即刺激
全球旅游市场。

此外，ISO/TC 228 的另外两个工作组已经采取了可持续性举措。
探险旅游和潜水服务工作组正在制定标准，使旅客和服务供应商意识
到将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考虑在内的必要性，以尽量减少对旅游目的
地的负面影响。

卓越于行
未来旅游业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 40
届 ISO 大会上，ISO/TC 228 因卓越的表现及突出
贡献获得劳伦斯（Lawrence D. Eicher）奖。
ISO 主席张晓刚在宣布获奖者时说，ISO/TC
228 不断壮大，成员数量和地域范围都在扩大，成
员代表遍布五大洲，包括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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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可行、以目标为导向的国际标准。
ISO/TC 228 就是这么做的。它的文件中没有对旅游业提出不
必要的要求，一直尊重该行业的多样性，并提供在行业内广受关注
的温和举措。该委员会副主席穆尼尔·本·米莱德（Mounir Ben

功融入上所作的巨大努力，比如为新成员提供定制

Miled）解释说：“预计标准的实施及广泛应用能对各级服务活动的

的欢迎大礼包，让他们熟悉并融入集体。

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他总结道：“ISO/TC 228 的工作不仅

且卓有成效，张晓刚对此致以祝贺。他说，“我在

与结对秘书乔柯里·马克鲁夫

生存来说可持续将是势在必行的。重中之重将是制定真正符合市场需

他同时强调了该委员会在招募新成员及使其成

委员会通过出色的项目管理实践确保工作高效

ISO/TC 228 秘书娜塔莉亚·奥迪兹·达萨拉特·克雷斯波

人们对全球旅游业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整个行业的

对旅游业也对下一代的未来至关重要。”
在总结对未来的期望时，本·米莱德提到可持续性问题。“可持

此代表 ISO 所有成员向该委员会颁发获奖证书，并

续旅游业是一种管理生活的方式，以确保对地球的良好治理，”他说。

致以祝贺，同时感谢他们高效、有效、协调地完成

“每个人都坚持这种生活管理哲学，对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及对

工作。”

地球能源和资源的智能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金英果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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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minds
and spirits
at the ISO Week
in Germany

“开放思想 迎接变革”
——ISO 德国周

文 / 克莱尔·内登 by Clare Naden

“开放思想 迎接变革”
是今年 ISO 周的主题，全球
标准化界开放思想，尽可能
以最佳方式满足利益相关方
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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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贸易，减少贫困
齐普里斯女士说，“标准反映了社会关注”，标准
映射出时代的需求。正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技术
性贸易壁垒协定（TBT）》中提到的，标准也减少了国
际贸易壁垒。
“TBT 协定鼓励基于国际标准的协调，”WTO 贸
易与环境司司长 Aik Hoe Lim 强调说。他参加了以 ISO
标准全球影响力为主题的讨论会。他解释道，如今的贸
易中，关税的作用远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人们非常关注
非关税措施，并试图降低它们成为壁垒的风险。国际标
准有助于减少这些障碍。
国际标准是市场准入的关键，也可通过创造就业岗
位减轻贫困。世界银行实践部经理帕拉米塔·达斯盖普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长布里吉特·齐普里斯

塔（Paramita Dasgupta）也参加了专题讨论会，她说：
“只有通过创造就业岗位才能持续减少贫困，而质量设
施是关键，”标准可显著提高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

今年的 ISO 周由德国标准化协会（DIN，ISO 德国成员体）主办。

“我们要继续走出去，接触 ISO 大家庭之外的标准制定机构和重要合作者，以确保
关联性和兼容性，”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在第四十届 ISO
大会上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致欢迎词时说道。本次大会在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2 日
于德国柏林举行。
“大局比个体更重要，人们要有宽广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才能理解这一点。” 他还说，
“我们要随时准备好为大局做出牺牲。”这些强有力的话很好地概括了此次在德国举办
的包括 ISO 大会在内的 ISO 周的精神。
ISO 的年度活动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ISO 成员国的代表，讨论标准化的未来以及
如何做得更好。本次 ISO 周的主题是“开放思想，乐于变革”，邀请国际标准化界从以
下四方面展望未来：探索未来标准化需求、采用新技术、与其他组织合作、吸引新一代
标准化工作者。ISO 周由 ISO 德国成员体——德国标准化协会（DIN）主办。“DIN 的
克里斯多夫·温特哈尔特（Christoph Winterhalter）极富积极性，支持创新和开放，推
进《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的签订，对此我表示感谢，” 塞尔吉奥·穆希卡说。
来自 ISO 大家庭内外的代表汇聚于此，针对当前和未来标准化需求各抒己见。国际
电工委员会（IEC）主席詹姆斯·香农（James Shannon）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需要做更多，参与到更多领域中，
这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情况非常严峻。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汇聚于此……我们认为
这是理所应当的，但也有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不相信这个大会所代表的国际合作。只
有让更多人像今天这样聚集在一起，世界才能向前推进，而他们不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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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球化变得公平

