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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由Proforest编写的大豆工具包是Good Growth Partnership负责任消费项目的一部分。 
在此感谢全球环境基金通过世界自然基金会对此项目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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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可追溯性和供应链透明度

• 当企业在评估其生产端是否满足森林砍伐和其它环
境社会相关的采购政策时, 大豆的可追溯性是非常
重要的。

• 这是一个需要供应商长期参与的过程, 可能需要多
年才能实现在生产端的完全可追溯性。

• 企业越处于供应链的下游, 就越需要依赖上游供应
商所采取的行动来实现可追溯性。

• 可追溯性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 提高大豆供应链的
透明度, 包括生产方式和地点, 可被视为帮助企业采
取积极行动以履行其承诺的工具。

关键要点 简报目的

本简报是《负责任采购：大豆工具包指南》1的一部分, 
介绍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大豆采购五要素方法的第二要
素 (理解供应链风险) (图1)。

与大豆相关的风险大多数涉及其原产地和农场层面的
实践。为了更好地理解并管理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与
评估其负责任采购政策的实施进度, 企业需要确保产品
在供应链的生产端就具有可追溯性。这对于大豆, 这具
有复杂供应链的农产品而言有着一定的挑战性。

本简报将概述供应链和实施可追溯系统的大致过程，
介绍供应链不同环节上企业的主要挑战、工具和实际
案例。

图1：提倡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大豆采购的五要素方法

五要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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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供应链

大豆供应链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参与者和他们之间多元化的联系组成（图2)。了解其复杂性将有助于制定战略, 更有
效率的从原产地开始追溯大豆。作为植物油, 大豆被用于许多产品, 包括糖果和面包、水产养殖、人造黄油和蛋黄
酱等。大豆也被加工成豆粕, 作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来饲喂家禽、猪、奶牛、养殖鱼和肉牛。因此, 它也被嵌入在
鸡蛋、肉类和乳制品供应链中。除此之外, 大豆油还用于生物柴油。由此可见, 大豆存在于广泛的产品中。

因为考量到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 可追溯性2这概念在易腐食品和饮料行业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可说是司空见惯 
的3。这由一系列法律和倡议组成的系统, 可用于定义负责任采购中的可追溯性。

当法律框架不足以实现可追溯性时, 企业通常可采用自愿性计划, 如参与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GFSI)4 等举措来实践理
念。全球食品安全倡议可提供指导, 让在供应链中不同环节的参与者得到认证的识别。对于大豆而言, 大多数已被
开发的系统都是用于区分非转基因供应而已。

图2. 大豆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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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和战略来实施可追溯性。这些差异将取决于企业在供应
链中的环节、产品的多样性、监管和商业环境、以及他们履行承诺的不同策
略。所以第一步就是定义可追溯性的基本要求: 追溯的内容, 可追溯性的范围和
采用的系统(专栏 1)。

可追溯性和供应链透明度的关键步骤、工具和方法

专栏1. 可追溯性要求以及在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定义

定义“可追溯性”01

按照体量进行分类
并确认信息了解供应链 监测可追溯的大豆体量定义“可追溯性” 征询直接供应商

可追溯性要求 上游企业 下游企业

范围

哪些采购可被追溯？

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大豆的上游企业可能会
优先考虑那些风险较高的国家的可追溯性
工作。

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大量产品的下游企业可能
首先将可追溯性工作重点放在具有更多大豆
足迹5和链条较短或交易/转化环节较少的产
品上。

供应链范围

这间中包含着供应链的哪些
环节？

如果直接从生产商处购买大豆, 上游企业
可以追溯到生产端。如果直接供应商是中
介时, 上游企业需要与这个额外的环节进
行沟通, 以识别农场或生产区域。

下游企业可以将追溯到农场一级作为长期目
标, 但需要从直接供应商开始, 然后逐步增加
上游的供应链透明度。对于嵌入式大豆, 可能
需要探索其他途径, 例如要求直接供应商确定
城市/原产地, 甚至是州或省。

可追溯性系统

什么系统可用于注册/记录
原材料流通？

诸如负责任大豆圆桌会议 (RTRS)、Proterra和大豆禁令的自愿承诺等认证机构都有自己
的可追溯系统。巴西没有大豆的公共可追溯系统。企业可以开发或采用定制的可追溯系统
(例如区块链)。

