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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类型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Supplier Plus member）是对 Sedex 供应商会员（Supplier member）权益

的补充和提升，它是供应商会员的一种类型。在中国地区，我们也称之为 B+ 会员，以此与 B 会员（供应

商会员）作区别。

它适用于任何想要提升会员权益，提升可持续发展与责任商业的意识以及表现，获得更多商业机会的企业， 

B+ 会员在享有供应商会员所有权益的基础上，还可加享更多定制化的会员权益。

 

充分使用您的 B+ 会员权益，将为您的企业带来更多商业优势以及潜在的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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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权益
全球企业面临的监管压力更胜以往，无论是被动迎合还是主动承担，企业正逐渐向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他

们需要不断提升其财务和非财务绩效以立足全新的商业环境以及满足自身成长的诉求。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致力于成为负责任和可持续的企业，作为 Sedex 社区的一员，同各利益相关方合力

推动全球责任商业的建设。Sedex 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高级供应商会员改善其在劳动权益、健康安全、环

境管理及商业道德等管理体系方面的意识与表现，提升责任商业整体绩效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专属会员权

益满足其持续改进、业务拓展以及影响力传播的需求。

高级供应商会员资格证及徽章

它包含高级供应商会员资格证以及会员徽章。企业

可以将会员资格证上传（也可以打印）到任何需要

展示的场景中，作为向客户或利益相关方展示持续

改进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的证明，彰显行动绩

效、提升良好口碑。

品牌推广及展示（若会员企业授权同意的情况下）

新加入的高级供应商会员的企业名称将会被刊登在

的《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专刊》与《Sedex 采

购商会员新闻通讯》中，它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与了

解到您的企业，是一次精准、高效的曝光。

多重培训权益升级

高级供应商会员可直接晋级 Sedex 中国责任供应链

学院 – 学霸学员（普通学员需满足课程费用累计购

买达 5000 元才可晋级），享 Sedex 收费培训课程

9 折专属优惠。您可参加仅向高级供应商会员开放

的 Sedex 高级会员研讨会，讲座内容将紧密结合您

的日常社会与环境合规审核工作以及可持续发展的

专项议题。

企业工作场所体检报告

通过您工作场所的自我评估问卷、SMETA 审核报

告以及在线学习平台的综合情况，生成一份基于行

业标杆和固有风险的体检报告，评估工作场所的可

持续表现和风险，并提供针对性的行动建议。您的

客户可以通过 Sedex 查看该报告，了解您在责任商

业领域（如人力资源管理、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环

境管理等）的努力和成果。

解锁 Sedex 会员名录的增值功能

会员优享通道

该功能仅对高级供应商会员开放，您可以

通过其查看哪些采购商会员曾通过 Sedex 

会员名录查看过您的企业信息，有助于您

挖掘潜在的商业机遇，化被动为主动。

会员专享刊物

您将收到专为高级供应商会员定制的

《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专刊》以及

《 Sedex 法律法规资讯》，它是您第一时

间获知 Sedex 的培训、活动、会议、工作

坊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更新信息，获得了解

行业趋势、法律法规洞察的渠道。

影响力传播

对于 Sedex 主办的活动以及发起的项目或

倡议，您将优先获得邀请，并且有机会在 

Sedex 公开活动上发言、参与 Sedex 举

办的可持续发展奖项评选、参选我们的会

员董事、出现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等等，

这将为您创造更多影响力传播的途径。

高级供应商会员还将获得服务品质的提升，

您将享有优先激活会员资格，优先寄送会

员费发票(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以及其他由 

Sedex 会员服务团队提供的“加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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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对比

Sedex 会员名录增值功能

高级供应商会员资格证及徽章

Sedex 高级会员研讨会

企业工作场所体检报告

品牌推广及展示

Sedex 中国责任供应链学院

– 学霸学员晋级资格

定制培训优惠

行业资讯分享

法律法规更新

会员优享通道

会员权益

Sedex 责任商业数据平台

Sedex 自我评估问卷 SAQ

管理体系表现报告 MCS

e-Learning 在线学习平台

供应商会员三阶培训课程

多语言服务支持

Sedex 会员名录

Sedex 社区

Sedex 活动优先参与权

供应商（B）会员
高级供应商（B+）会员

高级供应商（B+）会员权益 & 供应商（B）会员对照表

Sedex 保留会员权益的最终解释权，若会员权益发生变化，我们将通过官网、邮件等官方渠道告知。

注意：Sedex 供应商会员（简称 B 会员）是仅仅针对企业需要管理其自身工作场所。若企业需要管理其自身工作

场所的同时还需要管理其供应链（暨供应商）则需要选择 Sedex 采购商会员（简称 A 或 AB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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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场景
十年前，当讨论供应链风险时，社会或环境问题远远不像今天这样重要。但是今天，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对供

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和变革之后，更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供应链最大的风险/压力来自社会和环境风险。

