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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商业表现，努力推进商业、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平衡发展。

Sedex 会员及各利益相关方机构共同组成了「Sedex 全球责任商业社区」。

我们运作着全球性的责任商业信息平台。同
时，Se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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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ex 持续为「社区」成员提供其他一系列的工
具、服务、指南、培训和咨询项目，并将这些内

关于 Sedex

为了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社区成员，Sedex 在全球多个城市设有办公室。我们在中国、英国、澳大利亚、

日本、智利、印度等地都设有办公室。

Sedex 全球分布

容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保持一致，
帮助任何有相关需求的企业/组织更从容地开展
可持续的业务，以此满足来自政府、客户、消
费者以及投资市场等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并支
持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 

致力于在全球供应链中推进道德和负责任的商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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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目标实现年

份越来越近，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和不可预知的天灾

人祸让目标实现变得越发困难。疫情加速了责任商业

的变革，政府、企业、不同性质的商业机构和组织都

将更紧密地合作，以共同加速推动 SDGs。

Sedex 全球责任商业社区的成员们，也始终以此为目

标，携手推进各项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实践与落地。帮

助社区成员实现其目标，也是 Sedex 的使命。

Sedex 全球责任商业社区

「Sedex 责任商业发展计划」可以更好

地帮助「Sedex 全球责任商业社区」的伙

伴持续推进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与项

目，特别是责任供应链端的绩效表现。

可持续发展 | 绩效表现

43 sedex.com

Sedex 会员、 国际组织、 专业机构、 行业协会、 高校、 媒体等不同维度的利益相关方共同构成了

「Sedex 全球责任商业社区」。

企业的责任商业行为，能够帮助企业减少运营风险、满足利益相关方需求、吸引高质量投资，是营造健康营商环境

的关键，也是促进全球贸易可持续性的保障，促进实现更广泛的商业价值。

Sedex 拥有超过 60,000 名会员，他们遍及全球 180 个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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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等等，其中包括世界 500 

强、国内外知名品牌，以及供应链上的中小型企业。

Member

* 点击此处查看 Sedex 全球会员

责任商业的重要性



责任商业发展计划

「Sedex 责任商业发展计划」 以责任供应链建设全流程为基

础，分为 7 个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适配若干 Sedex 产品与

服务，将供应链端的绩效与企业 / 组织的责任商业影响力传播

挂钩。帮助社区伙伴由浅入深，全流程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与

抗风险能力，进而提升品牌在可持续发展层面的商业声誉。

不论企业 /组织在责任商业的哪个阶段，都可以随时切入，衔接开展。

责任供应链认知意识工作坊
责任供应链政策 &

行为准则的编写与制定

SMETA

洞察报告
Sedex

系列工作坊
Sedex

年度全球峰会

责任供应链战略咨询（顾问制）

远程
评估工具

SMETA  内审核员
系列培训

雷达一期
预风险评估工具

SAQ

自我评估问卷
（可定制）

健康检查报告 标杆对比报告 数据分析报告
雷达二/三期

进阶风险评估工具
Sedex 责任商业
信息平台

Sedex 责任商业
信息平台系列培训

责任供应链项目
外包服务

供应链项目咨询
及能力建设

责任供应链
管理专题培训

Sedex

在线学习平台

法律法规分享
责任商业与

供应链趋势/动态分享

贸易互助计划 影响力评估工具
CSR/ESG

报告咨询服务

责任供应链影响力传播项目 跨界合作“工作室”案例研究与最佳实践

责任供应链“准备性”
分析诊断

意识与入门 1
起步阶段。帮助“小白”企业/组织树立责任商业/供应链意

识，并提供相应入门文件编写支持。

自查与评估 2
入门阶段。针对已经开展一定基础责任供应链建设的企业/组

织，提供专业的自查与评估方式，确认初步风险。

标杆与数据 3

衡量阶段。针对已常规开展责任供应链管理的企业/组织，对
接数据平台，配合数据分析及其他各类比对分析报告，提升
透明度。

引导与改善 4

改进阶段。针对有持续提升及项目定制需求的企业/组织，
提供在线学习平台及一系列培训、能力建设，合作开展议题
式项目。

绩效与影响 6

商业提升阶段。在既定责任供应链绩效的基础上，帮助企业/
组织在「社区」中扩展责任商业伙伴，并提供报告相关指标
改善提升的咨询服务。

65 sedex.com

洞察与分享 5
视野阶段。针对有拓宽责任商业/供应链视野的企业/组织，
提供国家/议题/法律法规/趋势等洞察分享，并定期开展会议
活动。

沟通与传播
影响力传播阶段。帮助有责任商业/供应链传播需求的企业/组

织进行影响力传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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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服务

