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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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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管理系统对大豆生产商进行法律、社会和环境
方面的筛选

• 巴西的一些直接大豆采购方设置了自动采购管理系
统, 以监测大豆生产中的政策不合规现象, 使它们得
以暂停采购不合规产品或采取其他行动

• 通过标明政策违规行为和设定停止购买或解决问题
的途径, 直接大豆采购商可以加速实施负责任的采
购政策

关键要点

图1：负责任大豆采购的五要素方法

五要素方法

• 这些系统需由与生产商有直接联系的人来实施, 最终
将帮助下游企业履行其承诺

• 这筛选过程可被视为促进生产商共同持续改善进程
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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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报是《负责任采购：大豆工具包》1，帮助采购环境社会可持续大豆的五要
素方法的一部分。其中, 要素4包括采购管理系统。采购大豆的企业可能制定了
负责任采购政策以降低与其生产相关的风险；采购管理系统则可以帮助筛选不
合规情况, 以便买家采取适当的措施。本简报概述了大豆行业上游企业可以采取
的关键步骤, 有效地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可监测生产层面不合规情况的系统。这将
触发行动, 不仅确保政策合规性，还可促进积极的改变。此系统主要适用于直接
从生产商进行采购的企业, 基于巴西监测评估大豆生产商的工具和方法而开发。
未来可以继续探索其它国家的资源。本文件中提供的信息可以帮助下游企业更
好地了解大豆供应商面临的挑战, 并借助采购管理系统阐明实施负责任采购政策
的潜在解决方案, 对下游企业非常有用。本简报将重点探讨关于供应商所需达到
的最低要求, 而企业如何持续改进参与进展将在简报3：供应商参与：与大豆供
应商合作实施负责任采购承诺中做进一步讨论。

简报目的

实施采购管理系统的关键步骤、工具和方法

负责任采购政策概述了大豆生产商需要满足的一系列社会和环境标准。该政策涵盖
的许多方面通常会超出法律要求, 例如其内容可能包含森林退化、其它类型自然栖
息地转换、保护高保护价值和高碳储量区域、保护人权、健康和安全, 土地所有权
和拒绝歧视（例如性别歧视）等相关话语。

采购管理系统旨在依据政策中直观的标准, 对生产商进行筛选；根据供应商的表现
触发具体行动。其最低要求应参考以下制定：

• 法律要求

• 大豆采购企业的承诺（例如, 在供应链中停止砍伐森林, 维护人权）

• 将监测纳入大豆生产商标准采购程序的技术可行性

• 企业将对生产商和供应链产生的影响 (积极或消极的）

• 促使生产商达到所有标准所需的支持

在巴西, 大型直接大豆采购商会对生产商和农场实行交叉检查。这主要是通过官方“
黑名单”（即表格方式）和地理信息（将空间信息覆盖农场边界）的模式进行。

表格分析包括检查供应商是否涉及以下法规：

• 巴西环境与可再生自然资源研究所 (IBAMA) 禁运的区域名单

• 劳动和就业部 (MTE) 的“奴隶般的劳工”名单

• 遵守巴西森林法2

地理分析包括检查供应商是否涉及以下区域：

• 覆盖原住民领土3

• 覆盖Quilombola领土4

• 覆盖保护区

这些标准涵盖对地域和非地域信息的分析。如果生产商被发现违反上述任何一个标
准, 该系统将自动防止采购批准。

决定最低要求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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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禁运名单

IBAMA 所提供的环境禁运名单列出了曾违反环境法律的农场和农户, 禁止它们在还没纠正其运作前在禁运
区域生产。大豆采购商可以根据这份名单对其供应商进行交叉检查。由于执法部门经常实地考察, 禁运信息
会每天更新。

目前有超过12个州级环境部门针对州级违规案例提供相似的平台。

请浏览 www.proforest.net/soytoolkit

https://servicos.ibama.gov.br/

MTE 黑名单

巴西劳动部提供了一份农场（和其他企业）的公开名单。这些农场或企业的工人曾从事奴隶劳动或类似奴
隶制的劳动，后被政府解救出来。大豆采购商可以根据这个名单对其供应商进行交叉检查, 该名单通常每月
更新一次。

