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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制定者和公民一道，努力制定国际规范，为各类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寻找循证解决方案。经合组织关于负责任商业行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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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为负责任商业做法在农业供应链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
通用框架。《指南》以《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
原则宣言》及《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等各类已出台多年的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为基础，并采
纳了这些标准的内容。从小农户、农民组织、合作社和初创企业到跨国企业的母公司和地方分支机构，从国有企业和国有基金到私营
金融机构和私营基金会，《指南》面向整个农业供应链中的国内和国际大中小主体。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mneguidelines.oecd.org/rbc-agriculture-supply-chains.htm

关于本报告
第一部分介绍了《指南》的背景情况，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方面的工作，以及这项工作对于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有何贡献。

第二部分介绍了2018年2月至2019年10月开展的试点活动，包括基线分析和进展分析、同伴学习网络研讨会和线下会议。这部分
内容还包括本报告采用的数据和信息的分析方法，以及该试点项目的局限性。

第三部分根据《指南》给出的五步尽职调查框架的结构介绍了整个试点项目的结论。该部分的分析还包括与基线数据的交叉比
较。这部分针对参与者如何实施《指南》中的建议给出了总体结论和具体结论，总结了从整个试点项目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有些经验
教训来自同伴学习网络研讨会以及试点项目参与者与关心农业价值链相关风险尽职调查推广的各类利益相关方群体召开的线下会
议。这部分还列出了企业在对风险开展尽职调查时可能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

第四部分对试点项目的结论进行了总结。

第五部分总结了对各国特别是对“加入国”（遵守《指南》的国家）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建议。

第六部分提出了试点项目之后的下一步工作。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rbc-agriculture-supply-chai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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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企业面临的压力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需要解决其供应链对社会和环境的损害，另一方面还要想

方设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设定的关键具体目标。与此同时，这些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大，包括资源
短缺，土壤和水质退化，气候变化，以及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110亿。《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
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指南》）提供了一个基于风险的尽职调查框架，用于识别和应对全球农业供应链
中的风险，帮助企业应对此类挑战。《指南》提出的建议得到了39个国家以及民间社会、工人和企业的认可。 
《指南》借鉴了《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及《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等现有标准，帮助企业满足国际社
会关于农业价值链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期待。

为了促进《指南》的实施，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8年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农业供应链上的企
业和行业倡议自愿参与。参与者来自价值链各环节，包括香蕉、牛肉、可可、棉花、乳制品、棕榈油、大豆、糖和
烟草等各类食物和非食物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加工企业。本报告第22页列出了同意披露其参与试点项目一
事的参与者。

除了评估企业如何解读和实施负责任商业行为及尽职调查原则外，该试点项目还希望帮助企业更好地
理解《指南》所建议的五步尽职调查框架。该框架有助于系统、全面地管理农业供应链中普遍存在的风险。 
试点项目还让企业有机会公开分享其在实施尽职调查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提出问题，分享解决不足和不
一致问题的办法。

本最终报告介绍了该试点项目的主要结论。报告总结了试点参与者发现的关于开展供应链尽职调查的
经验教训、良好做法和挑战，并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建议和下一步工作，以促进《指南》提出的建议在
农业领域的应用。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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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调整后基线

通过基线调查收集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剔除了三家没有对进展调查做出反馈的企业。调整后包含的所有
企业均对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做出了反馈，保证了可比性。

农业供应链

为消费市场生产农产品的过程涉及的所有活动、组织、主体、技术、信息、资源和服务构成的系统，涵盖从
农业投入品（例如种子、肥料、饲料、药品和设备）供应到农业生产、收获后处理、加工、运输、销售、分销和零售
等农业上下游产业。还包括技术推广、科学研发、市场信息等支持性服务。

商业伙伴

与企业存在商业关系的实体称为“商业伙伴”。 

商业关系

“商业关系”包括企业与商业伙伴、供应链上的实体及任何与该企业商业运营、产品或服务存在直接联
系的国家或非国家实体之间的关系。

下游企业

从事农产品收购、加工、流通和销售的企业，包括批发商、贸易商、运输企业、制造企业、纺织企业、生物燃
料企业、零售商及超市等。

尽职调查

企业识别、评估、减轻、预防及说明如何解决其活动实际和潜在不利影响的流程，是业务决策和风险管理
系统的组成部分。尽职调查涉及企业造成或促成的不利影响，以及通过商业关系与其经营、产品或服务直接
相关的不利影响。

增强型尽职调查

有“危险信号”的地点、产品或商业伙伴等高风险领域应接受增强型尽职调查。增强型尽职调查可能包括
对“危险信号”地点、产品或商业伙伴的定性情况进行现场验证。

减轻

“减轻”是指发生负面事件时为减少或消除损害而采取的措施。减轻措施可以在事件发生之前、之中或
之后采取，目的是减少损害程度。



预防

“预防”是指为防止损害发生或再次发生而采取的行动。换言之，预防措施是在损害发生之前采取的。

危险信号

可能需要采用增强型尽职调查流程的情况，此类尽职调查流程可能包括对危险信号地点、产品或商业伙
伴的定性情况进行现场验证等。

补救

针对不利影响提供解决办法。

风险

企业造成、促成或发生与之直接相关的对人类、环境和社会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基于风险的尽职调查

性质和程度与不利影响风险的类型和水平相匹配的尽职调查。需要开展的尽职调查的规模和复杂性应
由实际和潜在不利影响的严重性来决定。

风险管理

对潜在和实际不利影响的预防、减轻、补救。

利益相关方

利益相关方包括（可能）受到企业及其参与者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供应商

直接或间接为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所有商业关系。

上游/产地企业

从事农业生产和产地初加工的主体，包括农民（包括大大小小的家庭农场以及农民组织、合作社和私营
企业），以及投资土地并直接管理农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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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SO 民间社会组织
DLT 分布式账本技术
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MCG 快速消费品
FPIC 事先知情同意
GIS 地理信息系统
ILO 国际劳工组织
KPI 主要绩效指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RBC 负责任商业行为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UNGP 《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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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6年，在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处牵头下，经过为期两年的多利益相关方磋商，《经合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出台。《指南》提供了一个通用框架和全球适用的基准，帮助农业供
应链上的企业识别并减轻不利影响，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018年2月，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指南》执行试点项目，对《指南》的实际应用进行测试，了
解企业执行《指南》建议的情况。项目首先于2018年春对参与企业和供应链倡议进行基线调查，评价参与者已
经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指南》中的建议。《基线报告》1的调查结果以及与参与者的后续分析和讨论为确定
试点项目中其他活动的范围奠定了基础。这些活动包括一系列的同伴学习网络研讨会和线下会议。线下会议
上，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坐在一起，针对发现的问题分享经验，讨论解决方案。2019年春进行了第二次调
查，了解企业在实施《指南》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

本报告讨论了当前在全球农业供应链中实施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方法，展示了从试点项目取得的经验教
训，包括良好做法示例。报告还列出了企业及其利益相关方在自身运营及更广泛的商业关系中开展基于风险
的尽职调查以及解决潜在风险与影响时面临的主要困难。

农业供应链中的许多企业对负责任商业行为都有成熟的方法，但尽职调查策略通常由外部压力驱动

参与本试点的许多企业已经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本企业运营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并已采取行
动，通过做出强有力的政策承诺促进负责任商业行为。为履行这些承诺，确保高级管理层的问责，这些企业建
立了健全的管理体系和流程。基线调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基线调查之后，参与试点的企业继续加强对负
责任商业行为的承诺。这包括加大解决动物福利等问题的力度、将性别视角纳入尽职调查等。参与试点项目
的企业当中，那些采购或生产部分核心农产品（可可、棕榈油、大豆、糖、烟草）的企业对《指南》中建议的负责
任商业行为表现得尤为重视。

各企业强调，参与试点项目有助于自身落实承诺，不断改进尽职调查的做法。参与者在试点过程中采
取的具体行动包括在组织内部就参与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开展内部讨论，或制定实施新的规范流程和政
策。有几家企业表示，试点项目让它们有机会对照和借鉴其他企业的经验、工具和良好做法，从而不断改进开
展供应链尽职调查的方式。

不过，企业在参与该试点项目期间所做的改变大多受到项目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其中有企业
外部因素，如新法律要求出台，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力日益增大；也有企业内部因素，如商业战略的变化。

参与企业特别是快消品企业和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强调，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经常对涉及环境、社会和人
权不利影响的案例表示关切，很多时候，企业的行动是迫于这一外部压力。此类利益相关方对于促使企业解
决其负责任商业行为做法上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也可能驱使企业被动地优先处理个别问题，而不
是推广一种持续、全面的尽职调查方法，将重点放在解决给人类或环境带来最大风险的问题上。

公司在将政策承诺转化为实施行动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基线调查发现，许多企业拥有庞大且极为复杂的供应链，采用一系列不同的采购做法，对供应链各环节
的管理影响力或控制力也各不相同。例如，许多快消品企业和面向消费者的企业横跨多个农产品供应链，并
向全球各地的供应商采购，因此不可避免地面临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对于位于上游的企业，要与成百上千的
小农户打交道，确保充分识别和解决风险，需要大量的资源或创新。参与试点的企业中，有75%表示在一定程
度上从小农户手中采购农产品。投资土地并向供应链中的企业提供资本的金融企业可能没有能力评估其投
资组合中的所有风险。因此，按照《指南》的建议对各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行动进行优先排序是关键。

1 《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执行试点项目基线报告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aseline-Report-on-OECD-FAO-
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aseline-Report-on-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aseline-Report-on-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aseline-Report-on-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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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试点项目期间，企业针对怎样将承诺转化为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行动分享了很多良好做法和例
子。例如，建立收集风险相关数据和信息的内部系统，使用技术，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以及利用实地人员
来监测风险并为与供应商的合作提供依据。

尽管如此，与企业的政策承诺相比，将这些承诺转化为现实的尽职调查行动（例如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策略）仍然存在巨大不足。这种不足可以从图1中看出。这幅图展示了参与者的政策、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活
动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了《指南》所涵盖的跨领域标准和特定风险领域。试点过程中，许多企业根据《指南》的建
议做出了新的政策承诺。但是，企业政策承诺的落实常常不仅依赖于组织内部的认同和支持，还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价值链上供应商和商业伙伴的行为。

图1: 《基线调查》中政策、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活动涉及《指南》涵盖的
跨领域标准和特定风险领域的企业所占百分比，以及进展调查中的进步百分比

 

企业的承诺和行动与《指南》所提建议之间的差距在诸如粮食安全和营养、自然资源的权属和获取以及
公司经营的利益分享等问题上尤为突出。这些都是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问题，各利益相关方已指出，
这些问题对于农业供应链中的负责任商业行为非常重要。这些也是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需要考虑潜在的
矛盾（例如社区的土地使用与政府发展优先事项之间的矛盾），明确土地使用权，需要当地社区和工人的参
与。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缺乏有效的尽职调查方法，可能会给农业生产地区的社区以及在这些地区经营或采
购的企业带来潜在风险。这也突出表明，各利益相关方需要广泛参与，为针对此类问题开展有效的风险评估
和风险减轻工作提供支持。

