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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的执行关系到一家企业如何酌情整合政策， 
并确保其恰当的结构、授权和内部执行能力。

• 一个计划的执行方案至少要包括将会采取什么行
动, 由谁来负责执行以及何时来执行三个方面。

• 界定主要行动——“做什么”，包括计划的可追溯
性、风险评估、供应商参与、采购控制系统的实
施以及监测、验证和报告。大豆工具包中的特定
细节对以上内容均有涉及。

关键要点

• 分配责任并建立内部支持体系—— “谁来做”，通
常还包括克服总部决策与机构其它部门员工意见
之间的 “脱节” 情况。

• 制定时间表——“何时进行”，包括在了解供应链
复杂性、供应商类型及数量的基础上, 设定内外部
的时限性目标和长期性目标。

图1：负责任大豆采购的五要素方法

五要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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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目的

本简报是 “负责任采购：大豆工具包”1 的一部分。它与负责任采购大豆五要素
方法中的“评估和计划实施方案”要素相关 (见图1)。承诺实行负责任大豆采购的
企业通常已经制定了政策, 设定了它们想要解决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及其希望达
到的目标。为了发展健全的政策承诺, 企业需要采取一些重要步骤, 对当前情况
进行分析并识别内部目标。执行计划是一种有益的资源, 可增加企业对战略、
步骤、责任及时间表的理解, 进而推动监测进展及进一步的审核。在这份简报
中, 作出承诺的企业可以看到五要素的摘要及很多有用的信息, 都是基于大豆采
购企业、工具开发者和非政府组织在开发大豆工具包其它要素中的评论及信息
而成。比如：企业如何制定一项执行计划使其政策承诺得以落实, 并促使其对
进展情况负责。

制定和使用执行计划的关键步骤、工具和方法

当企业考虑其现有的政策、程序和倡议时, 它们对承诺的执行更有可能成功。
因此, 计划执行工作需要酌情将其结合起来, 并确保恰当的结构和内部执行能
力。执行计划至少应该包括: 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由谁来负责执行以及何时执
行。更详细的计划还可包括投入什么样的系统及资源以支持每项活动。

1
表1 具有健全的大豆采购政策

大豆采购企业需要制定健全的政策承诺计划。大豆工具包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已经作出承诺的企业，因此
本简报侧重于如何计划现有政策的执行2，而非如何制定一项政策。总的来说，确保一项良好政策得以制
定的主要步骤包括：

1.  收集所有与大豆采购相关的承诺，并以此作为新政策的起点3 。 

2.  识别在大豆行业4及该行业讨论会上涉及的议题（包括社会、环境、经济、治理方面等), 或是那些可能
变得重要的、核心关注的问题等5。

3.  回顾企业为履行现有承诺所做的工作, 以及目前在供应基础上的业绩水平6。

4.  将企业的政策与竞争对手的政策进行比较, 以衡量工作业绩, 并确定可以合作的领域7。

5.  考虑总部与区域办事处、支持计划执行的团队之间当下的内部参与和一体化程度。

6.  根据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企业已经在做的事以及可实现的成就，给每一个议题设定目标。

7.  确保企业政策清晰化，其要素包括：要解决的问题、目标、应用范围、时间表、截止日期、 政策遵从
性的验证以及界定等。

8.  在企业内部交流政策, 并与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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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供应链的不同环节经营, 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和参与度各不相
同。认识到这种多样性，企业将能制定最有效的战略来履行其承诺。其中应考
虑以下方面：

业务部门: 下游企业也可以决定在大豆足迹较大的业务部门履行它们的承诺。在那里，企业将使用更多的大豆，然
后转移到其它业务部门。

雀巢企业: 负责任大豆采购12

“2018年，我们采购了约477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大豆产品用于宠物食品，雀巢子企业
普瑞纳在引领这一领域的负责任采购活动。”

嘉吉企业可持续大豆政策9

“我们将着眼于长期性、行业性和全局性的转变。我们将在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的同
时，推动直接供应链的变革, 包括我们的直接与间接供应商、客户、社区、政府、非政府组
织、学术界和其它必要的方面, 以落实我们的承诺。”

下游企业可以将大豆直采作为第一级实施，然后再根据不同层级大豆计量的成熟度，扩展到
注入大豆成分的环节。

玛氏企业大豆政策8

“世界上有70百分比以上的大豆种植分布在美国、阿根廷和巴西。我们最初关注的是巴西，
在那里，高度敏感的森林历来都被砍伐用于发展农业和养牛业。”

地理范围: 企业可以开始在高风险国家或地区落实其政策，然后扩展到其它采购领域。

供应链延伸: 上游企业可以先从其直接供应商开始实施，然后逐步扩大范围, 将间接供应商包括在内。

1级: 直接采购大豆及其衍生物

2级: 用于肉类生产的动物饲料

3级: 蛋类和乳制品

4a级: 加工食品中的肉类

4b级: 加工食品中的蛋类和乳制品

5级: 各种间接的大豆及大豆衍生物 (卵磷脂，个人护理中的副产品)