采用这个名单是避免大豆供应链中强制劳动的其中一种方法, 而非唯一的途径。强制劳动的情况可能还会发
生在未被MTE发现的农场中。

http://trabalho.gov.br/noticias/4428-ministerio-publica-cadastro-de-empregadores-que-tenham-submetido-trabalhadores-a-condicao-analoga-a-de-escravo
https://servicos.ibama.gov.br/ctf/publico/areasembargadas/ConsultaPublicaAreasEmbargada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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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评估供应商是否遵守巴西法律情况的潜在影响 

巴西的法规框架可以使抵触条规的采购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对其供应链和融资活动中的所发生的环境和社会
不合规现象负起责任：

• 1988年联邦宪法 - 第192和225条

• 国家环境政策 - 第6938/1981号法律

• 环境犯罪法 - 第9605/1998号法律

• 联邦法令6514/2008  - 与环境有关的行政违规和处罚

其中包括银行、贸易商、食品加工商和零售商在内的多家企业已经由于采购或融资的产品未遵循国家法律而
被罚款和/或禁运。

通过采购管理系统防止非法行为：帕拉州的“绿色粮食议定书”

该议定书为帕拉州的商业粮食交易制定了标准和准则, 以防止有粮食从非法砍伐森林或有强制劳动的地区采
购。为遵守该协议, 生产商必须：

• 在农村环境登记处（Cadastro Ambiental Rural, CAR）注册

• 提交一个固定比率的合理的土地生产量, 以避免低估可用的生产用地而倾向于在其它需保护的本地植被区
域进行生产

• 未列入IBAMA禁运名单

• 未列入MTE强制劳动名单

• 在官方监测系统（PRODES）没有记录在2008年7月22日之后在亚马逊开展未经授权的森林砍伐

• 未因环境损害引起民事起诉, 如检察官办公室网页Amazonia Protege所列

通过向合规生产商购买大豆, 已签署该议定书并已满足其要求的的零售商和农业企业, 将被公开列入州级环境
部门、检察官办公室或ABIOVE网站。大豆采购企业需自费请第三方进行审计, 确保它们符合“议定书”的要
求。

有关该议定书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mpf.mp.br

以亚马逊大豆禁令为例, 许多大豆采购企业的行动已超越了法律要求; 根据它们
的政策承诺, 零毁林或零土地转换的要求也可被纳入最低标准。

http://www.mpf.mp.br/pa/sala-de-imprensa/documentos/2017/protocolo-verde-dos-graos-diretrizes-para-a-safra-2017-2018/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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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标准通常包括遵守法律要求或以上。例如, 巴西的大豆禁令采用了二元方法
对亚马逊生物群系中的大豆种植园进行森林砍伐评估。地理空间信息系统 (GIS) 
方法被用于监测特定城市的森林砍伐, 并将农场分类为“合规” (无森林砍伐迹象) 
或“不合规” (有森林砍伐迹象), 因此触发“购买”或“不购买”的决定。这个禁令有
一个联合治理机构, 由大豆生产商、贸易商、非政府组织和巴西政府组成的大豆
工作组管理和执行。 下面的流程图绘制了这个创新的实施机制。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www.abiove.org.br/

在收获季节对亚马
逊的大豆地理空间

信息进行监测

大豆工作组的责任

每个企业的责任

外部信息来源

强制劳动名单

IBAMA禁运名单

大豆工作组对报
告进行评估

列出不符合禁令
规定的地区

-2008年7月后
有森林砍伐的大

豆区域

收获季节后每年
一次的独立审核

频率：收获之
后每年一次

在收获季节对每一次采
购/融资进行监测和阻拦

频率：每一笔交易

超越法律要求的采购管理系统：亚马逊大豆禁令

超越法律要求的采购管理系统：亚马逊大豆禁令

http://www.abiove.or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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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了可用于评估供应商的潜在参考清单。这份清单并非详尽无遗, 而应遵
循企业的政策要求使用。这些要求需和企业的承诺保持一致, 但大豆工具包的主
题并不在此。即便如此, 在决定哪些因素需成为强制性要求且有数据库信息支持
的问题上, 大豆采购企业应该考虑他们的承诺主要关注什么（例如森林或原生植
被), 截止日期是什么, 需要报告什么 (例如需要监控关键绩效指标KPI), 需优先关
注哪些地理位置等等5。有些分析属于是非题 (例如，是否存在于现存的 
“黑名单”)，有些会更复杂, 需要进行地域分析 (例如森林砍伐)。