系统性挑战要求与重要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

企业面临的某些挑战，例如自然资源的权属和获取、非正式劳工、童工问题以及对妇女和外来务工者等
弱势群体的歧视等，在农业当中普遍存在。对于许多企业而言，处理好这些挑战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维持
长期的“社会许可证”，在采购国开展经营活动，保护企业免受运营风险和声誉风险的影响。但是，许多企业也
认识到，由于存在更广泛的系统性和环境挑战，企业自身有效减轻这些问题所带来风险的能力有限。《指南》
建议在供应链各环节之间以及供应链之间开展竞争前合作。

虽然保护权属和资源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但在企业开展经营或采购活动的很多国家，法律框架尚未充
分解决权属和资源权问题。鉴于此，《指南》建议，即使在缺乏国家标准和准则的情况下，企业也应重视对风险
的直接管理并推广良好做法。这可能需要企业愿意与各类利益相关方团体开展交流与合作，并考虑与这些团
体建立创新型伙伴关系。

 

政策承诺

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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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企业已经与当地的民间社会组织（如非政府组织、工人组织）、双边和多边捐助方等当地合作伙伴建
立了合作关系，并通过实施多利益相关方计划寻求解决方案，解决企业在供应链当中面临的困难的系统性问
题。一些企业发现，与这些伙伴合作能确保企业制定的风险管理方法在当地条件下适合所识别风险的水平和
复杂性。企业还强调，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常常能为企业提供支持。

企业对行业计划或第三方平台的广泛依赖可能会影响有效的尽职调查

企业广泛依赖行业计划（例如审计和认证框架）、风险信息提供商或供应商监控平台来支持其供应链中
的尽职调查。许多企业利用行业计划来识别风险或确信潜在风险已减轻。《指南》认为，企业可以利用认证计
划和行业倡议来支持企业的尽职调查工作。确实，行业合作有助于提高收集风险信息的效率，也有助于风险
解决和风险减轻计划的实施。但是，《指南》也明确指出，企业仍然是确保其供应链尽职调查和风险减轻工作
有效性的责任主体，这种责任是不能外包的。试点项目发现了依赖行业计划带来的三个具体问题。

 • 首先，《指南》列出的企业可能在其供应链中遇到的问题非常广泛，行业计划采用的标准化框架很难解决
所有这些问题。当企业要解决的是具体地区或具体条件下的特定问题时，许多计划（例如与保证机制相关
的计划）采用的通用型方法往往难以满足需要。

 • 其次，大多数第三方计划没有详细说明供应链中存在哪些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在当地是怎样管理的。许多
计划注重的是确认标准（例如认证标准）是不是达到了，而不是将风险相关信息传达给企业。这使得下游
企业难以深入了解供应商如何解决关键风险，也使得企业很难与利益相关方（如政府、投资者和客户）分
享此类信息，或者对供应商施加影响，要求其做出改变或采取某些行动。

 • 最后，企业可以从广泛的行业计划中进行选择，支持其尽职调查工作，但是，不同的计划解决一系列不同
的问题，有些计划比其他计划更适合某些农产品或某些特定风险。这会给上下游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和
小规模生产者（如小农户）带来巨大的成本。

然而，应该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非农业产业独有，我们可以与其他行业进行一些比较。经合组织在矿产、
鞋服行业所做的工作注重与行业计划、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支持这些行业的计划与各自行业的尽职
调查指南保持一致。经合组织或许能够将这项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应用于农业。

企业在公开报告中提供的关于风险和尽职调查做法的有用信息还不够

尽管大多数参与企业具有成熟的外部报告流程，但在其公开报告中，关于供应链内的实际和潜在影响以
及《指南》所建议尽职调查步骤实施情况的内容仍然很有限。企业往往担心，披露此类信息可能对其业务产生
影响，尤其是影响到商业机密性和品牌声誉。但是，有用、及时、准确的公开报告对于包括企业自身、政府、投
资者、民间组织和受影响社区在内的外部利益相关方非常重要。公开地报告已发现的实际和潜在影响以及为
了识别、评估和管理这些影响而采取的步骤，不仅符合《指南》的建议，而且还有助于企业建立对其供应链尽
职调查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受影响社区的信任和信心。在适当考虑商业机密性、安全性和其他竞争性问题的
前提下，外部利益相关方可以更加清晰明确、连贯一致地向企业表示希望企业提供什么信息，从而帮助企业
改进报告工作。

建议重点改进的领域

这份最终报告重点介绍了企业为了对供应链各环节进行有效的尽职调查需要采取的措施。尽管困难
依然存在，但还是可以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弥补已经发现的不足，加强农业供应链中负责任商业行为原则的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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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建议

 • 拥有或管理着生产过程的企业应加强其解决供应链上游已识别重要风险的方法。企业还应尽可能与民
间社会组织、捐助方、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对当地文化和社会情况有深入了解的专家等当地重要利益
相关方建立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与第三方的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是《指南》所建议的尽职调查方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利益相关方继续推进尽职调查建议的执行，这应该是一项持续开展的工作和研究领
域。企业还可以利用本国的贸易、投资和发展战略促进尽职调查在东道国的推广。

 • 在整个尽职调查过程中，应更加注意可能受影响的社区的意见，以更好地识别风险、确定风险的优先级、
评估风险，更好地制定风险管理计划，并在需要时更好地开展补救行动。此外，企业应支持使用国家联络
点系统、法院和国际问责机制等现有的申诉和争议解决机制。企业还可以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建立一系
列尽职调查指标，跟踪企业在实地风险管理方面的进展。

 • 探索如何在供应链中推广《指南》的建议，例如，鼓励企业所属的行业团体使其标准和框架与《指南》保持
一致，支持与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展长期合作。下游企业应利用其作为买方的地位与（直接或间
接）供应商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确保供应商和商业伙伴有效落实尽职调查建议，包括将《指南》建议纳入供
应商合同。企业应认识到某些供应商可能自身不具备必要的资源或能力来执行所有尽职调查要求，因此
应提供支持，包括提供培训和开展能力建设。

 • 与贸易商、出口商、聚合商、商品交易所和产品加工商等供应链上的“关键点”或“控制点”开展战略性合
作。这项工作也可与业内同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例如政策制定者）合作完成，以加强对上游条件的了解
并加以改善。

 • 继续探索和利用新技术（例如卫星技术及区块链等分布式记账技术）来分析供应链，并识别、评估、管理
和监测风险及影响。经合组织区块链政策中心2以及《经合组织人工智能原则》 3可以为企业提供有用的 
资源。

 • 由于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之间只相隔一年，因此试点项目参与者可以自愿参加2021年初的后续评估，以
考察三年来取得的总体进展。这有助于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收集更多的有用建议和良好做法，与
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分享。

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 支持有关策略，解决困难的系统性问题，扩大农业领域尽职调查的实施。各项活动应尽量与现有平台和举
措对接，减少重复。

 • 从本试点项目、经合组织在亚洲推广负责任供应链以及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推广负责任商业行为的工 
作4、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负责任农业投资的工作（包括其总体计划）中汲取经验教训，促进对农业和粮
食体系的负责任投资5，挖掘协同效应和机遇，应对农业价值链中的共同挑战。应将这项工作与经合组织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相关工作对接，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各类倡议继续开展协调与 
合作。

2 “区块链对于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有何作用？”，经合组织（2019年9月）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s-there-a-role-for-blockchain-in-
responsible-supply-chains.htm。如需了解更多关于经合组织区块链政策中心的信息，请访问：http://www.oecd.org/daf/blockchain/
3 《经合组织人工智能原则》 https://www.oecd.org/going-digital/ai/principles/
4 “亚洲负责任供应链”计划是欧盟、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的合作项目，由欧盟出资，与亚洲合作伙伴一道，在全球供应链中促进对包括劳工权
利在内的人权的尊重以及负责任商业标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负责任商业行为”项目由经合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及欧盟共同实施，旨在支持符合经合组织、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文书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做法，促进欧盟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智慧型、可持续、包容
性增长。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globalpartnerships/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体计划概述: 支持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
umbrella-programme/en/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s-there-a-role-for-blockchain-in-responsible-supply-chains.htm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s-there-a-role-for-blockchain-in-responsible-supply-chains.htm
http://www.oecd.org/daf/blockchain/
https://www.oecd.org/going-digital/ai/principles/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globalpartnerships/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umbrella-programme/en/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umbrella-programm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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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虑在经合组织其他行业经验的基础上，支持开展一致性评估，评估农业产业各类计划与《指南》建议的
一致性。为加强全球一致性，各国政府可以鼓励行业计划参与经合组织牵头的一致性评估，或将经合组织
牵头的一致性评估的结果用于其公共采购和国家支持的融资活动，或者用于监测贸易协定的环境条款和
劳工条款。

 • 支持有关供应链风险和尽职调查的优质可比数据的收集、传播和报告，为企业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有效
依据。

 • 为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帮助民间社会组织更好地认识人们对企业的尽职调查期待以及民
间社会组织在支持企业与当地社区和政府加强合作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进一步推动《指南》执行的活动建议  

此次试点项目得出的结论和经验教训表明，要促进《指南》的执行，可以开展以下工作：

i. 对行业倡议进行一致性评估，以寻找办法，加强行业计划在落实《指南》建议方面的全球统一性和 
有效性。

ii. 为《指南》和尽职调查的实施进行知识分享，开发实用工具，包括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
iii. 研究分析农业供应链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指南》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何助益。此类问题可能有：气候变

化；实施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对小农户的影响；农业供应链当中的技术利用带来的风险；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有关的问题，以及关于尽职调查推广和影响的研究，等等。

iv. 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一项计划，利用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知识和能力来解决尽职调
查做法中的不足。该计划可支持正在进行的工作组和各个平台/计划之间的集体行动，以解决尽职调查中
存在的问题，推动建设负责任农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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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 景
《经合组织 – 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在多利益相关方农业咨询小组的支持下，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了《经合组织 – 联合国粮农组
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指南》），帮助企业遵守农业供应链现有的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指南》于2016
年出台，提供了一个通用框架和全球适用的基准，帮助农业价值链上的国内和国际企业、私营和公共企业、大
中小企业等各类企业减轻其不利影响，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指南》的制定是为了满足对农业领域负责任商业行为指南的迫切需求。随着农业产业不断发展，对农
业生产的投资不断增加，这一需求已然凸显。《指南》以《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
导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及《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农业和
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等各类出台多年的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为基础，并采纳
了这些标准的内容。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总体计划6还通过提高农业和粮食体系的负责任投资意识和能力来支
持《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指南》的执行。《经合组织理事会关于<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南>的建
议》的加入国已承诺促进在本国或更大范围内推广并广泛落实《指南》框架。本报告发表之时，已有39个国家7