消费品论坛《可持续大豆采购指南 (Consumer Goods Forum, CGF)10

“建议企业对产品采购的辐射范围展开重要性评价, 以确定各自采购政策的适当范围。”

CGF建议使用大豆测量阶梯框架11来了解大豆可能出现在哪里, 并层层计划实施进度。

CGF大豆阶梯中的大豆足迹层级：

制定执行战略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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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行业倡议：塞拉多工作组 (Grupo de Trabalho do Cerrado – GTC)

GTC成立于2017年, 它脱胎于 Grupo de Trabalho de Soja（大豆工作组)，该工作组负责在亚马逊暂停大豆
的协议谈判。现在, 它已成为一个独立实体，负责商讨生产者、产业、消费品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协议条
款, 以及巴西塞拉多生物群落森林砍伐的禁止行动计划。

GTC的共同目标是“在短时间内尽可能消除塞拉多生物群落中的毁林现象, 使大豆生产与

环境、经济和社会利益相协调”。在这里, GTC将砍伐森林定义为当地植被的转换。

GTC的组织成员包括：

• 行业成员: Abiove, ADM, Amaggi, ANEC, Bunge, Cargill, Cofco, Glencore, Louis Dreyfus Company  

• 民间社会成员: Earth Innovation Institute, Imaflora, IPAM, TNC, WWF

• 生产者组织: Sociedade Rural Brasileira

• 政府及金融机构: Banco do Brasil, INPE, MAPA, MMA, Serviço Florestal

• 消费品企业 : 家乐福（Carrefour), 沃尔玛（Walmart）(资料来源：GTC简报-2019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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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和目标 指标实例 行动实例

目标1：确认所有大豆的来源

参见大豆工具包简报 2A

www.soytoolkit.net/element2

在2019年, 在高风险国家达到100百
分比的城市级可追溯性；

在2019年, 达到50百分比的农场级可
追溯性;

在2020年中期, 达到75百分比的可
追溯性；

在2020年年底, 达到100百分比的可
追溯性。

• 界定 “溯源” 的含义

• 从直接供应商处收集可追溯性信息

• 通过开放平台、供应商参与及自有程
序绘制供应链地图

• 设定并更新采购量 “已知来源” 和 “未
知来源”的指标

目标2：根据风险等级对所有大
豆来源进行分类, 并确定供应商
或行动区域的优先次序

参见大豆工具包简报 2B 

www.soytoolkit.net/element2

在2019年，确认风险及确定高风险
城市；

在2020年，确定优先参与的供应
商。

• 将政策要求转化成风险因素

• 评估供应商业绩

• 评估地理风险

• 对区域和供应商风险进行分类，并确
定行动优先级

目标3：与所有优先级供应商或
区域进行参与, 以兑现承诺

参见大豆工具包简报 3

www.soytoolkit.net/element3

在2019年, 制定一个以优先级供应商
和区域为重点的参与计划；

在2020年, 与80百分比的优先级供
应商进行参与。

• 确定在什么层级开始参与

• 确定干预的优先顺序

• 了解当前的实践及其差距

• 与供应商和不同区域及其行动进行参
与与协作

目标4：实施采购管理系统

参见大豆工具包简报 4

www.soytoolkit.net/element4

在2019年, 建立实施采购管理系统；

在2020年, 采购管理系统将覆盖大豆
产量的70百分比（例如，先在巴西开
始实施，然后转移到其它国家）

• 确定批准供应商的最低要求

• 确定被暂停的供应商重新加入的路径

• 制定并实施采购政策的执行系统

目标5：监测、验证和报告合规
进展情况

参见关于五要素的讨论文件

www.soytoolkit.net/element5

在2019年，建立监测系统并设定
KPI；

在2020年，发布第一个进度报告。

• 确定监测及KPI的范围

• 设计监测系统

• 实施监测

• 对内报告并采取行动

• 对外报告以提高透明度

无论采用何种策略确定执行方案的优先级, 企业都需仔细研究不同的执行方案要
素 (图1)。一个良好的执行方案需要设定硬性的关键指标, 以便能够逐步实现各
项目标。指标的确立必须遵循“SMART”原则（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
相关的和有时限的), 并且可用作监测和报告框架的基本结构。指标应有与其相
关的清晰行动方案（见表1)。

表1: 计划实施采购政策的成果与行动：要素、目标和实例

界定主要活动 —— “做什么”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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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负责任采购承诺涉及企业的多个部门, 包括采购部门、购买方、可持续部
门、高层领导、传播部门、销售部门和实地工作团队。在许多企业，总部 (通常
是做出承诺的部门) 的决策与机构其它部门员工的意见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脱
节”。因此，建立支持应是这一过程的核心部分。为使该政策得以执行，企业的
主要行动如下：