在全新的责任商业形式下“重新”认识责任供应链。

分析责任供应链对于企业永续经营的支持作用与全新

定位，梳理其全流程，从历史成因到底层逻辑，再到

案例分析… 了解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责任商业绩

效表现的重要意义、中外企业发展差异，并根据不同

阶段的企业应如何开展责任供应链建设提出建议，以

配合实现企业自身的责任商业目标。

责任供应链认知意识工作坊

意识与入门

自我评估问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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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问题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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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内部，企业可以借助该问

卷来审视内部现有的运作流程、为执行第三方的审核

进行预先准备，结合相关责任供应链实践手册为内部

团队或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对应培训。从企业外部，

问卷的信息可以分享给客户以增加透明度，或被融入

到企业对外 ESG 方面的信息披露中。SAQ 目前具有 

12 种语言版本，并允许企业定制，来符合自身的需求。

SAQ 自我评估问卷（可定制）

自查与评估

自查与评估

雷达的开发理念是为了满足您自身工作场所及供应链
中的风险评估需求。它结合场所固有风险（国家、行
业、产品）和场所特征等多维度数据，帮助企业精准
定位其自身及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明确风险管控
方向，优化资源分配，有助于企业制定相应的改进
计划。通过多风险评估，匹配了企业/组织对了解工作
场所情况的需求，并帮助其提高责任商业表现。

风险评估工具（雷达）

全球性的责任商业数据交换平台，支持 Sedex 社区
成员更便捷地上传报告、存储、管理和分享责任商业
信息。人性化的操作、不断完善的功能、配套的评估
工具、多语言支持，能有效帮助您管理您的公司以及
供应链的责任商业表现，第一时间掌握供应链责任数
据，提升透明度。

Sedex 责任商业信息平台 

SMETA 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责任供应
链评估项目，也是 35+ 个行业普遍接受的审核方法和
参考实践。SMETA 以联合国国际公约、相关准则及
当地法律法规，作为其评估标准。同时企业也可以融
入其自身的相关要求定制使用。SMETA 聚焦在环境、
健康安全、劳动权益和商业道德 4 个模块，是企业供
应链合规建设的基本保障。

SMETA

自查与评估

自查与评估

Sedex 远程评估工具是一种尽职调查工具，通过视
频会议的形式深入了解工作场所的表现。它的设计
思路与 SMETA 审核保持一致，涵盖了劳动权益、健
康安全、商业道德和环境等领域。同时，当工作场所
无法进行现场评估时（如疫情期间），远程评估工具
会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远程评估工具

标杆与数据

Sedex 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的工具、服务、

指南、培训和咨询项目，并将这些内容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保持

一致，帮助任何有相关需求的企业/组织

更从容地开展可持续的业务。

工具 | 服务 | 指南 | 培训 | 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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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服务 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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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的用户界面、15 年以上的数据收集、交互式的

分布图和功能强大的控制面板，帮助您全面了解您自

身及供应链的责任表现。该工具提供多样的数据分析

报告，包含：全球统计和洞察、供应商分布、自我评

估问卷和审核数据分析、管理控制报告、性别数据报

告、工作场所员工构成分析，及环境相关报告等。为

了满足企业在责任商业活动中的不同需求，帮助其进

行供应链管理，我们会结合行业动向不断完善和推出

新的实用数据分析内容。

数据分析报告

SMETA 内审核员培训通过小组讨论、现场审核模拟、

角色扮演与案例分享来打破传统培训的枯燥乏味，让

学员们可以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知识并提高自身

审核技能，进阶式的培养内审员的独立审核能力，提

升内部审核团队的综合水准，从而帮助企业发现其自

身管理运作中的不足之处，不断精进。该课程适合不

同人群和企业的需求。

SMETA 内审核员系列培训

帮助企业推动整个供应链的持续改善，包括合规审
核、环境审核的指标改善等。提供持续改善的解决
方案，同时提供持续跟踪的现场专业指导和服务。

持续改善项目

帮助企业准确、高效地了解东南亚的供应链风险。
Sedex 提供的工具和方法能够预防和减少相应风险，
以便帮助企业做出更全面的商业决策，同时帮助企业
建立长期的、稳定的供应商伙伴关系。