监管链模式 选项包括

1) 分离：当产品可能无法追溯到单一来源, 
但是合规的部分与其他大豆分离; 和
2) 物料平衡: 当合规部分和其他大豆混合
时, 就记录具体的体积比例6。

除了分离和物料平衡之外, 下游企业还可以在
线上市场购买特定认证计划的信用 (账簿和索
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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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企业用什么样的方式了解供应链, 供应商的参与对于可追溯性计划的成功至
关重要。企业应与直接供应商8合作, 向他们解释为什么需要了解可追溯性以及供
应商应分享哪些信息。上游和下游企业所要求的信息类型不同。

上游企业可以获得农场位置（或巴西的CAR  - 农村环境注册9)，以进一步分析
农场与保护区、森林砍伐、禁运区域以及其他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关系 (专栏3A)
。通过CAR编号，企业可以获取农场边界的空间信息以及得知该农场是否遵守“
森林法”。这对于采购控制和监测系统非常有用。其他可能需要的信息包括：生
产面积 (公顷)、大豆生产力（吨/公顷)、土地使用权（所有者或承租人)。

下游企业需要了解它们与生产者之间有多少层的关系 (专栏3B)。对于拥有较长
和复杂供应链的企业, 该企业可能必须考虑供应商的优先顺序。企业可以考量到
各种因素如：采购大豆量、更高风险的来源、以及特定供应商的商业价值、独家
品牌或不太复杂的供应链 (例如, 拥有较少的大豆交易/转化环节) 来做出决定。
企业可通过采购团队获得的基本信息包括供应商登记和交易文件。

可追溯性需要供应链层面的合作 

和透明度。

 

2专栏 2: 基于政策执行方式定义“可追溯性”

产品细节

大豆认证（例如RTRS和Proterra）通常需要提供
农场端的合规性证明, 并要求一定容量的完整监
管链 (分离或物料平衡)。这里的“可追溯”通常意
味着保证大豆来自认证农场 (部分或全部), 尽管
不清楚是哪些农场7。

区域或法律倡议/计划

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生产、养护和包容”计划
等项目中, 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实
现市级层面的零森林砍伐目标。虽然这不是一个
可追溯系统, 但在这种情况下将供应来源与这些
城市联系起来就足以支持可持续的行动。

全行业方式

各个层面都有实行各自的行业举措, 因此对“可追
溯性”的定义不同。例如, 大豆禁令对可追溯性的
定义不是在于大豆来自哪里, 而是在于大豆不可
以来自哪里。它禁止来自最近被砍伐过的亚马逊
地区的大豆。

供应商参与

企业直接与供应商合作, 通过上一层供应商了解
更上层的供应商，直到他们最终有一定量的大豆
可以追溯到压榨厂层面、 其它整合的开端或生产
商。企业可通过供应商的信息追踪数量。

从直接供应商收集信息02

最后, 可追溯性的定义也受到企业履行其承诺的方法的影响。 
不同的方法意味着不同企业对可追溯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看法 (见专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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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供应链03
企业与直接供应商处收集足够信息后, 就可以开始绘制其供应链。

企业可以采用一系列的方式和工具：

适用企业 绘制供应链方式  如何使用 什么时候使用

全球下游企业 公开平台: TRASE

通过贸易企业将采购大豆的国家
与巴西大豆生产城市连结。

通过追踪直接和间接供应商名单中的流量, 
下游企业可以将大豆采购与生产区域联系
起来。这免收费的平台提供与大豆扩张可
能相关的的森林砍伐和其他环境和社会影
响 (例如土地冲突) 等风险情况。 
详情请浏览 www.trase.earth

这对于采购巴西大豆的企业非
常有用, 方便它们识别进口商
或进口国的企业。在巴西加工
的大豆尚未在该平台上进行追
踪。供应链追溯可以达到城市
级别。

下游企业 以供应商项目为基础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评估供
应商可追溯系统是否稳固，并以
此为基础进行提升。