做出这一承诺。

若《指南》得到有效执行，企业可以使用尽职调查流程来管理与其运营相关的风险，减轻自身声誉、运营
和财务风险。通过采用《指南》建议的五步尽职调查框架，企业还能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6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体计划概述: 支持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
umbrella-programme/en/
7 截至2019年10月29日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
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 、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

https://www.oecd-ilibrary.org/agriculture-and-food/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_9789264251052-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agriculture-and-food/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_9789264251052-en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umbrella-programme/en/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umbrella-programm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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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试点项目
2018年初，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一个由企业和行业倡议自愿参与的试点项目，对《指南》的

实际应用进行测试，并了解企业实施《指南》中建议的情况。项目成立了多利益相关方农业咨询小组，由美国
国际发展署牵头，并由企业、投资者和民间社会代表担任副主席。咨询小组通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秘书处对项目活动提供建议和反馈，并通过同伴学习网络研讨会与试点项目参与者交流。项目开展过程中得
到的收获也定期报送给咨询小组。

在整个试点项目期间，参与者都有机会分享各自的经验，并通过合作与互动的方式寻找落实《指南》建议
的良好做法。试点项目让企业能够在一个安全保密的空间内与同行进行深入交流，讨论供应链尽职调查中的
成功与挑战，相互学习借鉴。

本报告介绍了试点过程中的各项活动及主要经验教训。报告总结了项目开始以后企业做出了哪些改
变，并展示了开展有效供应链尽职调查的良好做法。报告还强调了企业在负责任商业行为方面仍然存在的不
足和挑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试点活动

基线调查
2018年春，参与试点的企业和行业倡议完成了一项基线调查。调查围绕《指南》的五步框架提问，评估企

业和行业倡议实施《指南》及其他相关国际标准的情况，了解农业供应链在落实尽职调查方面可能存在哪些
不足，有哪些改进空间。

基线调查的结果在2018年10月发布的《基线报告》8中进行了介绍。调查结果为随后的试点活动奠定了
基础，包括2018年秋至2019年夏举行的7次同伴学习会，以及2018年6月和2019年3月试点参与者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举行的两次线下会议。

同伴学习会和网络研讨会
试点过程中，项目参与者举行了七次在线同伴学习会。这些学习活动主要是为了解决基线调查中企业发

现的挑战和不足。

这些活动发现的最大的问题是企业政策承诺与此类承诺转化为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措施之间的差距。
项目围绕该主题组织了两次同伴学习会，讨论企业如何将五步尽职调查框架融入管理体系、流程和验证工作
当中。其他同伴学习会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供应链分析和可追溯性等其他重要问题上，以及了解与非正式、季
节性和家庭劳工相关的风险和良好管理方法。其他会议则讨论了怎样支持有效的尽职调查，例如探索企业在
加强与第三方合作方面的经验，金融机构在支持负责任农业做法中的作用，以及怎样利用《指南》推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等更广泛的发展目标。

每次会议都整理了可用于支持开展尽职调查行动的现有工具和资源清单，还寻找开发新工具的机会，
为企业提供支持。例如，试点项目期间成立了一个由四家企业和一个行业倡议组成的工作组，该工作组与经
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重点介绍了《指南》与陆地生物（第十五项目标）、体面劳动 
（第八项目标）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第十二项目标）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9

8 《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实施试点项目基线报告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aseline-Report-on-OECD-FAO-
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pdf
9 《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手 册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
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aseline-Report-on-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aseline-Report-on-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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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列出了所有同伴学习会涵盖主题。附件二列出了同伴学习会确定的可用于支持尽职调查的工具
和资源。

此外，项目还组织了三场网络研讨会，讨论试点期间开展的调查的初步结果，并明确根据试点项目的成
果可以开展哪些下一步工作。其中一场网络研讨会是与经合组织开展矿产、鞋服行业工作的团队一起召开
的，该团队与项目参与者讨论了怎样开展各类行业倡议与《指南》建议的一致性评估。有关一致性评估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本报告的第4步（第62页）以及“V. 建议”（第73页）和“VI. 试点项目之后：进一步推动《指南》执行的
活动建议”（第74页）。

线下会议
试点期间举行了六场线下会议，其中两场向所有利益相关方开放：

 • 试点项目启动会（2018年2月）：项目启动会讨论了试点项目的目标，确定了项目要解决的重点领域（例
如具体问题、风险和挑战等）。

 • 试点项目参与者线下会议（2018年6月）：这次会议讨论了基线调查的结果，提供了对基线报告的反馈，
讨论了同伴学习会的重点主题。

 • 经合组织 – 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圆桌会（2018年6月）：这是一场多利益相关方圆桌会，会
上，农业咨询小组、政策制定者、国际劳工组织、民间社会、研究人员、企业和行业倡议的代表做了报告和
发言。圆桌会议围绕农业供应链尽职调查的具体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针对试点项目下一步学习的重点
主题请参与者发表了看法。

 • 试点项目参与者线下会议（2019年3月）：为试点项目参与者组织的一场会议，讨论进展调查的结构，听
取有关试点项目进展和方法的反馈。

 • 试点项目参与者线下会议（2019年10月）：为试点项目参与者组织的最后一场会议，分享对项目的反
馈，讨论可能的后续行动。

 • 经合组织 – 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圆桌会（2019年10月）：试点项目结束时举行了一场圆桌
会议，与经合组织国家代表、民间社会、工会、研究人员和企业讨论了项目结论以及进一步推动《指南》建
议执行的下一步举措。

进展调查
2019年春，27家参与企业中的24家完成了进展调查。进展调查的目的是了解自2018年基准调查以来，企

业在实施《指南》建议方面做出了哪些改变，评价试点项目对于帮助参与企业理解和解决自身在尽职调查和
负责任商业行为方面的不足和困难有何帮助。

此次调查对“进展”的定义为参与企业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根据《指南》改善其尽职调查做法。项目没有预
期参与企业会充分采用五步尽职调查框架，因为《指南》也承认，尽职调查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完善。

与基线调查一样，进展调查也是围绕《指南》的五步框架构建的，并以基线调查中提出的问题为基础。进
展调查也包含了此前未包含在基线调查中的一些问题，以便更加细致地了解企业如何对待各种问题以及《指
南》提出的建议。

调查方法

本报告中的分析和结论取材自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的结果，以及整个试点项目期间与个别参与者进行
的跟进对话和七次同伴学习会的内容。参与者提供的所有信息均已匿名并以汇总形式进行分析。因此，本报
告中呈现的调查结果不指向任何单个受访者。



5

所有参与调查的企业对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中每个问题的回答都纳入了分析，但未必每个调查问题都
适用于所有受访者。一些调查问题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类型的企业或产品，或者可能不适用于某些参与者选择
的范围。这些因素已整合到本报告所呈现的分析当中，因此汇总结果仅总结了“适用”的答案。

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包括参与者的定量答案和定性答案。定量结果用于分析主要趋势和问题领域，提供
企业供应链尽职调查方法方面的数据。定性答案描述了企业如何在其供应链中开展尽职调查，其中进展调查
中的定性答案描述了基线调查以来发生或未发生改变的背景和原因。

本报告局限性

试点的各项活动旨在了解参与试点的企业根据《指南》建议采取负责任商业行为和尽职调查做法的情
况。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非常关键，通过这两项调查，能够收集关于企业做法的定量和定性数据，为试点项目
的活动以及试点结束之后可能的后续行动提供依据。但要注意的是，本报告捕捉并呈现的信息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首先，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之间间隔的时间很短。尽管许多企业在此期间采取了重要措施来加强其负责
任商业行为工作，但也有几家企业指出，许多改变要落实下去，需要的时间比这长得多。参与该试点项目的大
多数企业都是跨国公司，业务遍及多个地区，有些还涉及多个产品供应链。为尽职调查制定新的政策、流程和
框架需要时间，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漫长的内部协商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最终批准。不过，进展调查的设
计使其既可以捕捉到通过实施特定行动而发生的改变，也可以捕捉到可能会在试点项目结束后的未来引起
变化的一些初步因素。

其次，从农场企业到全球快消品品牌，从食物供应链上的企业到非食物供应链上的企业，参加本试点项
目的企业各种各样，大小不一。这使试点活动可以捕捉并呈现有关不同产业和供应链中企业的宝贵信息。但
是，参与组织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数据和信息的可比性。同样，一些企业选择在参与试点项目的整个
过程中保持特定的范围，回答调查提问时选择特定的问题、产品或地区。这样，这些企业可以更深入地探索主
要挑战，而不是对公司的所有业务面面俱到，但这也进一步局限了项目参与者之间的数据可比性。

最后，参与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的企业样本数量不同，降低了这两项调查结果之间的可比性。有27家企
业参与了基线调查，24家参与了进展调查。因此，项目将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获取的数据之间的所有比较都
进行了调整，以排除没有对进展调查做出回应的三家企业，只保留同时参与了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的企业，
确保可比性。

试点项目参与者

27家企业和7个行业倡议自愿参与了试点项目，并于2018年完成了基线调查。作为项目内容的一部
分，24家企业完成了进展调查。试点参与者包括全球消费者品牌、零售商、生产商、投资土地和农业项目的金
融企业、投入品供应商等食物和非食物产品企业，以及希望帮助其成员加强负责任采购的行业计划、协会和
合作社。项目中的大部分企业是大型跨国企业。中型企业和合作社也参与了该项目。

以下是同意公开其参与了《指南》试点项目的企业和行业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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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行业倡议
英联糖业 良好棉花倡议

非洲农业发展公司 全球甘蔗平台
阿霍尔德·德尔海兹集团 瑞士大宗商品俱乐部

味之素公司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
阿奎拉资本 负责任大豆圆桌协会

爱氏晨曦 瑞士可持续可可平台
多米尼加香蕉合作社 瑞士贸易和航运协会

拜耳
英美烟草公司

阿根廷牧业公司
赛梦

摩洛哥农业信贷银行
达能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爱尔兰果蔬贸易企业

日本烟草国际
玛氏箭牌糖果

雀巢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集团公司

荷兰合作银行
沙特农业和畜牧投资公司

森那美种植
先正达

图2展示了试点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位置。上游企业指农场企业、农民组织和合作社，或者是对土地进行投
资且对其所采购的产品的生产经营进行直接控制的企业。下游企业包括加工企业，批发商，食品、饲料和饮料
制造企业以及零售商。也有一些企业在供应链的上下游均有业务，这些企业在图2中表示为“上下游”。参与试
点的“跨领域”企业包括投入品供应商等企业。一些投资于土地和农业项目的金融企业也参与了试点项目。

图2：参与企业在供应链上的位置（仅限于参与进展调查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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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试点项目结论与经验教训

