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Q 是一系列关于企业自身在责任供应链领域就其政策

制度、管理体系、业务实践等方面的议题汇总；它所覆盖

的议题与 SMETA 审核的 

4 个模块议题基本一致。

通过填写这些具有行业

属性的问卷，可以帮助

企业更好地了解其在管理

体系、劳动权益、健康安

全、环境管理、商业道德

以及供应商管理等各个维

度的整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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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TA 是 Sedex 推出的适用于全

行业的责任供应链审核方法论 / 项

目，无论您身处供应链的任何环节，

都可以运用  SMETA 在您的企业 / 

工作场所或供应链中，对社会 / 环

境方面的表现进行合规性的评估与

衡量。

让我们借助

     开启您的供应链合规之旅：

 您将与超过 60000 + 的 Sedex 会员

 以及 Sedex 社区中的其

 他利益相关方一道推

动责任商业的发展。

 您还可以获得免费 

 的工具和服务，帮

 助您更好地管理您

 的企业 /  工作场所

 提升透明度和抗风

 险能力，获得更

 多潜在的商

 业机遇。

成为供应商会员后

     加入 Sedex，注册
成为供应商（B 类）会员
1

填写 SAQ
      Sedex 自我评估问卷

做好审核前的准备工作

小贴士

对企业 / 工作场

所来说，SAQ 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工具：它既可以在 SMETA 

审核之前帮助您了解自身合规

程度的现状，明确需要改进之

处。同时，作为内部管理体系的

自查工具，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

更新 SAQ，可以帮助您提前洞察

 潜在风险。

     Sedex 的支持

   新会员在线系统培训

小贴士

当然，您还可以升级成为高级供应商（B +）会员，获得

更多的权益以及影响力。

     Sedex 的支持

 SAQ  技术支持

开启合规之旅：
SMETA 审核分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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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Q

https://sedexchina.wjx.cn/vj/QSMddaD.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QSMddaD.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QSMddaD.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QSMddaD.aspx


SMETA 
审核 —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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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分享您工作场

所的 SAQ 给审

核公司，并获取

审核文件准备清单

第 5 步

审核员上传

SMETA 审核

报告至 Sedex 
平台，被您授权的

客户可在平台上查阅该报告

第 3 步 能力提升

     Sedex 的支持（SMETA 内审核员三阶培训）

    SMETA 初级内审核员培训

   SMETA 主任内审核员培训

   SMETA 内审核员实地培训

小贴士

通过 SMETA 审核培训课程，提升企业 / 工作场所内

部审核  / 合规人员的综合能力，满足自身及客户的

审核需求。

第 1 步

向 Sedex 认
可的关联审核

公司（AAC）提

交 SMETA 审核申请

小贴士 

只有拥有关联审核公司账号的审核公司可以进

行 SMETA 审核，您在申请审核前请务必查看

该页面的 AAC 关联审核公司的名单。

第 4 步 进行现场审核

小贴士  

现场审核当日，工作场所需保持日常运营，并

安排专人与审核员对接，提供审核员需要的文

件、材料以及其他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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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审核流程

与管理人员

及员工面谈

文件审查

开始会议

总结前会议结束会议及
审核发现总结

用工场所走访
（如办公室、生产车间等）

https://www.sedex.com/affiliate-audit-companies/
https://sedexchina.wjx.cn/vj/Pp7jJR4.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QSMddaD.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Pp7jJR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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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可以完成上述所有的步骤，恭喜您开启了您的合规之旅，作为责任商业的起点，对每个企业 / 工作场所

  来说都应该是稳扎稳打的一步。

·在 Sedex 社区中，您还将认识更多的伙伴和利益相关方，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取行业资讯和项目参与的机会，

  共同推动中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若您对审核分步指引还有疑问，请点击此处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技术专家将会尽快联系您。

 若您想要了解 Sedex 提供的支持服务，请过点击此处填写简单的信息，我们的会员关系经理将会尽快联系您。

  您也可以拨打 021-80311666，或发送邮件至 helpdeskchina@sedex.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

持续提升4
SMETA 审核的目的并非评判工作

场所的表现是否“合格”，

而是希望通过桌面审核

和现场审核的方式

帮助企业 / 工作

场所发现管理

和运营中存在

的问题，明确

可以持续改

善 / 精进的

方向。

审核绩效持续改善

·添加整改措施及上传相应支持性文件 /

    附件，关闭审核不合规项

·如有需要，安排后续跟进

  审核，关闭审核

  不合规项

·获得 SMETA 审核证明文件

·将该文件与您的客户分享，

  使其了解您在责任供应链领

  域的努力和成果

同时，企业 / 工作场所通过

分享 SMETA 审核报告及证明文件，

    向客户或利益相关方传

影响力传播

Sedex 的支持

审核问题点改善服务（CAP）

审核常见议题专题培训

定制化能力建设项目

小贴士

Sedex 不仅可以全方位地支持您对 SMETA 审核的提

升需求，为了帮助您更好地应对日新月异的来自品牌

方和市场的要求，我们同时为您准备了更多专题课程

以及定制化课程，以支持您的责任商业之旅。

                    递其在责任供应

        链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获得更多潜在的商业机会。

         小贴士   

获得该文件需要同时满

足下列 2 个条件：

a. 已经完成 SMETA 审核

b. 参加过任意一场 SMETA 内审核员三阶培训

A  

B

https://sedexchina.wjx.cn/vj/Pp7jJR4.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QSMddaD.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Pp7jJR4.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Pp7jJR4.aspx
https://sedexchina.wjx.cn/vj/QSMddaD.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