潜在要求 参考信息

没有违反法定环境要求
的迹象

IBAMA禁运名单，详见 ：https://servicos.ibama.gov.br/ctf/publico/
areasembargadas/ConsultaPublicaAreasEmbargadas.php

Chico Mendes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 (葡萄牙语为Chico Mendesde Conservaçãoda 
Biodiversidade, 巴西环境部的行政部门) 的禁运信息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icmbio.gov.br/portal/infracoesambientais/areas-
embargadas?id=4004:mapa-tematico-e-dados-geoestatisticos-das-ucs

州级环境部门禁运名单, 详见：www.proforest.net/soytoolkit

不涉及亚马逊非法森林
砍伐或土地冲突

Lista Amazonia Protege, 汇集了有关非法森林砍伐和土地冲突的若干不同来源的法律
程序，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www.amazoniaprotege.mpf.mp.br/

无强制劳动 MTE 强制劳动黑名单，详见： 
http://trabalho.gov.br/component/content/article?id=4428 

遵守巴西森林法 环境登记系统，每一个农村财产都需要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登记。首先, 企业可以
在法定截止日期后申请有效的农村环境登记证 (CAR)6。登记证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查
询：http://www.car.gov.br/publico/imoveis/index

没有覆盖原住民地区 原住民地区信息详见：http://www.funai.gov.br/index.php/shape

没有覆盖quilombola 
地区

Quilombola地区信息详见： 
http://acervofundiario.incra.gov.br/i3geo/geodownload/geodados.php

没有在亚马逊生物群系
砍伐森林

为了确保大豆不是在2008年7月之后被砍伐的亚马逊生物群系地区种植的, 被禁令叫停
的农场和生产商名单仅供签署方使用。有关大豆禁令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www.abiove.org.br/site/index.php?page=soy-moratorium&area=MTEtMy0x

森林砍伐官方信息和相关日期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询：http://terrabrasilis.info/
composer/PRODES. 此网站平台仅提供森林砍伐的汇集信息。特定年份的数据可以在
以下网站下载：http://www.dpi.inpe.br/prodesdigital/prodes.php 需GIS技能进行分
析。

每日森林砍伐警报由实时森林砍伐检测系统 (Sistemade Detecçãodo Desmatamento 
em Tempo Real - DETER, 葡萄牙语）提供, 供巴西执法部门使用。相关信息可在以下
网站查询：http://www.obt.inpe.br/deter/indexdeter 

没有在塞拉多生物群系
转换土地

自然栖息地转换官方信息, 详见： 
http://www.dpi.inpe.br/fipcerrado/

http://www.icmbio.gov.br/portal/infracoesambientais/areas-embargadas?id=4004:mapa-tematico-e-dados-g
http://www.icmbio.gov.br/portal/infracoesambientais/areas-embargadas?id=4004:mapa-tematico-e-dados-g
http://www.proforest.net/soytoolkit
http://www.amazoniaprotege.mpf.mp.br/
http://trabalho.gov.br/component/content/article?id=4428
http://www.car.gov.br/publico/imoveis/index
http://www.funai.gov.br/index.php/shape
http://acervofundiario.incra.gov.br/i3geo/geodownload/geodados.php
http://www.abiove.org.br/site/index.php?page=soy-moratorium&area=MTEtMy0x
http://terrabrasilis.info/composer/PRODES
http://terrabrasilis.info/composer/PRODES
http://www.dpi.inpe.br/prodesdigital/prodes.php
http://www.obt.inpe.br/deter/indexd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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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低采购要求, 自动评估大豆供应商可以将每次采购分为合规或不合规。不
合规的供应商会被立即禁止销售、暂停运营, 并给予机会让其改正以达到最低采
购要求。最终, 通过系统自动评估, 采购政策的直观要求将通过与供应商之间的
商业关系挂钩得以实施。在使用这一系统之前, 发现供应商不合规后的处理决定
非常关键, 可能会有发生误报的情况。因此, 需要设立一套机制, 使供应商在认为
系统错误时进行申诉。