收集信息, 了解供应商如何调查其供应
链、验证数据以及检查输出信息是否满足
企业要求。协调可追溯性信息具有挑战性, 
且通常需要外部支持。如果供应商没有相
关计划, 企业可能需要支持他们开发相关
计划。

对下游企业有用。供应商可能
已有供应链调查系统 (认证、第
三方计划、企业自发系统)。

上下游企业 开发自己的追溯系统，或采购已
开发系统

使用调查问卷从直接供应商处收
集供应商名称和/或地点和数量
的初始信息。可以指定企业自己
的员工来开展或通过第三方来开
展12。

贸易商和下游企业可以通过定制工具和问
卷调查, 与直接和间接大豆供应商合作, 追
踪大豆采购。为了追踪加工产品中的大豆, 
企业可能需要准备更复杂的问卷。当供应
商不愿直接与买家分享商业信息时, 第三
方的协助极为有效。它们可以与不同层面
的供应商合作, 收集信息, 为买家提供可追
溯性的汇总数据或KPI, 保护敏感信息。

此方案需要在供应链内进行详
细规划, 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因此当涉及的数量很大且供应
链相对较短时, 此方案最为有
效。

农场名称 去年 (XXXX年) 采购量 农村环境注册(CAR) 认证(如果有)

农场1 200,000.00 吨 GO-8768290-5BNHY6TGKS87652GHNSTU3 RTRS (认证号)

农场2 100,000.00 吨 GO-8768290-5BNHY6TGKS87652G765TU3 无

未知10 5,000,000 吨 无 无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类别 去年 (XXXX年) 采购量 供应商是否有追溯系统？            供应商可追溯性级别(%)11

供应商 1 贸易商 50,000 吨 是 90

供应商 2 食品加工商 20,000 吨 是 10

供应商 3 食品加工商 30,000 吨 否 0

专栏3: 巴西收集直接供应商信息的最佳实践案例 

A. 上游企业需获取的农场端信息

B. 下游企业需获取的农场端信息

http://www.trase.earth


4

7

大豆工具包 简介02.A

根据采购数量分类并核实信息04
可追溯 (根据企业对 “可追索” 的定义) 到生产/城市/地区层面的大豆可被归类为 
“已知"。无法追溯的大豆则被归类为“未知” (图3)。企业应确定可追溯的定义，
始终如一地使用相同的方法，以便监控趋势并清楚地汇报数据。

企业可能需要使用尽职调查流程核实供应商提供的信息。这主要是为了解他们
如何获取信息, 确定信息的准确程度, 信息的变化频率, 以及“可追溯”大豆数量的
分类标准是否保持一致。如果无法核实信息, 供应商可能需要企业的支持来改进
他们的系统。并非所有供应商都需要进行尽职调查。企业应根据供应链的复杂
性、现有系统和现有的核实流程, 只有在有较高信息不准确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才需要额外的尽职调查要求。 图三. 汇报可追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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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什么程度才足够?

实现可追溯性通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甚至需要到数年以上。企业需要制定计划, 
逐步提高供应链的可见度并持续下去。同时, 企业须铭记实践完全可追溯性并不
是最终目标。提高大豆生产方式和地点的供应链透明度, 主要是为了帮助企业采
取积极行动, 作为履行其承诺的工具。

专栏4: 企业汇报可追溯性指标的案例

大豆市场是动态的, 这意味着供应基础和采购数量的频繁变化。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 企业可以根据现行的购买模式13建立一个系统来定期更新和审查报告为“已
知”的数量。企业与直接供应商的定期沟通对于监测可追溯性的进展也很重要。

“已知” 数量在短期内随着供应基础的变化而下降是正常的。在这些情况下, 企业
需要了解原因并制定策略扭转趋势, 逐渐增加已知数量。对于报告, 企业可以根
据其政策、运输策略以及用于报告的平台, 采用不同的指标提供有关其已知来源
的更多信息 (专栏4)。