全球企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他们需要审视其供应链的可见度和透明度；其业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贡献程度；其经营管理如何满足多利益相关方的要求……积极引领这一转型，并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其战略

核心的企业，将会抓住更多市场机遇，获得持续提升，并保持长久运行。

面对挑战和机遇，Sedex 可以帮助您：

Sedex 可以帮助您

01. 平台 & 数据

数据分享、洞察风险

提升供应链透明度

02. 方法论 & 工具

了解企业在环境与社会议题方面的现状

建立更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体系

03. 培训、咨询与支持性服务

提升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节约时间与精力，专注于业务的运营

04. 资讯、生态圈与影响力传播

维护企业声誉

开展影响力传播

您面临的风险

满足客户要求

内部风险管控

国际贸易协定要求

新兴立法合规

企业声誉管理

资本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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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您还可以：

除 SMETA 审核报告、Sedex 自我

评估问卷外，您还可以在 Sedex 平

台和 Sedex 会员名录中上传您的工

作场所体检报告、高级供应商会员

资格证，向您的客户以及潜在客户

展示您在可持续发展与责任商业方

面的综合表现

打印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资格

证，展示在企业/工厂的显著位置。

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可以很好

地表明您的企业在可持续与责任商

业方面的努力

运用 Sedex 的新媒体平台、出版物、

报告、新闻、活动和奖项，提升您

企业的社会社会影响力和良好口碑，

获得更多关注和机会

在您企业对内对外宣传资料中（如

官方网站、出版物以及年报等）中

展示您的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身

份（如会员资格证、徽章、logo、

文字表述等），向您的利益相关方

表明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与责任商业

领域的积极行动和决心

通过 Sedex 为高级供应商会员定制

刊物、培训和活动，了解行业资讯、

洞察行业趋势，结识行业中的其他

相关方，拓展知识和人际网络

向您的潜在客户通过多种沟通渠道

（邮件营销、贸易网站、论坛、线上

线下活动……），主动展示负责任企

业的形象，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口碑



Sedex 高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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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构成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资格证由以下元素组成：

企业名称

会员资格截至日期

ZC 公司参考编号

加入成为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后，您将收到如下会员资格资料：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资格证

（竖版：1654 * 2480）

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徽章

（尺寸：354 *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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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ex 高级供应商会员资格证代表了您的企业致力于推动与提升企业自身在责任商业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意识与实践，提升相关绩效，也是您的企业加入 Sedex 全球责任商业社区的身份证明。它的商业价值和品
牌形象需要我们共同的尊重和维护。

使用场景

您的企业可以将会员资格证打印或复印，放置在需要展示的场合和
地点

您的企业可以在 Sedex 平台上传会员资格证

您的企业可以在企业网站、社交媒体、出版物、企业报告和年

报等公开传播途径中加上会员资格证

B

公司 关于我们 新闻 联系 搜索 登录>

<

新闻 1

高薪

年假

名企

新闻 2

新闻 3

姓名/职位

xxxxxxxxxxx

xxxxxxxxxxx

xxxxxxxxxxx

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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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会员资格证的错误使用方法

比例
变形

随意
改变
形状

随意
涂改

会员徽章的错误使用方法

比例
变形

改变
颜色

随意
涂改

注意事项：

1. 会员资格证不可以在产品、服务和包装上使用；

2. 不能利用本会员资格证从事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活动；

3. 会员资格证不能转让、不可编辑、不可修改、不可剪裁、不可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动；

4. 会员资格一旦过期就必须停止在任何途径中使用该身份识别卡，Sedex 保留追究其

  法律责任的权利；

5. Sedex 保留对本指南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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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edex

Sedex 是全球性会员制的责任商业平台，我们与供应链中的企业/机构一道，致力于提升负责任与可持续的

商业表现，在全球供应链中推进负责任的商业实践。通过一系列的工具、服务、指南、培训和咨询项目，

Sedex 努力推进商业、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平衡发展，并使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保持一致。

Sedex 运作着全球性的责任商业数据平台，同时拥有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责任供应链评估项目 — 

SMETA，它也是公认的用于评估供应链可持续性的方式之一。

为了更好地服务会员及更广泛的相关方群体，Sedex 在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智利、印度、美国、

芝加哥等全球多个城市设有办公室或办事处。 

Sedex 拥有超过 65000 名会员，他们遍及全球 180 个国家与地区，分布在 35+ 个行业中，如零售、服装

鞋帽、家居、食品、农业、金融服务、电子、汽车、包装、印刷、地产、化学、互联网等行业，其中包括世

界 500 强、国内外知名品牌、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以及供应链上的中小型企业。

任何类型或规模的企业都是全球供应链中密不可缺的一环，推进可持续与责任供应链的建设进程需要所有的

企业积极参与其中。一直以来，Sedex 不断升级与优化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助力中国的企业更加积极与主

动地开展可持续与负责任供应链的实践。

Sedex 简介

Sedex 会员

Sedex 价值体现
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对话 国际机构与企业对话 采购商与供应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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