第1步：建立适应负责任供应链要求的强有力企业管理体系

主要结论与经验教训

 y 企业继续采取措施加强其对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政策承诺，并改善行动以兑现这些承诺。但是，企业对
某些领域承诺的落实仍然存在不足，例如粮食安全与营养、对自然资源的权属权利与获取，以及技术
与创新。

 y 企业不断加强政策宣传，并通过培训和激励措施加强能力建设，促进企业政策要求的落实。一半的参
与企业还报告，在试点过程中，高级管理人员对负责任商业行为的参与度得到提高。

 y 企业仍然难以将政策要求有效地传达给供应商、投资对象及商业伙伴，难以确保以上各方落实这些
要求。

 y 技术可以在支持尽职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试点项目中的多家企业正在调查其风险管理体系对技术
的使用情况。几乎所有参与企业都已经采用或正在考虑采用新技术来支持可追溯性及供应链风险评
估、管理和监测。

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承诺的进展
《指南》建议企业制定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表明企业致力于识别、解决和减轻供应链运营对社会和环

境可能产生及实际产生的风险。《指南》还列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建议将这些问题纳入企业的政策承诺。10基
线调查发现，所有参与企业都对负责任商业行为做出了政策承诺，但是也注意到这些承诺的范围存在差异，
各企业对于《指南》当中关于政策内容的具体建议的采纳程度也各不相同。

大多数参与试点项目的企业都报告，基线调查后加强了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承诺。尽管基线调查和进展
调查相隔时间很短，但几乎所有参与企业（88%）都通过了新的正式承诺或为此采取了行动。图3是试点期间
企业为加强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承诺采取的具体行动。

图3：进展调查中报告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承诺取得进展的企业百分比
 

10 负责任农业供应链企业政策示例，25-29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通过了新的政策承诺

讨论或初步考虑了 
新的政策承诺 

政策承诺没有变化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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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过程中，有75%的企业加强了关于《指南》建议的六项跨领域标准11的承诺，以及关于遵守所有适用
国家法律的承诺。这里面包括加强已有的负责任商业行为承诺，以及采取措施解决在试点项目开始时其负责
任商业行为政策未触及的问题。

图4：对负责任商业行为做出跨领域承诺的企业百分比，
包括在基线调查中触及每个领域的企业百分比，

以及参与进展调查的企业中此类承诺有所改善的企业百分比
 

企业政策承诺取得进展最大的领域是：i）与当地社区开展协商；ii）及时准确地披露与环境、社会和人权
风险及影响有关的信息；iii）评估和解决企业运营的影响。所有这些领域都是基线调查发现普遍存在不足的 
领域。

特别是与当地社区开展协商是企业认为应作为尽职调查重要步骤的跨领域承诺。在同伴学习会上，企
业讨论了为什么与可能受到企业运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本地社区合作对于企业持有运营的“社会许可证”
至关重要。企业认为，有必要制定良好的政策，有效传达给利益相关方，并将政策转化为有效的风险评估和
风险管理操作程序。企业还认识到，在跨不同产业和地区运营时，企业的总体政策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环境加 
以调整。

试点过程中，企业在落实《指南》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的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与基线
调查结果相比，企业的政策承诺在以下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尤为显著：i）动物福利，ii）性别平等，iii）治理。详细
情况见图5。现在，有80%以上的参与企业已经将这些问题纳入其政策，或已经为此采取行动。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性别平等是《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核心原则，《指南》也认为性别平等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因
素。几乎所有参与企业（91%）都对该问题做出了承诺，这对于实现全球发展目标非常重要。

农业供应链中的许多企业已就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健康与安全以及劳工权利做出了承
诺。但是，针对《指南》所强调的其他一些关键问题的政策制定工作仍然相对薄弱。此类问题包括粮食安全与
营养；自然资源的权属权利与获取；技术与创新。

11 《指南》建议的跨领域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是：i）影响评估，ii）信息公开，iii）协商，iv）收益分享，v）申诉机制 ，vi）性别。《指南》还建议做出遵守所有
适用国家法律的政策承诺。

遵守国家法律

评估并解决实际和潜在影响

提供申诉机制 

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

消除对妇女歧视

促进可持续包容性乡村发展 

与可能受影响的社区协商 



0 20 40 60 80 100

78%

96%

96%

100%

83%

79%

9%

73%

41% 13%

68%

52%

4%

8%

10%

9%

9%

基线 进展

9

图5：基线调查中针对特定问题采用了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的企业百分比，
以及进展调查中这些标准采用情况有所改善的企业百分比

试点开始时，仅有略超过半数的参与企业承诺遵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许多企业也承诺
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和《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但承诺遵守《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关
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三方原则宣言》）、《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
责任治理自愿准则》（《权属治理自愿准则》）和《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的企业相对较少。项目开始后，一些
企业（29%）报告，除了《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和《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外，已对《指南》中包含的大多数国
际标准做出了承诺。

《指南》考虑了所有这些已建立的国际框架，特别是《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12但是，许多参与企业承认
在参加试点项目之前不熟悉《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其他企业则表示，尽管以前听说过《负责任农业投资原
则》，但不太了解这些原则在尽职调查工作中的实际应用。

明确尽职调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企业对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思考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采用《指南》建议的五步尽职调
查框架，企业也能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试点项目让企业有机会了解《指南》建议的落实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各项具体目标之间的现有联系。

例如，以“解决政策承诺与实施行动之间的差距”为主题的首次同伴学习会结束后，试点项目期间成立的
一个由四家企业和一个行业倡议组成的工作组与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开发了一个实用工具，重

12 引言，范围，16-18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可 
持续利用

健康与安全

劳工权利

性别平等

人权

治理

动物福利

粮食安全与营养

自然资源权属权利与获取

技术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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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大的企业管理体系
企业可在其政策中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尽责调查

如何有助于确定和应对风险，避免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造成影响。强有力的管理体系有助于将对尽责调查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行动的责任纳入各部门的主流活动，并且在董事会
层面建立问责制。 

制定和实施应对已知风险的战略
制定和实施一项战略使企业能够化语言为行动。防范负面影响的积

极措施，包括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企业对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尽责调查可以促进以系统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面的进展。

报告供应链尽责调查
公开报告包括就已发现的风险进行报告。这有助于增强

负责任商业行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企业承诺的可
信度。

核实供应链尽责调查
核查使企业能够评价其尽责调查

的效果和影响，从而衡量可持续发展
目标方面的成果。

确定和评估供应链中的风险并进行优
先排序

通过分析运营状况和业务关系，
企业可以了解最严重的风险及其对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通过确定
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企业可以了
解哪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受到的影响最
大。风险评估进程有助于优先考虑风
险最严重领域的行动。

一项五个步骤的框架

10

点介绍了《指南》与陆地生物（第十五项目标）、体面劳动（第八项目标）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第十二项目标）
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13

图6：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步尽职调查框架

各农产品领域的政策承诺情况

表1显示了试点结束时，某些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企业或采购企业针对这些作物经常涉及的特定风险因素
做出政策承诺的情况。表中反馈来自部分试点企业的答案，这些企业大多为下游企业或快消品企业。

表中数据结合了这些企业在基线调查中报告的数据以及在进展调查中报告的在此前未触及领域做出的
改变。该分析基于针对部分农产品的细分分析，这些农产品是参与企业确定的核心农产品（由企业自身在跟
进对话中确定，或通过查看公开信息来确定）。该表未包含参与企业供应链中的所有农产品。

13 《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 手册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
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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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试点项目结束时，采购或生产（部分）核心农产品的参与企业当中针对特定风险做出了政策承诺的 
企业比例

 >70%  40-70%  <40%

政策承诺 可可 棕榈油 大豆 糖 烟草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评估和解决实际影响和潜在影响     

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     

与可能受影响的社区协商     

推动可持续包容性乡村发展     

提供申诉机制     

消除对妇女歧视     

人权     

劳工权利     

健康和安全     

粮食安全和营养     

权属权利     

环境     

治理     

技术和创新     

性别平等     

注：表中反馈包括来自部分试点企业的答案，这些企业大多为下游企业或快消品企业。表1中用于显示进展情况的数据使用的是经
过调整的基线数据，仅包括对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均做出答复的企业。

每种农产品下分析的企业数量如下：
可可: 5 家     棕榈油: 8 家     大豆: 4 家     糖类: 5 家     烟草: 3 家

如表1所示，所有五种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企业在将《指南》建议的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纳入企业政策承诺
方面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以下领域仍然存在不足：

i. 自然资源权属权利与获取：一些企业报告其政策在解决该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所有五种农产品均存
在不足。可可和棕榈油供应链企业的政策空白尤其明显，分别只有一家企业和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企业在
政策中涉及了该问题。

ii. 推动可持续包容性乡村发展：糖、大豆、可可、棕榈油和大豆供应链中的企业大约有一半（占40-60%）就
可持续包容性农村发展做出了政策承诺。

iii. 技术和创新：这仍然是企业涉及最少的问题。只有39%的企业在其政策中提及了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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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调整政策承诺的原因 
企业报告称参与试点项目对完善其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许多企业指出，并非所

有的政策更改都只是由于参与试点项目，其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包括：：

 • 新法律要求的出台：与供应链问题相关的法律要求日益严格，要求企业加强对负责任商业行为和供应链
尽职调查的重视。企业举了两个例子：法国的《反贿赂法》（《萨宾第二法案》）和《警戒责任法》。尽管进展分
析中未明确提及，但荷兰的《童工尽职调查法》已于2019年5月生效，该法规也将影响企业在其运营中对
待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方式。

 • 来自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压力：一些企业对政策进行调整是由于受到来自活动团体的压力，或者与指
出现有政策和管理体系中不足的民间社会机构开展了磋商。

 • 对现有政策的内部审查：许多企业已预先承诺要不断改进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和负责任采购做法。此
外，一些企业表示当时已经在修订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这是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工作内容。

 • 企业战略调整：还有一些企业报告称是业务需求和工作重点的变化促使其修订了现有政策。这些变化包
括企业活动扩展到新市场或新地域，以及与其他企业的合并和收购等。

与政策承诺有关的挑战和机遇：

 • 在解决自然资源权属权利与获取、粮食安全与营养以及技术与创新相关风险方面，一些企业仍然缺乏明
确的承诺。对于下游企业而言，与供应链的生产环节相比，这些企业的运营与上游发生的问题之间联系不
那么直接，因而在管理相关风险方面可以产生的影响力有限。

 • 对于直接监督生产过程的企业，将企业运营与《指南》所强调的某些问题的实际影响联系起来也可能存在
困难。尤其是当风险的严重性还取决于环境因素（例如国家或地方土地权属法规），或者项目的实施与负
面影响的显现之间可能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时，这种困难特别大。

 • 企业肯定了试点项目在支持其组织内部政策与管理体系改进上所做的积极贡献。但是，参与企业报告的
负责任商业行为政策的变化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驱动，而不是因为参与了试点项目。特别是，许多企业是
为了应对外部压力，尤其是来自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压力。尽管此类利益相关方在推动企业加强负责
任商业做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也可能意味着企业优先考虑的是带来最大压力的问题，而不是危
害风险最高的问题（后者是《指南》建议企业采用的优先排序方式）。活动团体通常针对企业开展“个别问
题”活动；这可能会导致企业相应地在风险优先排序上只关注狭窄的领域。