Amaggi对生产者的要求

“(......）在AMAGGI，所有供应链 (100百分比) 必须符合社会环境标准。 未达成任何意向标准的供应商 
(......) 将被取消注册, 在改正状态或证明粮食原产地没有违规行为并完全符合企业制定标准之前, 不得与企
业进行商业交易。在这些情况下, 可持续发展领域将对该农村地产的社会环境状况进行风险分析，并可能
否决商业化7。

Bunge的采购管理系统，一个正在实践的例子

该企业根据巴西的一系列标准对大豆生产商进行分析，包括：法律要求和大豆禁令的不合规。多年来, 数百
家供应商被列入IBAMA禁运名单、MTE “黑名单”和大豆禁令封锁区域; 然后被系统阻止。

近年来被阻止的大豆供应商数量等信息可在以下网址找到：http://www.bunge.com.br

评估核实生产商表现：实施系统以落实采购政策02

http://www.bunge.com.br/sustentabilidade/2016/agricultura-sustentavel/promocao-da-atricultura-sustentav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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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和农业合作组织 (CFA) 下, Imaflora提出了一个监测框架，用于落实这样
一个系统8。框架中的一些关键步骤如下所示：

1.  验证并更新农民和农场名单

2.  使用可包含不同的合同类型及最低要求的采购流程模型

3.  根据文献、空间和补充分析, 制定暂停或取消暂停农民和农场的决策程序

4.  列出因不遵守规定而被停职的农民和农场名单

5.  记录在系统里重拾贸易合作的农民和农场，并提供技术理由和补充分析

企业应经常更新分析供应商和地理信息的数据库, 具体取决于相关数据的更新频
率。例如, 企业应每天在线参阅IBAMA禁运清单, 每年查阅大豆禁令一次。

在地理空间信息系统 (GIS) 的支持下, 农场坐标可与森林砍伐/转换的多边形区
块进行覆盖分析。如果在批准成为供应商之前, 大豆生产商已被要求在农村环境
登记处 (CAR) 登记，这也可以被纳入标准采购流程模型。CAR提供的农场多边
形区块, 可用与不同来源的森林砍伐/转换数据进行重叠9, 做更深入的分析。上
游企业 (贸易商) 自身通常都具备GIS运作的技术与能力。无论如何, 目前市面上
已存在多个可以运行GIS分析服务的提供商。

http://www.florestal.gov.br/

农村环境登记处：遵守巴西森林法的第一步

巴西所有农村地产合规的第一步, 是在农村环境登记处 (CAR) 进行登记。这是一个属于强制性的电子农村
地产边界登记系统。这系统的数据库在对于控制、监测和打击非法采伐森林和其他类型的原生植被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森林法的合规评估：实用指南》提供了更多有关巴西森林法的信息。

http://www.florestal.gov.br/
https://www.proforest.net/en/publications/assessing-compliance-with-the-forest-code-a-practical-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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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政策应当由每天都与大豆生产商联络的采购团队实施。企业在实施政策承
诺时, 若能清楚地辨认系统提示的不合规情况, 那便有助于帮助企业快速做出决
策 - 决策流程图的使用通常有助于完成这环节。同样关键的是, 企业需要确保
供应商只有在被确认假合规后才会被中止贸易。

当供应商违反必须服从的标准时, 这通常都会导致企业自动暂停采购或与该供应
商终止商业关系。单一地阻止采购和将不合规的供应商排除, 可能会给大豆采购
企业 (需要采购大豆但面临供应量减少的情况) 带来额外的阻碍；并且, 这无法
实际解决当地的社会或环境问题。事实上生产商总能找到采购政策相对较弱的
替代买家。因此, 当大豆生产商被采购管理系统提示时, 采购企业最好尝试确定
以下内容：

• 发现了什么问题？

• 潜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 是否通过进一步审查确认了违规行为（例如, 对自动检测进行单独评估，甚
至是通过现场评估来验证违规行为的严重性)？请记住：对于可使用卫星图像
识别的地方, 现场评估通常是次优选项。通过GIS所确定的森林砍伐的程度和
相对位置比在实地考察来的更精准。

• 这个问题可否在短期到中期内解决 (例如, 遵守巴西森林法的第一步：在农村
环境登记处登记)？

根据具体情况, 实现企业采购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方法, 应该是加强与
不合规供应商的参与, 提供支持以实现完全合规。供应商和买方之间可以商定具
有可衡量指标和合理时间表的行动计划, 以使供应商逐渐遵守买方的企业政策。
采购商应监控行动计划的实施, 重新评估供应商遵守政策的情况, 在供应商成功
满足最低标准时将其重新纳入买方供应链。