我们可借助标准化技术从规模经济中受益。

“国际合作带来的效益就是国际标准取得成功的良
好示例，”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长布里吉特·齐
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在 ISO 大会上说。
尽管现在对开放市场的批评越来越多，但解决问题
的答案不是“孤立”。齐普里斯女士转而强调让全球化
变得公平的重要性。她说：“国际标准有助于实现这一
目标，尤其是国际标准高度保护工人、消费者和环境。”
她还强调了国际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但这通常不为人知。“首个 ISO 标准是在 1951 年出版的，
到现在已有 21800 多个标准。这些数字反映出的生产率
让人吃惊。但是数字本身只道出了一部分故事。它们并
没有展示出国际标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没有国际标准，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异常复杂。”

WTO 贸易与环境司司长 Aik Hoe Lim

书和指导方针，ISO 标准能解决上述大部分问题，但都脱离了难

失踪人口和难民

民危机这一背景。她总结说：“也许我们应该在国际法规的保护下，
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ISO 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DEVCO）会议上讨

对于奥恩女士来说，标准化是实施实用、可重复、协调的解

论的发展中国家问题是本周的另一个焦点。会上，来自

决方案的一种方法，可帮助难民接纳国处理很多相关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和黎巴嫩外交部的演讲嘉宾

最后，在 ISO 周还讨论了很多其他议题，包括在能源和环境

探讨了国际专业领域最高水平的 ISO 标准如何有助于人

柏林宣言

方面标准化面临的挑战，鼓励通过区域参与广泛使用标准，如何

道主义工作方案的制定。

吸引年轻一代加入标准化工作等。

此次 DEVCO 会议汇集了世界各地的 ISO 成员，共
塞尔吉奥·穆希卡和张晓刚博
士在 ISO 周签署了《柏林宣言》。

同探讨 ISO 界如何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员，满足

宣言的目的是确保 ISO 周的主题精

他们的需求。其中的一个议题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难民

神——对创新持开放心态并充满热

危机。截至 2016 年底，全球有超过 6560 万人因遭遇冲

情，在会后不会消散。
go.iso.org/berlin-declaration

开放思想、迎接变革

突或迫害而被迫逃离家园，流离失所。标准是 ICRC 等

要完成这周讨论的四个目标——关联性、吸引年轻一代、效

组织处理此类问题时使用的一项重要工具，以确保产品

率和协作，需要开放、乐于变革的思想，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

和服务的质量和功效，如医院设计和记录管理系统。

希卡在闭幕致辞中对所有 ISO 成员和合作伙伴说。
“我们的工作是解决全球挑战，比如联合国 SDG 提出的发展

“ICRC 的工作中经常会用到 ISO 标准，这不足为

目标。但周围的世界在改变，我们也必须预测未来的需求。

奇，”ICRC 董事会行动能力委员会主席于尔克凯塞林

“我们必须为包括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物联网等在内的第

（Jürg Kesselring）教授说，“如果一项产品、活动或

四次工业革命做好准备。这次大会仅仅是行动的第一步。我们已

服务符合 ISO 标准，人们期望它会名副其实。”
“这适用于救济物品、制造业、记录管理系统、医
院设计、工程等领域。在卫生或法医界，当局经常参照

黎巴嫩外交部和移民署人道主义事务
高级法律顾问艾丽娅·奥恩

但是他们可提供更多帮助。“ICRC 坚定地认为在
失踪人口搜救领域，制定标准及将搜救操作标准化可有
效提高应答质量和速率，包括失踪人口的命运和下落，”
主席张晓刚博士在签署《柏林宣言》。

凯塞林教授解释道。

综合举措
第四十届 ISO 大会上的演讲嘉宾

“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发展中国家接纳 84% 的全
球难民，”黎巴嫩外交部和移民署人道主义事务高级法
律顾问艾丽娅·奥恩（Alia Aoun）说。中等收入国家人
均及每平方公里接纳的难民数最大。“我建议通过让人
们了解黎巴嫩局势引发思考，找出差距，反思现有机制。”
她说，“现在在黎巴嫩，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是难民或
无家可归。我们要想办法处理、消除人道主义危机，不
仅是为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黎巴嫩紧急难民计划涵盖基本援助、教育、粮食安全、
健康、生计、人身保护、避难所、社会稳定、能源和水。
虽然联合国的主要合作方在某些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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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金英果 / 译

ISO 标准进行验证和例行控制，以彰显工作流程的严谨。”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和 ISO

经有了基本框架，现在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将携手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