 • 企业采购某些已知具有特定风险的大宗作物（例如可可、棕榈油、大豆、糖和烟草）时，其政策承诺解决这
些风险的程度仍然不足。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是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和快消品企业。尽管这些下游企业与
供应链的生产环节隔了好几层，但缺乏解决此类问题的政策可能会给这些企业开展相关风险的评估和管
理工作带来困难，例如，有可能限制企业将尽职调查方面的期望传达给供应商并在合同中体现。这也可能
会向一些利益相关方发出信号，使其认为该企业对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视程度很低，因此不需要把解决该
问题作为重要工作。

 • 企业在基线分析和进展分析中都表现出对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极大重视。一些企业强调，
之所以重视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业供应链越来越普遍地
考虑气候变化问题。但是，企业指出，《指南》没有明确强调此类联系，包括没有说明企业政策应如何处理
这些联系，并且《指南》关于环境风险的内容不够深入。在未来的执行活动中，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
织可以强调在农业供应链中采用负责任商业行为对于企业减轻和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行动能提供什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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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 通过全面的企业政策应对相互关联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

一家参与企业选择了一个有限的问题范围来参与试点项目，仅关注供应链中的劳工和工作条件。项目
过程中，该企业采用了一套新的原则来推进可持续、负责任的农业。新的政策承诺旨在加速创新，支持其供
应链中的农民应对与环境影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

在这套新承诺中，企业认识到上游农民面临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是相互联系的，因此需要一个能
够更加全面地解决相关风险的政策框架。为做到这一点，该企业希望直接支持农民改善作物的种植和保护
方式。这种新方法还注重多利益相关方策略，在该策略下，企业不仅直接与农民合作，还与学术界和环境团
体合作，支持目标的实现。

支持尽职调查的内部管理体系  
建立强有力的内部管理结构对于政策承诺在企业内的有效执行至关重要。关键是要确保有充足的资金

和人力，确保高层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尽职调查目标的实现，同时建立清晰的内部报告结构，以促进不同部门
和团队之间的协调与沟通，确保尽职调查活动得到充分支持。

《基线报告》发现，从政策承诺到实施行动的转化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七次同伴学习会中，有两次是围
绕这一主题进行的（“解决政策承诺与实施行动之间的差距”上和下），目的是弄清企业面临的持续挑战，找出
良好做法范例。会议重点讨论了企业应对毁林、粮食安全与营养、土地权属和动物福利等特定风险的实例。参
加这些会议的企业和行业倡议认识到，要确保政策有效落实，为开展尽职调查建立强有力的管理框架是必不
可少的第一步。

插文2： 建立务实管理框架，弥合政策差距

一家参与企业介绍到，由于民间社会组织对供应链中风险和影响的关注，促使该企业修订政策，调整
内部管理框架，确保将政策承诺转化为切实的程序，一旦内部团队发现风险，便可按照这套程序对风险加
以管理。

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面的框架，使该企业不仅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关于不利影响的指控，而且
最终能够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来推动各供应链的改变和合规性。为了促进管理框架的落实，该企业制
定了内部准则，阐明本公司的“总体”期望，并支持企业中负责各个供应链的采购团队将其转化为应对风险
的不同策略和切实措施。

试点项目开展过程中，各企业总体上都加强了内部尽职调查管理体系。各企业报告，自基线调查以来，主
要发生了以下变化：

 • 安排更多资金，支持尽职调查：在基线分析中，一些企业表示，为开展尽职调查安排的预算有时不够，并且
不同年份之间常常缺乏稳定性。自基线调查以来，许多企业的预算没有变，但是有四分之一的参与企业表
示为这项工作安排了更多的资金。

 • 为员工和供应商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加强对政策要求的遵守：基线调查发现，负责任商业行为方面的培
训在企业中的优先级有时不是很高，但是进展调查发现，有71%的企业报告称已经开展或考虑开展新的
培训。不同企业的培训重点也不尽相同，但劳工和人权往往是重点。

 • 加强了企业内部的沟通和报告结构：进展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参与企业报告称，企业向内部各利益相关
方的政策传达得到加强。

 • 加强了高级管理人员的参与：一半的参与企业报告称，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供应链
尽职调查方面的问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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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3：建立明确的责任和报告结构，更有效地支持政策承诺在企业内的落实

一家企业将可持续性作为企业战略的组成部分，在董事会层面牢固确立了可持续性的地位。在该企
业，统筹可持续性工作的是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力资源、技术和可持续性的成员，以及公司的健康、安全和可
持续性职能部门。为支持运营层面的落实工作，在公司结构中进行了清晰的职责划分，并通过重要性分析
确定了关键活动领域，还在整个供应链中制定了非财务目标和绩效指标。这样的公司政策确保可持续性原
则在业务运营中得到牢固确立，并通过管理体系、委员会和流程得到实施。

控制系统与透明度系统以及与商业伙伴的合作

如图7所示，在试点项目过程中，有29%的企业采用了新的系统来跟踪和记录与尽职调查工作相关的信
息，近半数企业正在考虑实施新的系统来管理供应链尽职调查信息。这表明参与企业更强烈地意识到需要加
强对尽职调查信息的管理。

图7：试点项目过程中采用新的内部系统来跟踪记录尽职调查信息的企业百分比

做出新政策承诺的企业还采取措施将这些承诺传达给业务上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图8显示，有36%的参
与企业在与供应商、投资对象和商业伙伴的合同性协议中包括了新的政策要求。如图9所示，自基线调查以
来，同样数量的参与企业还开始要求供应商、投资对象和商业伙伴在其自己的商业协议中包含相同的要求。 

采用新系统

自基线调查以来无变化

评估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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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试点项目过程中与供应商、投资对象或商业伙伴签订的合同中包含
新政策要求的企业百分比

图9：报告要求供应商、投资对象或
商业伙伴对自身合同采用相同标准的企业百分比

一次同伴学习会围绕“金融机构在支持负责任农业做法中的作用”探讨了金融机构建立内部管理体系支
持供应链尽职调查的方法，例如建立强有力的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支持对所供资活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进
行管理，以及监测和评价农业领域气候变化、性别、自然资源管理等工作的影响并为能力建设奠定基础。金融
机构报告称正在制定更具体的程序和准则，支持客户实施风险管理措施。这些程序和准则可能包括改善能源
效率、灌溉用水和废弃物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指导原则。

这可以支持客户应对某些环境特有的可能影响当地农业生产的挑战，例如干旱和其他不利气候事件。

包含新政策要求

未包含新政策要求

其他 

是

否

部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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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科技支持尽职调查
几乎所有企业都报告为尽职调查采用了新技术或就此开展了评价工作，以支持可追溯性以及环境和社

会风险的评估、管理和监测。一次同伴学习会探讨了企业如何利用一些现有的技术工具支持尽职调查目标的
实现。各企业在同伴学习会上以及进展调查中提出的工具包括：

 • 区块链：已有七家企业采用了或正准备采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来支持供应链中主要农产品的可追溯
性。目前基于区块链的可追溯技术正在橙汁、乳制品、蛋和烟草等产品上进行测试，以提高这些产品的可
追溯性。参与企业认识到，使用区块链技术本身并不能取代尽职调查。尽管如此，企业发现区块链技术的
应用有助于企业向客户、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有关其产品出处的信息，这反过来提高了产品的
商业价值。利用区块链技术加强可追溯性可以纳入企业现有的供应商和次级供应商绩效跟踪方法。供应
链复杂的企业可以借此建立垂直整合的追溯系统。通过这些系统可以加强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以支持
尽职调查活动，例如识别供应链中的危险信号和高风险问题。

 • 卫星监测：一些企业利用卫星图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来跟踪供应链中的主要环境风险，以此实
现负责任商业行为承诺。插文5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 移动应用：手机应用可以用于实现多种目的，从收集生产数据、建立移动支付系统，到收集和解决供应链
中工人的不满，不一而足。插文6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 数字化记录保存：几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企业强调需要加强重要信息的及时传递，以支持公司一
级的决策。一些企业报告称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系统，从纸质文档转换为在线或数字记录，以加强整个组
织内的信息共享。

插文4：如何使用卫星监测加强负责任采购承诺

一家企业讨论了自己如何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合作，利用卫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来跟踪棕榈
油生产给土地覆盖带来的变化及对森林覆盖的影响。卫星监测可以识别和监测重要毁林地区，生成有关环
境变化的重要信息，支持企业对高风险区域进行优先排序和评估，并与供应商合作管理风险，防止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这家企业承认此类遥感技术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与棕榈油生产相关的社会问题方面，例如侵犯人
权、糟糕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作用有限。但是，该企业认为，这项技术提供了一种重要手段，通过
将其与密切的实地监测相结合，可以实现100%“负责任”棕榈油采购的承诺。

插文5：利用移动应用监测农场风险

一家全球企业推出了一个改善农民相关数据收集方式的移动应用程序，先在巴基斯坦进行试点，然
后在其他十个国家推广。该应用程序监测衡量可持续性指标，替代了传统的文书工作，节约了实地技术人
员在可持续性监测上花费的时间。该企业发现，该应用程序及其收集的数据有助于更好地履行可持续性承
诺，确保供货农场遵守相关标准。例如，在该应用程序的帮助下，该企业发现了供应链中与毁林和劳工标准
有关的一些问题。于是，该企业得以针对性地制定减轻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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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机制
申诉机制提醒企业出现了偏离标准的情况，有助于识别风险和不利影响，特别是那些尚未充分触及或考

虑的重要风险。《指南》建议，申诉机制应便于工人及所有可能因企业不遵守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而受到不利
影响的人使用。14

基线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88%）都做出了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申诉机制的政策承诺。但是，
企业落实此项政策承诺的方式还是存在差异。超过半数的参与企业报告称建立了正式的申诉程序，内部和外
部利益相关方均可使用，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承认缺乏接收和解决外部利益相关方申诉的正式程序（反
之，针对企业员工等则可能已经建立了解决申诉的流程）。

自基线调查以来，有33%的企业对其申诉机制做出了调整。许多调整其申诉机制的企业在想办法扩大机
制的覆盖范围，以便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在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一机制提出申诉。

与内部管理体系和申诉机制有关的挑战和机遇：

 • 企业已承诺跟踪和维护有关其尽职调查做法的信息，并将其期望传达给供应商、投资对象和商业伙伴等
重要利益相关方。但是，这些承诺的落实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商如何建设自身的标准和体系，在
自身以及其供应商和商业伙伴的运营中推进。随着企业对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承诺不断加强，至关重要的
是，企业必须确保其供应商、投资对象和商业伙伴参与进来，满足该企业对于提供数据的期望。将明确的
要求写入合同性协议是企业实现此目标的第一步。与供应商合作，通过培训等形式增强供应商的内部能
力，也有助于与供应链中的参与者一起推进负责任商业行为。