帮助企业提升责任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以
人力资源管理、消防电力安全、危险化学品管理、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等为主题，帮助企业解决供应
链管理中的难点痛点，同时分享案例实践以及法律
法规的更新。

责任供应链管理专题培训

结合企业对供应链可持续管理的目标，协助企业策划供
应链可持续管理的整体项目，包括执行方案和流程，并
深入供应链端进行项目的具体实施和专业指导，从而帮
助企业更好地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升供应
链端企业自我管理方面的软实力。

标杆与数据

责任供应链的工作落地，往往需要企业内部相关团队
的全程参与，并且与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如供应商)开
展持续性的沟通与合作。该服务将结合企业的需求与
项目目标定制解决方案，并委派专门的项目经理协助
您的团队或者代表您的团队开展相关工作的落地与执
行(如与供应商的沟通与协调)，并定期以会议或报告
的形式帮助您了解工作的进展，从而节约您的时间与
资源，以专注核心业务的运营与开展。

责任供应链外包服务

在信息高频更迭的背景下，我们深知去芜存菁的重

要性。为了帮助企业更精准地匹配到责任商业下的

有益信息，我们的调研团队为 Sedex 社区成员定期

推送责任商业新闻资讯。同时，我们联合相关领域

专家，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洞察报告，按照不同的

课题和受众，帮助企业获得精准信息，以作为商业

决策的参考。

资讯与洞察报告

Sedex 联合专业的报告咨询机构，为有发布年度 CSR/

ESG 等报告的企业提供报告咨询服务，包括：报告策
划、撰写及相关指标改善提升，并提供持续改善的
解决方案，以更好地达成企业信息披露及对外沟通
的目标，满足消费者、投资者及监管机构等利益相
关方的需求。

CSR/ESG 报告咨询服务

Sedex 的全球责任商业社区为成员们搭建了一个良
性的，且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发声渠道。Sedex 全球
责任商业峰会 + Sedex 系列工作坊 + 全球社交媒体
平台 + Sedex 资讯 + Sedex 责任商业大奖等共同组
成了我们支持责任企业提升其声誉和品牌影响力的
沟通/传播方案。

责任供应链影响力传播项目

Sedex 定期举办全球责任商业峰会，足迹遍布欧洲、
美洲、亚洲及东南亚，串联各个地区的责任商业社区
成员，提供分享与共进的平台，协助影响力传播。同
时，Sedex 各地办公室亦不定期开展不同属性的工作
坊（如行业细分类、议题探讨类等），链接当地会员
及不同利益相关方，沟通协作，互助互利。

Sedex 全球峰会及系列工作坊

为企业提供适配于自身发展现状的责任供应链战略咨
询服务，并配有 Sedex 责任供应链项目专员，可驻
企业端深入配合需求的理解与沟通，将咨询方案与现
场运维相结合，帮助企业打造“一站式”责任供应链建
设，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在供应链端的绩效表现。

责任供应链战略咨询（顾问制） 

洞察与分享 绩效与影响

绩效与影响 沟通与传播

引导与改善

引导与改善

引导与改善

引导与改善

引导与改善

洞察与分享引导与改善

超越合规项目

东南亚供应链风险管理项目



当前挑战：责任供应链管理升级 — 更负责任地采购

项目服务

部分工具与服务适配：

Sedex 责任商业信息平台

   SAQ 自我评估问卷（可定制）

SMETA

风险评估工具

责任供应链项目外包服务

SMETA 内审核员系列培训

责任供应链管理专题培训

全球某超市巨头希望在其业务中践行责任采购政策，将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关注贯彻其采购的整个过程中，同时，
减少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Sedex 帮助其在一级供应商中推进责任采购政策，共同开发管理供应链责任商业绩效的 IT 程序，并为其供应商提供
相关的意识培训和能力建设课程，提高该超市巨头对其供应链环境及社会表现的监管，使其供应链更加透明，并获
得对应数据绩效。

案例分享：

Sedex 为企业和供应商提供了一个高效且易
用的共享平台，通过配套的工具与服务，帮
助企业跟踪供应链每个层级的绩效表现，克
服 “追溯性” 挑战，提升透明度，优化资源优
先级，制定行动计划，将责任商业战略推进
至供应链的更深层级，以收获更为行之有效
的责任商业决策。