监测可追溯的数量05

Bunge 的可追溯性 KPI

追溯到在高风险地区农场大豆数量的百分比

追溯到中间商间接采购数量的百分比

碳信息披露项目的可追溯性 KPI

可追溯数量的百分比

指明可追溯商品的百分比

ADM 的可追溯性 KPI

追溯到农场在城市直接供应商的百分比

根据供应商类别采购数量的百分比

追溯到市级数量的百分比



8

大豆可追溯性和供应链透明度

主要挑战和替代方案

尽管大豆可追溯性已取得进展，但供应链的上游和下游仍存在一些挑战。解决这
些问题的主要挑战和替代方案如下。

从农场到贸易商/压榨厂的可追溯性

对于贸易商而言, 它们只能在直接与生产者那里进行大豆买卖时, 才可追溯到农
场一级。随着个体生产者和合作社为了能够更好地与买家进行谈判, 他们便投
资在更多的独立仓库, 导致贸易商和农场之间的层级越来越多。从中间商处购买
时，贸易商和生产商 (间接供应商) 之间可能会有一层或多层供应商, 阻碍了他们
对生产端的了解。在这些情况下, 了解直接和间接供应商之间购买量的分布是认
知供应链方法的关键第一步。

提高间接供应商可见度的途径包括：

• 合同条款表明需要实践可追溯性, 提供供应商开展培训, 让他们了解所需要监
控和报告的内容, 同时提供简单的沟通材料。

• 采用行业或区域范围的方法, 并涉及中间商和压榨厂/贸易商。“帕拉州谷物绿
色议定书” (Protocolo Verdede Grãoddo Pará)14 包含间接大豆供应商内容要
求, 指出当企业不直接从生产商购买大豆时, 他们只能与已签署该议定书的企
业仓库采购。

嵌入大豆的可见度

目前企业大多数大豆可追溯性的工作仅涵盖直接性采购的大豆。其实，大豆主要
被广泛用作饲养奶牛、猪、鸡、鱼等动物的饲料。因此, 下游企业开始尝试探索
豆粕的可追索性, 但他们对如何量化不同产品中的豆粕成分还缺乏认知15。

提高豆粕原产地可见度的途径包括：

• 消费品论坛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开发了一个衡量零售商自有品牌食品中大
豆使用量的框架16。这梯级似框架将企业进行分类, 通过该企业的阶级而分析
收集和报告可追溯性数据所需要的工作量。

由CGF推动并由大豆买家联盟和Proforest合作组织的项目旨在弥合大豆购买者
与实地生产者之间的差距, 共同合作找出大豆生产导致森林退化问题的解决方法
(...) 这联盟正努力在TRASE的支持下绘制关键采购区域, 探索有多重风险的区域, 
并帮助企业找到适合合作的举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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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帮助我们进步

致谢

欲知详情, 请参考以下网站： 
www.proforest.net/soytoolkit

请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帮助我们提高这份简报的素质。 
(发邮件至soytoolkit@proforest.net)。

Proforest借此感谢以下的人员和组织对本文档早期草稿的反馈和建议: 

中小企业供应商的支持

一般大型企业可能已经非常熟悉可追溯流程。但对于一些缺乏能力与资源的中
小型供应商而言, 这计划对它们既陌生, 又高成本。因此, 下游企业需要积极支持
中小企业, 帮助他们了解所需要的内容来开展自己的供应链调查工作。除此之外, 
若企业间的合作不涉及商业敏感课题, 中小企业可以让他们的下游客户与他们的
供应商直接联系, 以收集可追溯性信息。

待开发的技术

目前新兴的可追溯性技术正在开发中。其中的一些例子包括：基于云端程序  
(如：区块链技术18,19）和鉴定科学 (如：生物化学20和DNA分析)。一旦完全运行, 
这些技术就可以识别生产点, 并且具有不需要依靠信任唯一的中间方来收集数据
的优势。虽然如此, 追朔过程中的莫些过程仍需要依靠独立专业审计来作进一步
的分析。

这些技术正在开发中。他们依靠与供应商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利用云端程序, 
并通过咨询服务来建立生长地区的数据库21。无论选择何种技术, 获得供应商的
支持和合作以提供一套共同的信息仍然是成功的关键。

Joel Risso (Agrosatelite), Camille Arnaud, Sarah Sato, Susy Yoshimura (GPA) 
Lisando (Imaflora) and Rodrigo Spuri (The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proforest.net/soytoolkit
mailto:soytoolkit%40proforest.net?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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