 • 新技术有助于收集有关供应链风险的数据（通常是实时的），为企业提供宝贵的支持。这些技术的投资成
本可能很高，但是同伴学习网络研讨会表明，同一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可以开展合作。例如，各供应商及
各下游客户可以共同建立共享数字平台，支持风险的识别和优先级排序，以及在需要时制定风险管理措
施。虽然仅靠技术不能取代企业确保适当解决实地风险的责任，但它有助于提高企业收集风险相关信息
并与重要利益相关方分享的效率。

 • 自基线调查以来，各企业为加强申诉机制做出了许多积极调整，尤其是努力提高追索机制对更广泛的利
益相关方的可及性，以便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与其运营相关的风险。各企业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来加强其申诉机制，包括通过更多地利用移动应用程序和热线电话等技术来改善可及性。但是，挑战仍然
存在。例如，在一些企业运营的地区，文盲率很高，或者社区内的一些群体（例如妇女或少数民族）觉得自
己没有使用申诉机制的权利。因此，需要更加注意申诉机制的可及性和包容性，以确保这些机制有效地适
应当地情况。

14 第1步，第1.5部分，第33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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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识别、评估供应链中的风险，并确定风险的优先级15

主要结论与经验教训

无论企业处于供应链的哪个位置，供应链分析和可追溯性对许多企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在许多供
应链（尤其是可可、水果、糖和烟草）中，小农户所占的百分比加剧了这一挑战。参与试点项目的大多数企
业都报告向小农户采购。

大部分企业都采用了内部流程来识别和评估供应链风险。尽管试点项目的时间跨度有限，但进展调
查发现，自基线调查以来，大约有一半的参与企业加强了评估供应链风险的方法。不过，只有约四分之一
的参与企业根据《指南》中列出的示例来定义“高风险”和“危险信号”。 15

自基线调查以来，各企业已将风险评估的范围扩大至以前未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但是，企业在将
重要问题政策承诺转化为风险评估措施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在风险的识别、优先级划分和评估过程中，与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行业倡议等第三方开展合作可
能很有意义。但是，企业依靠行业计划开展尽职调查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供应链分析
供应链分析要求识别供应链涉及的各个参与者，以便确定应在哪个环节、从何处收集信息，为尽职调查

提供依据。16这是《指南》建议企业采用的尽职调查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试点项目过程中，企业都将
供应链分析视为开展尽职调查的最大困难之一。企业提出，最大的困难在于产品追溯以及从供应商处获取信
息。参与企业指出，许多供应商不愿、不能或缺乏足够的动力来分享关于其供应链的信息。

一场关于“解决供应链分析和可追溯性挑战”的同伴学习会探讨了企业如何与直接供应商（一级供应
商）以外的供应商合作开展尽职调查行动。企业认为，成功解决风险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供应链中的供应商与
采购方之间的整合程度。但是，当企业横跨多个供应链时，这种整合往往很困难。非垂直整合的企业可以发挥
的影响力要弱于垂直整合的企业。不过，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上游供应商与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
以加强对供应链风险的了解。在这方面，供应链可追溯性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完全可追溯性可能很耗时且难以实现。对于某些农产品，尤其是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例如可可、水果、
糖或烟草），将供应商一直追踪到单个农场可能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较为合适的做法是专注于在某个地理
区域内（“景观级别”）而不是在单个农场级别上实现供应和生产的可追溯性。在某些情况下，已知在某个区域
会发生特定风险，对单个小农户的追溯不会增强对此类风险的了解和管理；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和精
力，企业的能力建设和风险管理计划可以专注于应对已知风险，而不是追求更细致的追溯。

插文6：为何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可以改善供应链分析和追溯

一家企业报告称其在现有食品安全质量管理流程基础上通过加强与直接供应商（特别是合作社）的合
作提高了可可豆供应链的可追溯性，获取有关生产者的更多详细信息。如今，该企业正在将其从可可供应
链可追溯性建设中吸取的经验用于该企业采购的其他农产品。

15 “高风险”和“危险信号”示例见《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第35页插文3.1，
16 第33页，第2步，第2.1节，《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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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指南》承认，处于遥远下游的企业（例如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可能一开始无法对所有供应商和商业
伙伴进行分析，但《指南》建议企业开展系统性工作，逐渐掌握自身商业关系的整体情况。基线调查后，参与企
业采取行动，对新供应商进行分析，其中五家企业发现了新的高风险供应商，四家企业发现了新的高风险供
应商。

如下图10所示，进展调查发现，参与试点项目的九家下游企业中，大多数（67%）都对所有直接（一级）供
应商进行了分析。图11显示，参与试点项目的下游企业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2%）分析了一级供应商以外
的所有供应商。对于大多数下游企业，一级供应商以外的供应链分析集中在部分重点供应商以及高风险和“
危险信号”供应商。尽管这表明许多下游企业目前尚未完全掌握自身供应链中商业关系的情况，但这与《指
南》建议的方法是一致的。

图10：分析直接（一级）供应商的下游企业百分比

图11：分析间接（一级以外）供应商的下游企业百分比

图12显示，在处于供应链上游的十家试点参与企业中，有七家是农场企业（对于生产拥有直接所有权或
管理控制权），没有供应商。在不直接管理生产但对生产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监督的企业中，有20%分析
了所有农业生产者，还有30%分析了产品的聚合商和贸易商。

所有一级供应商

部分/主要直接供应商

高风险/危险信号供应商

产品聚合商/贸易商

一级供应商以外的高风险/危险信号供应商

一级供应商以外的部分/主要供应商 

一级供应商以外的所有供应商

产品聚合商/贸易商

未分析除直接供应商以外的任何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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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分析直接和间接供应商的上游企业百分比

诸如可可、水果、糖和烟草等许多农产品是由小农户生产的。从成百上千地理位置不同、风格特性各异的
农户手中采购，使得对供应链进行完整分析的工作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使对于上游企业而言也是如此。
小规模农业在农业供应链中十分普遍，这一点在试点项目参与者当中也能反映出来。参与试点项目的大多数
企业（75%）都报告向小农户采购。下图13显示了那些确定其供应链中存在小农生产的企业从小农户采购的
农产品比例。共有18家企业从小农户采购，在其中8家企业，从小农户采购的农产品占大头。这对于企业如何
识别和评估此类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具有重要影响。

13：来自小农户的农产品所占比例估计，显示了报告不同比例的企业数量

企业直接拥有或管理农业生产（不需要开展供应商分析）

分析产品聚合商/贸易商

分析到农场一级的部分或主要供应商

分析到农场一级的所有农业生产者

其他

分析高风险/危险信号供应商

按照地区或组别分析农业生产者

不了解供应商任何信息

企
业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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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分析供应链并识别相关风险时，一些企业正在通过景观式方法评估风险，即将着眼点放在
地区或生产区域，而不是逐个农场进行考察，因为后者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尽管区域或景观
方法17无法提供关于单个农场运营的详细信息，但可以为供应链风险的初步识别和优先级划分提供同样有效
的支持。

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都有许多企业向第三方供应商采购产品。这些第三方供应商是生产者和国际买
家之间的中间商，处于供应链的特定位置，可能是本地或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商、聚合商、批发商和加工商，管
理、加工、包装、聚合并（或）交易大量商品。《指南》将只有少量利益相关方在运营的供应链环节定义为“关键
点”或“控制点”。18由于它们在供应链上所处的位置，这些经营者可以帮助评估有关上游企业尽职调查做法
的重要信息，从而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业生产条件和风险。因此，对于希望分析整个供应链、收集风险相关信
息以及制定风险应对策略的下游企业而言，这些经营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贸易商和聚合商等中间商可以在供应链分析和风险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参与企业指出，自
身在寻求与贸易商和聚合商合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中间商不愿意让客户获取有关
供应商的信息，因为担心泄露商业敏感信息，可能使客户把它们踢出供应链。还有一些中间商则认为尽职调
查对企业而言是障碍，带来额外成本。

许多中间商，尤其是地方性（国家级或国家以下级别）的中间商，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客户的尽职调查要
求，或缺乏执行这些要求的能力。此外，尽管许多跨国公司已采取措施向供应商施压，但对于缺乏负责任采购
要求的新兴市场，由于采购商的需求规模大，因此来自市场的总体压力不足以推动变化的产生。一些中间商
愿意投入自己的资源来满足客户要求，但是还有一些供应商可能只是选择向负责任采购要求不太严格的客
户提供产品。

《指南》关于了解商业关系全貌的建议不仅限于农产品的生产企业和采购企业，也适用于投资于农业供
应链的金融企业。这方面的建议有助于识别投资组合中最重大的风险，并对风险评估进行优先级排序。

在开展供应链分析时，《指南》建议企业收集关键信息，例如直接供应商和商业伙伴的名称以及经营
地点。企业还可以收集关于生产环节风险评估与管理的信息，以及不同性别工人数量等有关劳工的详细信
息。19参与试点项目的所有五家金融企业都收集关于其投资对象名称和经营地点的信息。其中大多数还收集
关于所投资企业的劳工信息。但是，收集投资对象风险评估和管理做法信息的金融企业较少。图14显示参与
企业在供应链分析过程中收集了供应商或投资对象的哪些信息。

图14：参与企业在供应商和商业伙伴分析中收集的信息类型，
含收集每种信息类型的参与企业百分比

17 景观方法是指采用“一种同时考虑地理和社会经济的方法来管理土地、水和森林资源”（世界银行）。这种方法旨在“提供土地分配和土地管理的工
具与概念，在农业、矿业和其他生产性土地用途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冲突的地区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将景观方法
应用于农业供应链尽职调查有助于将尽职调查工作集中在关键的“景观”区域上而不必逐个地点进行评估，从而识别与特定地区或区域相关的环境和
社会风险。《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执行试点项目，《基线报告》
18 第4步，第37-38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19 第33页，第2步，第2.1节，《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运营地点

供应商或投资对象名称

风险评估相关信息

风险管理做法相关信息

劳动力相关信息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aseline-Report-on-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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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收集这些信息的方法包括核查、现场评估、自我评估和抽查以及尽职调查问卷、数据库和在线平台
等。其他方法还有会议和电子邮件等形式的交流以及鉴定文件、合同和例行报告等。

供应链分析中的挑战与机遇：

 • 无论处在供应链上的哪个环节，供应链分析都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横跨多个农产品供应链的
下游企业以及依赖成百上千小农户的上游企业尚未对供应链进行完整的分析。许多企业正在努力了解
其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但这也需要大量资源。事实证明，在识别供应链中相关主体的过程中，除了识别
单个供应商以外，其他一些方法也很有效，例如以生产地区或生产者合作社等组织为单位来进行供应商 
分析。