解决方案：

           全新的社会与商业环境要求全球企业在传统供
应链建设之余，必须重新思考责任供应链建设的必要
性与紧迫性，以夯实供应链的抗风险与可持续发展能
力，中国企业尤其如此。

在 Sedex，我们相信企业可以成为给社会和环境带去
积极影响的领导者，进行负责任的采购，以确保在供
应链的每一层都能以更负责任的方式主动采购产品和
服务，且享有数据，帮助决策。

责任商业的推进迫在眉睫。而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由于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

同需求，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可持续发展

议题与任务。

中国 | 可持续发展 | 项目服务

Sedex 为中国企业服务十余年，我们深

刻理解责任商业在中国的变革与挑战，并

适配性地推出不同需求下的项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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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服务

当前挑战：风险管理与信息披露

部分工具与服务适配：

 责任商业与 ESG 入门工作坊

Sedex 责任商业信息平台

   SAQ 自我评估问卷（可定制）

SMETA

数据分析报告

CSR/ESG 报告咨询

ESG 报告影响力传播

当前挑战：责任供应链管理升级 — 超越合规战略

项目服务

企业对责任投资的理解程度不一，ESG 是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衡量工具之一，更是企业不
断完善内部治理及运作层面的管理体系，以
更好地践行责任商业的重要 “管理办法”。

Sedex 为企业开设了责任商业与 ESG 相关
的培训课程，帮助入门企业更好地开始全新
旅程。同时，我们为有 ESG 报告提升需求
的企业提供报告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把 ESG 

纳入责任商业战略和日常运营中，提升报告
的整体表现。

解决方案：

某知名中国企业，供应链组成为国内供应商 + 部分海外供应商。近年来其 ESG 报告的评分始终徘徊在下游，特别是供应
链绩效部分被评为 “不透明” 及 “无法佐证”。

Sedex 为其相关团队进行了管理方法的培训，同时帮助该企业将其自有工厂及核心目标供应商导入 Sedex 责任商业
平台，在进行 SAQ 及 SMETA 审核后，充分掌握供应链数据。随后，Sedex 帮助其进行数据展示部分的咨询，从原始数
据上升为更符合投资者需求的数据表达，提升其 ESG 报告水准的同时，逐步建立其供应商责任建设和风险管理能力。

案例分享：
部分工具与服务适配：

超越合规项目

持续改善项目

东南亚供应链风险管理项目

部分项目反馈
以「超越合规项目」为例：

国际知名品牌 1：

“谢谢你们在过去几个月里的出色工作。  通过这种能
力建设项目，帮助供应商了解他们的合规风险，并知
道如何管理它们本身。”

国际知名品牌 2：

“这个工具很实用，帮助我们的供应商更好地自我管
理和改善。”

参与项目的企业 1：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提高了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和
能力的同时，帮助公司建立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政策
和程序，通过不同的方式降低工作场所安全风险。”

参与项目的企业 2：

“公司对法律法规有了更好的了解，对项目提供了明
确的指示，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现在我们对需要
改进的地方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及如何纠正和预防这
些问题的再次发生。”

参与项目的企业 3：

“项目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开始改进，并给我们
提供方法和指导。”

结合企业对供应链可持续管理的目标，协助
企业策划供应链可持续管理的整体项目，包
括执行方案和流程，并深入供应链端进行项
目的具体实施和专业指导，从而帮助企业更
好地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升供
应链端企业自我管理方面的软实力。

帮助企业推动整个供应链的持续改善，包括
合规审核、环境审核的指标改善等。提供持
续改善的解决方案，同时提供持续跟踪的现
场专业指导和服务。

解决方案：

           新形势下，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全球课
题，特别是社会与环境方面的风险。因此，建立一
个完善的责任供应链管理体系，推动持续改善，以
避免潜在的商业风险，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至关重
要的。

同时，面对“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及企业供应链
向东南亚转移的需求，识别和管理供应链中的未知
风险，将是一项困难且耗时的任务。

「超越合规项目」融合了我们对于责任供应链管理
体系建设的洞见，以及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经验，帮
助企业在全新的商业环境中走得更为踏实。

           ESG 已经成为检验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试金
石。相应地，企业在 “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方面的
风险管控能力和信息披露水准已然成为企业在全新责
任商业环境下的重要组成。