• 确定一名领导或一个领导小组，负责与所涉小组进行协调，并监测和报告进
展情况。

• 确保将负责任的采购目标纳入更广泛的业务采购战略，并设法将其纳入内部
激励措施，促使购买方履行承诺。

• 确定参与实施的小组, 促其从一开始便介入并提供支持, 以确定那些关键指标
及行动。

• 通过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活动，增强实施小组的能力。特别要争取购买方的
参与，因为它们是与供应商协同组织实施的。

同样重要的是, 企业需考虑何时邀请外部合作伙伴介入, 为方案的执行及本是供
应商应采取的行动提供支持。

基于对供应链的了解——包括其复杂性、供应商类型和数量, 确定内外部时限性
目标和长期性目标。截止期限应当有所紧迫但可实现。问责制框架倡议就时限
性目标提供了相应的指导：

• 与制止毁林及植被转换有关的目标, 要明确规定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履行承
诺, 同时还要认识到执行能力的差异性，强调包容的重要性（特别是小农), 进
而达到规模化, 实现持久变革。企业目标应参照适用性更为广泛的目标或指
标, 并与之相匹配, 如《纽约森林宣言》或现有的全行业承诺, 两者以较早者
为准。 

• 企业与人权有关的承诺, 要明确规定执行、监测和验证的时限性关键指标，
并认识到企业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充分尊重人权。

• 如果要对不同的产品组、业务部门或供应商级别 (例如直接和间接) 分阶段实
施, 则每个部分都得规定有时限性的时间表。这优先性排序法旨在优先处理
可能会对环境和社会造成不利影响的地区。

选派实施人员并建立内部支持 ——“谁来做”

制定时间表——“何时做”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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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迅速实施, 并付诸积极主动的沟通, 以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不合规现
象。因此, 沟通承诺以及如何实现这承诺至关重要。一家企业可以选择分享其行
动计划，以便有效促使执行伙伴参与, 使之与管理团队相结合, 或将他们所作努
力的讯息传递给市场。当然, 企业还可以选择将这些行动视为内部计划, 但有必
要设立一条明确的路径, 以实现计划中的关键指标。

企业可为外部交流编写一份执行摘要, 以适应不同的受众 (格式和语言有所不
同), 以更有效的接触到所有利益相关方, 特别是生产者。

实施方案应是一个实时文档。企业需要监测所规划活动的实施情况, 用其结果来
审核战略、更新计划，并在需要时调整关键指标和时间表。此外, 企业需要根据
目前可获得的最佳信息来制定计划。企业应该积极查明计划上的不足和缺点, 并
确认最新的工具和方法, 以有效更新计划。

沟通、使用和审核计划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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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及替代办法

参与各项举措的执行方案

为了有效履行承诺, 企业不仅与供应商接触, 而且也与其直接供应链以外的同行
及其它利益相关方接触, 就共同的战略达成一致, 更新政策, 提高效率, 并就共同
的挑战携手共进。在许多领域，企业还与其它供应链参与者开展竞争前合作, 使
得这些方法更为有效。在供应链全景或跨行业之外的活动, 可能会牵涉到众多参
与者, 包括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社区和生产者自身。

创造并识别机会是计划中的一项关键因素，企业因而可在更为广泛的行动中，
与其它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在整体或行业层面联接与协作。这将有助于增加规模
体系的数量，并解决单条供应链无从着手的问题。另外，企业还可创造机遇，
最大限度实现对当地的积极影响。

尽管如此, 对企业而言, 如何对涉及众多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计划负责, 以及如何
将一项举措的进展纳入关键绩效指标 (KPI)，仍将是一项挑战。有些倡议试图解
决供应链景观及行政管辖区的问题, 比如IdH经核实的采购渠道  (IdH Verified 
Sourcing Areas13); 美国商品和法律 (US Commodities and Jurisdictions14), 
景观标准 (Landscape Standard15) 等。而对于诸如软商品论坛和Cerrado工作
组等部门的倡议，我们期待其结果可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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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content/uploads/2017/10/201605-CGF-
Sustainable-Soy-Sourcing-Guidelines-
Second-Edition.pdf

11  https://www.theconsumergoodsforum.com/
wp-content/uploads/2017/09/201509-CGF_
Soy_Ladder_Framework_to_Measure_Soy_
Usage.pdf

12  https://www.nestle.com/csv/raw-materials/
soya-new

13  https://www.idhsustainabletrade.com/
publication/what-are-verified-sourcing-
areas-vsas/

14  https://commoditiesjurisdictions.wordpress.
com/

图片来源

第1页  Sima

第5页  Bildagentur Zoonar GmbH

第8页  Hryshchyshen Serhii

15  2019年，一份关于供应链全景倡议的专门简报将
会出炉，并整合大豆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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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帮助我们改善

欲知详情，请浏览以一下网站: www.soytoolkit.net

请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帮助改善此简报。(请邮件至 soytoolkit@profore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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