 • 产品贸易商和聚合商等在产品生产者和买家之间充当中间商的第三方在农产品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但是，许多中间商对尽职调查过程的参与有限，可能会给希望识别评估供应链风险的企业带来困难。
各下游企业希望对供应链中间商施加的影响力各不相同；有些企业可能对中间商提出要求，而同样向这
些中间商采购的其他一些企业则可能没有这些要求。这种差异会削弱单个企业可以发挥的影响力，除非
这家企业是对该中间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买家。从同样的贸易商或聚合商处采购的企业或许可以合作
定义一套共同的期望，联合发挥影响力，获得关于上游供应商及相关风险的信息。

风险识别  
风险评估使企业能够识别供应链中的风险，更好地了解运营、工艺、商品和服务可能对环境、社会和人权

造成的不利影响。《指南》建议，对某些高风险和危险信号应开展增强型尽职调查。20对高风险和危险信号赋
予明确的定义，可以更有效地指导企业识别和评估风险并确定风险的优先级，为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风险
管理措施奠定基础。

试点项目发现，企业对于业务中环境、社会和人权问题的优先级排序依据的是：风险的严重性和可能
性；对企业声誉、财务和运营的影响；对投资者、消费者、供应商、民间社会、环境和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影
响。试点项目还发现，民间社会组织报告的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企业怎样给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
风险确定优先级。

进展调查以基线调查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企业如何利用《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
指南》和《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指南》建议的风险因素，识别供应链中的高风险和危险信号并触
发增强型尽职调查。21主要风险有四大类：

 • 行业：由于某行业的特性、活动、产品和生产工艺而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风险。
 • 地点：计划运营的地区或农产品来源地区有以下特征：受冲突影响，或者被视为高风险区域；治理薄弱；

已经报告侵犯人权或劳工权利；权属权利定义不明确或有争议；社区面临粮食不安全或水资源短缺问
题；受环境恶化影响。

 • 商业伙伴：已知商业伙伴有以下行为：在过去12个月内从危险地点采购产品；其拥有股份或其他利益的
企业不遵守《指南》包含的标准，或者供应来自危险地点的农产品，或在危险地点运营。

 • 产品：已知该产品的生产会对环境或社会造成不利影响；该产品不符合健康与食品安全标准。

如图15所示，企业用来识别高风险和危险信号的最常见风险因素是其业务和供应商的地理位置。四分之
一的参与企业报告使用了所有四个风险因素。8%的企业表示未使用这些风险因素当中的任何一个。

20 第2步，第2.2节，第34-36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21 第2步，插文3.1，第35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以及A.2，Q.20，第62-63页，

《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指南》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Business-Conduct.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Business-Condu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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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使用《指南》定义的四个风险因素界定供应链中危险信号和高风险的企业百分比

除了这四大类风险，各企业还强调指出，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信息确定是否需要开展增强型尽职调查。
在有些情况下，比如从低风险国家采购或在低风险国家开展业务时，最初可能会认为宏观层面的风险较低，
但企业可能会面临与特定情境或系统性因素相关的特定风险，例如移民或非正式工人涌入，或国家法律执行
不力，这可能会影响整体风险水平。22 23

插文7：有没有“无危险国家”这回事？

最近，媒体报道了意大利最大的两家食品企业采购西红柿的种植园虐待劳工的事件。22人们发现，在
这些意大利西红柿种植园，采摘西红柿的外来工人遭受了严重的劳工虐待，例如长时间无休息地工作并且
工资极低。同样，在西班牙，主要由来自北非的外来工人构成的水果采摘工也引起了人们对剥削性工作条
件和骚扰的担忧。 23

无论西班牙还是意大利，通常都不被视为高风险国家或危险信号国家，此类农业生产通常也不会触发
增强型尽职调查程序。然而，该行业及这些食品供应链出现的重大不利风险和影响表明，有必要考虑产品
生产的实际情况。虽然传统上认为中低收入国家风险较高，但只有同时考虑其他因素（例如特定情境带来
的挑战以及执法和监管薄弱），企业才能更有效地识别供应链中的重要风险。

在欧洲以外，一家参与试点项目的企业提出了一个关爱儿童计划。作为该计划的内容，该企业努力解
决供应链中的童工问题。在拉丁美洲，由于政府主导的监测工作以及该行业机械化工艺的使用，供应链中
的童工风险较低。但是，该企业仍对这些国家的供应商进行审核，确保排除风险，同时提高员工对此问题的
敏感性。

一些金融机构制定了具体的程序来确定投资项目的风险水平，并根据《指南》的建议决定是否需要开展
增强型尽职调查。一次以“金融机构在支持负责任农业做法中的作用”为主题的同伴学习会探讨了金融机构
如何筛查和识别投资项目中的风险并确定优先级。可以使用包含某些产品、行业或地区的“排除清单”，意即
出于环境和社会原因该机构将不对某些项目（比如受到国际制裁的项目）进行投资。对于不在排除清单中的
投资项目，尽职调查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投资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严重程度。一些金融机构报
告称，如果投资项目有很高的风险会引起大规模砍伐和毁林、改变土地用途以及对当地社区或动物福利造成
潜在不利影响，就可能需要开展增强型尽职调查。对于风险较低的投资项目，尽职调查可能比较有限，对投资
对象尽职调查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

22 “你买的西红柿罐头是否由奴隶采摘？”，英国卫报（2019）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n/20/tomatoes-italy-mafia-migrant-
labour-modern-slavery
23 “西班牙输英国草莓采摘妇女再发声称受到虐待”，英国卫报（2019）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9/jun/29/fresh-
abuse-claims-from-women-picking-spain-strawberr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n/20/tomatoes-italy-mafia-migrant-labour-modern-slave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n/20/tomatoes-italy-mafia-migrant-labour-modern-slave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9/jun/29/fresh-abuse-claims-from-women-picking-spain-strawberr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9/jun/29/fresh-abuse-claims-from-women-picking-spain-strawber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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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期间，确定了金融机构将尽职调查因素纳入决策所面临的一些主要困难：

 • 各金融机构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其投资工作的方法和工具各不相同，因此，迄今为止，不同金融
机构之间几乎没有一致性。这可能会给接受投资的企业带来困难，因为当企业从不同来源寻求融资时，需
要遵守的要求各不相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 一个普遍倾向是使用排除性策略，而不是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流程和整个投资组合的主
流，对风险进行优先级划分。这会降低金融机构对于风险管理策略的支持作用，导致对环境、社会和治理
风险管理要求较松的其他投资者进来，忽视本可以减轻的风险。

风险评估与增强型尽职调查 
基线调查发现，相较于企业的公司政策对一些问题作出的承诺，企业在风险评估工作中对这些承诺的落

实远远不够。如前文所述，两次以“解决政策承诺与实施行动之间的差距”为主题的同伴学习会着重了解了企
业在将其承诺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确定了企业有效实现目标的良好做法实例。这两场同伴
学习会发现，企业希望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来评估风险，确保供应商遵守其政策要求，而不是出现影响
之后再就相关问题做出反应。学习会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土地权属权利、动物福利、毁林以及粮食安全
和营养等。

虽然试点项目的时间跨度有限，但进展调查发现，自基线调查以来，大约有一半的参与企业加强了供应
链风险评估方法。基线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已建立了识别和评估供应链风险的内部流程。七家企业报告使
用了诸如风险登记册、历史数据和风险评估等工具，或从民间社会组织报告、案头研究以及第三方服务提供
商使用的卫星监控技术中获取信息。许多企业，尤其是下游企业，也依赖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审计公司、认
证计划、媒体和民间社会的报告以及与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协商。

插文8：向内部员工收集风险相关信息

有一家企业介绍了如何利用实地技术人员对农场进行逐个监测并减轻相关问题。在应对某些严重问
题时，例如工人的身心健康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可能会有所帮助。在这些情况下，现场技术人
员可以及时采取减轻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该企业将农场层面收集的数据进行全球范围的整合，从
而加强对所有业务的了解和监督。定期监测政策和程序的落地情况可以提供重要的信息，加强对供应链风
险的了解。

虽然63%的企业报告称试点项目过程中没有改变收集风险信息的方式，但还是有一些企业采取了措施
来加强其收集方法。下面的图16详细列出了试点项目过程中企业加强利用的风险信息来源。可以看出，最普
遍的变化是增加了对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利用，其次是更多地利用了向内部员工获取的信息。的确，农业领
域的许多企业都有实地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与当地生产活动的距离很近。这些农艺师、现场技术人员或
本地采购人员等经常与生产者接触，能够收集重要的风险信息并及时向公司报告。

许多企业非常依赖第三方来评估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识别供应链中的危险信号。据参与试点项目的
企业报告，最常用的工具包括Maplecroft，SEDEX（以及SMETA审核）和RepRisk。很多时候，认证证明是企业
与供应商合作时的核心要求。一些企业认识到外部审核框架具有局限性，于是制定了自己的标准，外部审计
员可以根据这些标准评价供应商的做法，或者在外部审查之后再执行自己的评估措施。但是，这种方法通常
仅用于部分产品，特别是就采购量而言对该企业最重要的产品。其他产品则只需要遵守认证要求。对于许多
企业来说，第三方审核框架仍然是其风险评估措施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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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试点项目过程中加强利用不用来源风险信息的企业百分比

插文9：企业如何利用评估和审计框架进行风险的优先级排序与评估

一家上游企业加入了一个第三方供应链数据库计划，就风险评估加强了与供应商的沟通，要求供应商
开展自我评估，以便确定风险的优先级。

另一家企业将行业计划作为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在三年时间内对所有一级供应商进行了正式评估和
独立的现场审查。一名外部审核员对该公司所有经营地点进行独立审查，并公开发布。目前已完成了大约
25万个农户的评估，使该公司对其一级供应商有了很好的了解。该公司还要求供应商进行自我评估，用于
确保供应商遵守公司的政策。然后，从自我评估和独立审查中收集的信息用于推动采取纠正措施以及减轻
已识别的风险。

外部框架、工具和服务提供商可以在企业的尽职调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有些下游企业对于
相关问题以及自身运营环境缺乏深入专业的了解，或者缺乏评估风险的内部能力，就更是如此。对于上游生
产者而言，行业计划对于向下游买方供货以及遵守市场要求至关重要。但是，《指南》强调，企业仍然承担在
自身供应链中开展尽职调查的主体责任。24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企业必须积极参与整个风险评估过程并进 
行监督。

一些企业已经认识到自己先前对尽职调查活动的监督和投入不够，已调整其风险评估方法的重点。这种
调整包括从以审核和认证计划为主转变为加强内部程序，与供应商更直接地接触，以及与外部顾问和民间社
会组织合作，对问题和运营环境进行更详细的了解。

24 引言，尽职调查，第21-23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未作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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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报告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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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政策承诺与实施行动之间的差距”和“加强与第三方合作，改善风险管理”同伴学习会探讨了与行
业框架、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部顾问等第三方开展合作能为风险评估工作带来什么价值。