采购管理系统对下游企业的作用

这些良好实践和资源主要针对上游企业。它们已经在努力使它们的系统与客户的需求保持一致。下游企业也
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提出自己的要求, 建立在供应商要求的基础上并与之保持一致。它们应确保对大豆生产
商的最低要求保持一致, 并明确哪些要求超出最低要求范围且可以进行商业协商。与上游大豆买家达成一致
进行基本信息披露, 将有助于下游企业监督他们对大豆采购承诺的实施。企业的责任因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
而异：采购管理系统需要由与农民直接接触的上游企业实施, 这将有助于下游企业履行承诺。

开通渠道，让被中止贸易的供应商重返供应链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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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挑战和潜在解决方案

挑战 可探索的潜在方案

采购团队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让采购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采购
团队加强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和价值至关重要, 且需要完全投入它
的实施。

在采购团队的工作描述中包括负责任采购活动, 并纳入与负责任采购项目目
标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这种方法可授权采购人员实施负责任采购的
程序。同样重要的是, 企业需确保参与负责任采购活动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
时间、能力和明确的目标。

如果采购团队可以至少提供管理支持, 那自动筛选最低社会环境标准以决定
采购与否的过程即可落实。短期之内, 企业不必单独依赖独立采购商全力支
持负责任采购，但须知他们的支持对于企业负责任采购的持续改进和长期
可行性至关重要。

获得正确, 以及有质量的数据来实施
采购管理系统。官方数据库的公开
可用性和质量 (通常在决定将供应商
从名单除名时为首选) 参差不齐。

不同的生物群系、地理位置或国家可能需要不同的工具、数据和信息来
源。在此情况下, 保持信息透明度、披露系统局限性以及如何在中/长期内
克服这些局限性非常重要。如果可用的数据有显著误差, 导致误判, 则可能
需要包括额外的评估 (远程或在已有条件内), 要求提供支持文件, 并对生产
商和外部相关方开放建立申诉机制以审核评估。

提供一个由大豆生产商自行输入数据的在线电子商务平台会有所帮
助。Cargill目前正在推出一个类似的平台9。

不合规的农民或农场可以通过与大
豆采购商分享误导性数据来违反现
有制度。

IBAMA禁运清单和MTE奴隶式劳工名单均与地产业主有关; 然而, 业主并不
总是进行商业交易的人；企业该需确保系统里所存有的信息是来自同一个
业主。

采购系统必须在结构上对大豆生产商数据进行三角化分析, 以避免系统违
规。例如, 它应包括土地所有者和承租人的数据。它应该同时考虑表格和地
理分析, 也应考量到大豆产量与生产面积的比率 (生产量：生产面积)。

大豆供应商不参与合作，拒绝遵守
法律规定以外的标准, 只以竞争原则
进行销售。

通过供应商初步参与以提高认识，推动最佳实践，赢得农民忠诚度；为良
好实践提供激励（金融或其它）、创新的补助机制、买家之间的竞争前参
与。

供应商参与应涵盖社会环境方面，以及可对生产商收入产生积极影响的最
佳管理实践。这可以通过单独访问生产商、安排实地考察、组织研讨会、
支持生产商主导的现有举措等策略, 从而获得农民的忠诚度, 并与其发展长
期商业关系。

向大豆供应商展示遵守超越法律规定的长期利益。通过真实案例向他们展
示：这不仅可以降低风险, 还可以获得财务利益 (例如，将剩余的法定储备
金出租给需要弥补赤字的其它生产商)。

总体而言, 供应商参参与过程以与采购管理系统方法互补。有关该主题的更
多信息, 请参阅大豆工具包简报3  - 供应商参与：与供应商合作实施负责
任大豆采购承诺。

协同工作有助于在减少工作量和成本的同时, 实现更大的积极影响。拥有相
同供应基地的大豆采购商, 可以根据最低要求和持续改进指标进行调整。在
理想情况下, 企业将共同实施采购管理系统和持续改进计划。

协调不同供应链参与者的实施 企业若与在供应链里不同阶段的参与者讨论和协调采购管理系统的实施，
便可以实现更快速有效的政策落实。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3
https://www.soytoolkit.net/elemen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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