Sedex 一直努力帮助企业以信息化和数据呈现的方式
实现 “超越合规”。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在全新的时代满
足责任投资监管要求，是我们思考的方向。



Sedex 的全球责任商业社区为成员们搭建
了一个良性的，且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发声
渠道。Sedex 全球责任商业峰会 + Sedex 

系列工作坊 + 全球社交媒体平台 + Sedex 

资讯 + Sedex 责任商业大奖等共同组成了
我们支持责任企业提升其声誉和品牌影响
力的沟通/传播方案。

解决方案：

部分工具与服务适配：

Sedex 责任商业峰会

Sedex 系列工作坊

Sedex 全球社交媒体平台

案例研究与最佳实践

Sedex 资讯

Sedex 责任商业大奖

当前挑战：价值传递与影响力传播

            随着责任商业的不断精进，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上的思考同实践也是越发丰富。各行各业，不同的领域与议题，
都是企业履责的 “战场” 。同时，诸如消费者及投资人等利益相关方，对于责任企业的亲和度也日益增长。如何提升
企业在责任商业部分的价值传递和影响力传播是一门必修课。

分布在 180 多个国家的超过 60,000 名 Sedex 会员，与为数众多的伙伴及利益相关方们相互支持、分享经验，传播
优秀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互助互进。

项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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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Sedex，

成为全球责任商业社区一员

携手共同推进责任商业进程

加入 Sedex

Sedex 价值体现

提升责任商业在供应链端的表现

进行审核与预风险评估  

获得供应链的透明度以支持 ESG

管理供应链数据并识别潜在风险

携手 Sedex 改善其自身以及供应链

合作伙伴的合规能力

负责任地拓展更多商业合作机会

树立负责任供应链品牌形象与声誉

加入 Sedex 全球责任商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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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成为 Sedex 会员，获得更多 Sedex 提供的工具、
服务、指南、培训和咨询项目。同时成为 Sedex 全球
责任商业社区的重要力量，取得「 Sedex 会员」标识，
展示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的同时，连同世界 500 强、国
内外知名品牌，以及供应链上的中小型企业，承诺开展
责任商业，推进商业、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平衡发展。

Member

加入 Sedex，成为全球责任商业社区中的一员，�
提升供应链责任绩效表现与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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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之声

来自 Sedex 会员

及利益相关方的声音 Esther Tsang

Responsible Procurement Manager - APAC

Natura & Co

       Sedex 为我们提供工具和平台，便于管理供应商的合规性，打造责任供应链。我们在无法进行审核的情况下，利
用 Sedex 开发的 Radar 风险评估工具对供应商进行尽职调查。基于 Sedex 的自我评估问卷而设计的员工统计报告，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员工的分布，包括性别、家庭作业、流动性等等。 Sedex 的责任供应链外包服务向我们的供
应商提供了个性化的支持，提供各种资源和参考资料，提高了供应商的参与度，并增加了整体的用户体验。 

Katherine Kang

Managing Director

Sunshine Fashion Accessories & Garments Co., Ltd

       Sunshine 从创立之初，就将负责任与可持续融入到企业的理念中，寻求产品价格、工艺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
相互平衡，与我们的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与推进可持续与负责任的时尚产业。在此前提下我们加入了 

Sedex 并有幸成为了会员，几年以来通过 Sedex 平台，我们收获了很多和我们有着共同价值和理念的客人及伙伴，
不但拓展了业务而且通过 Sedex 我们不断学习到新的知识，有机会探究更多更广泛的领域。Sunshine 也将继续通过 

Sedex 平台和其会员们一起努力，不断进取，在国际国内外贸市场形式严峻的情况下，砥砺前行，打造以社会责任
和可持续资源为己任的新型供应商，与品牌及同行共同发展。

Fredy Guayacan

Programme Manage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in Asia

ILO

       SDG 17 of the Agenda 2030 recognizes that partnerships between government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are 

needed at the glob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our collaboration with Sedex is a positive example of the kind of 

partnership that can accelerate the private sector’s contribution to the 2030 Sustainability Agenda.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建立政府、企业和
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与 Sedex 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推动企业积极参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携手做出
贡献的一个积极例子。

       负责任的供应链不仅正在重塑企业自身，而且也正在重新定义企业生态 — 从微观的劳资关系到宏观的全球化，
这些在 2020 年前后都会是“世代”级的区别！

梁晓晖 博士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