插文10：审核与认证之外：加强风险评估内部程序

一家拥有多个产品供应链的快消品企业已不再依赖棕榈油供应链中的审核和认证计划。该企业承认
认证计划和审核具有重要作用，但也意识到它们不能替代尽职调查。因此，该公司致力于分析根本原因，发
挥直接作用，为供应链中已发现的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为此，该公司正在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追踪棕榈产业中的毁林现象。该民间社会组织每月向该公司
的一级供应商发送警示，同时通知该公司。这样，该公司能直接与供应商接触，监测供应商如何应对实地 
风险。

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是大多数企业原本就在解决的问题，但进展调查发现各企业显著加强了对这两个
问题的风险评估，特别是针对毁林、水污染和水资源枯竭等环境保护问题的风险评估工作得到了加强。

基线调查发现，企业在关键问题上的公司政策承诺与这些问题纳入风险评估范围的水平之间存在巨大
差距。各企业扩展了风险评估的范围，涵盖了之前政策承诺与风险评估实践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例如，针对
与可能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协商不足、对人权有不利影响以及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几家企业加强
了风险评估。但是，如下面的图17所示，在解决《指南》提出的其他一些重要风险方面，各企业仍然做得不够

试点项目中的大多数企业报告称已将劳工权利包含在风险评估范围内。虽然劳工和工作条件是有可能
发现重大风险的领域，但必须对不同的劳工形式加以区分，特别是区分正式劳工与非正式劳工，临时/季节性
劳工与家庭劳工。业务所在国的法律框架对不同劳工形式提供的保护可能有很大差异。例如，许多国家针对
外来或季节性工人的立法很少。参与试点项目的多家企业强调，此类风险的评价对于全面了解供应链可能产
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一次以“了解非正式、季节性和家庭劳工涉及的风险与良好管理方法”为主题的同伴学
习会上，项目参与者讨论了在这一领域面临的主要困难。国际劳工组织和公平劳工协会也在这次同伴学习会
上发言，介绍了这些不同群体的定义以及解决相关风险的现有工具和策略。

《指南》建议进行持续的风险评估，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仍能掌握风险的实际情况。25一
些企业已建立内部流程来持续收集和评估风险相关信息。例如，一些参与企业介绍道，确保当地团队能够收
集实地信息并发给总部是风险评估工作的核心。建立内部系统进行风险信息的维护与更新有助于及时共享
各相关团队收集的信息，并在必要时为风险减轻措施提供依据。风险登记册是一个常用工具，企业可用其对
风险进行记录、跟踪和分类（例如按低、中和高分类）。

25 第2步，第2.2节，第34-36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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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显示了在基线调查中报告针对特定风险领域做出政策承诺的企业所占百分比，以及到进展调查时发生的变化；还有针对这
些问题开展了风险评估活动的企业所占百分比，以及到进展调查时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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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政策承诺与风险评估范围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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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1：企业如何利用风险矩阵和风险登记册维护供应链风险相关信息

一家直接监督农场生产的企业咨询了一家民间社会人权组织，审查本公司评估供应链风险的方法。 
通过跟踪影响的严重性、影响的规模（受影响的大致人数）和不可弥补的程度，该公司得以更好地利用风险
矩阵来确定公司运营当中的风险和影响的严重性。

另一家企业参与了一项行业倡议，该倡议要求成员使用风险登记册记录与产品的生产加工相关的社
会和环境问题。该公司在小组、区域和最终市场层面使用了风险登记册，对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监测。所
有风险都根据其影响大小和可能性进行评估，分为三个等级（高、中、低）。风险管理职能部门考虑各种信息
来源，包括新兴的风险仪表板以及全球和国家风险报告。通过这种方式，该公司可以确定谁受影响、如何受
影响，以及采取什么行动来减轻已识别的风险。在设计减轻行动、制定相关措施时，该公司通常让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方也参与。风险登记册定期接受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该公司在所有国家的管理层的审查。

正如第1步中提到的那样，许多企业报告称，参与试点项目有助于确定供应链管理做法需要作出哪些调
整。大多数企业表示，试点项目让它们有机会将自己的做法与《指南》对标，并学习其他参与者如何在尽职调
查工作当中应对类似挑战。一些企业审查了自身的风险评估做法，以便持续改进。很多时候，促使企业加强政
策承诺的外部因素也会影响风险评估工作的变化。与影响企业政策承诺变化的因素一样，这些因素包括新法
律要求的出台，来自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压力，以及企业战略的变化。

客户和下游买家的需求也会对企业优先考虑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进行风险评估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下
游企业经常向供应商提出认证或审核要求，以便确信供应商正在应对主要风险。这对于大豆、糖和棕榈油等
下游企业与生产环节隔了好几层的农产品尤为常见。因此，生产者对风险的评估通常仅依据这些行业计划。

部分产品的风险评估

横跨多种产品供应链的企业中，大约有一半（47%）对于棕榈、大豆、可可、烟草和香草等高风险产品使用
不同于低风险产品的评估方法。评估高风险产品的方法包括增强型供应链分析与追溯，以及使用认证计划和
行业倡议。

在第1步中分析（表1）的基础上，进展调查探索了处于某些产品供应链当中或从这些供应链采购的企业
将《指南》强调的关键问题纳入风险评估工作的情况。

表2结合了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中报告的企业风险评估范围内的问题，显示了企业在某些通常具有特定
风险的产品的风险评估工作上取得了哪些进步。表中反馈包括来自部分试点企业的答案，这些企业大多为下
游企业或快消品企业（见第28页表1对范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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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试点项目结束时，采购或生产（部分）核心农产品的参与企业当中针对这些产品的特定风险开展风险评
估的企业比例

 >70%  40-70%  <40%

风险评估 可可 棕榈油 大豆 糖 烟草
信息透明与公开     

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协商     

土著人民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     

运营、工艺、产品和服务的影响     

围绕运营的收益分享     

申诉机制可及性     

对人权的不利影响     

侵犯劳工权利     

与工作条件相关的健康风险     

对人类健康与安全的影响     

对食物获取和营养的影响     

对自然资源权属权利和获取的影响     

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治理问题     

技术和创新转让的影响     

注：表中反馈包括来自部分试点企业的答案，这些企业大多为下游企业或快消品企业。表2中用于显示进展情况的数据使用的是经
过调整的基线数据，仅包括对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均做出答复的企业。

企业报告称，所有五个产品的供应链都取得了进步。特别是，糖类供应链上的企业报告称已经采取措
施，扩大风险评估工作的范围，涵盖过去未涉及的问题。但是，如上面的表2所示，对于所有五种产品，企业
对于这几个问题的评估都存在严重不足：i）围绕企业运营的利益分享，ii）对自然资源权属权利和获取的影
响，iii）技术和创新转让的影响。大多数过去没有在风险评估中包括这些问题的企业在试点过程中都没有进行
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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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2：企业如何评估土地和土地权属风险？

LEGEND（“加强土地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是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的一项计划，旨在调查土地和农业
的负责任投资情况。该计划致力于利用知识和能力，支持国家一级的规划制定工作，以改善土地治理，加
强土地权利。该计划开展了一系列非政府组织与私营部门的创新伙伴关系试点，为非洲的负责任投资项目
开发实用的方法和工具。此外：

 y Legend与TMP Systems咨询公司合作开发了Landscope，一款基于数据的权属风险在线评估工具
（www.landscope.info），可帮助企业寻找新投资项目的最佳地点并减轻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负
担。利用该权属风险工具，企业还可以输入数据，量化具体项目的风险水平，以便确定是否有必要采
取额外的尽职调查行动和其他措施来减轻权属风险，为与当地社区建立可持续、负责任的关系奠定 
基础。

 y Land Portal网站（www.landportal.org）与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合作开发了负责任土地投资导航器
（www.landinvestmetns.org），这是一款在线工具，可以根据企业在特定价值链中的角色和位置以及
具体投资项目的要求，从各类丰富的有关土地投资的资源当中，为企业寻找和获取与其工作最为相关
的实用工具。

风险识别、评估和优先级确定中的挑战和机遇：

 • 目前，农业供应链上的企业对于什么是“高风险”和“危险信号”、在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开展增强型尽
职调查尚无公认的定义。一些企业根据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定义来界定“高风险”和“危险
信号”。还有许多企业采取的增强型尽职调查是为了应对主要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对
个别问题的关注，而不是采用持续的整体性尽职调查方法，着眼于解决危害人类或环境的风险最高的问
题。对此，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可以推动各企业统一使用《指南》中给出的“高风险”和“危险信号”
识别方法。这有利于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并确保在相似环境或相同供应链中运营的企业对风险的识别
具有一致性。

 • 目前，大多数企业的风险评估活动的范围未考虑以下方面的潜在风险：粮食安全与营养、围绕企业运营的
利益分享以及技术和创新的影响；这些都是《指南》着重强调的风险领域。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这些
问题与企业供应链中的相关风险有何关联，以及企业应采取哪些措施来识别并减轻这些风险。

 • 一些企业采取了重大举措，加强内部尽职调查流程建设。但仍有许多企业依靠行业计划和倡议来获取供
应链风险信息。虽然这些倡议可以为解决某些产品供应链所特有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供宝贵支持，但要有
效地支持风险评估工作，这些倡议仍然存在局限性。此前在《基线报告》中曾提出过，本报告也再次强调，
依赖行业倡议的企业面临一些重要的问题：
i. 持续性尽职调查工作的有效性取决于风险评估的频率以及风险评估能否及时准确地收集信息用作

决策依据。企业将认证作为确保风险得到充分识别与评估的手段，可能会导致认证计划被越来越多
地用于超出其最初设计范围以外的目的。无论是对于认证计划还是依赖这些计划的企业，这都是个
问题。企业应当建立自己的内部流程，作为从外部来源获取的信息的补充。

ii. 下游企业广泛使用审核计划和认证计划等行业性框架，并且常常将其作为确保供应商应对供应链风
险的唯一工具。但是，企业可能不会采取措施来验证此类计划制定的标准和要求是否符合自身对上
游供应商如何实施负责任商业行为原则的期望。下游企业意识到，按照标准化框架进行的审核有时
可能无法提供充足的关于供应链风险的信息。采用认证计划时，企业仅能了解到供应商是否已通过
认证或审核“测试”。对此，下游企业可以与上游供应商及行业计划合作，对于提供的风险信息种类提
出明确期待，确保行业计划能够满足下游企业的要求，特别是随着内外部利益相关方对于解决重大
风险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一点尤为重要。

iii. 对于农场企业，按照客户的要求接受行业计划的评价往往对于打入关键市场非常重要。但是，面向一
整套标准化要求的合规工作通常昂贵而耗时，且未必能将重点放在现实当中的重要问题上。不仅如
此，向不同市场和地区供货、面向众多客户的企业常常需要应对各类不同的要求。这对小农户来说尤
其困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资源往往比较有限，有可能因此无法进入某些市场。

https://eur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www.landscope.info&data=02|01|shivani.kannabhiran@oecd.org|80a4ccca26dc4703623f08d758a17ecf|ac41c7d41f61460db0f4fc925a2b471c|0|1|637075325155904865&sdata=/WsyVSS8Ui97xYxK7Sn9VLGElmLbjylPZuCNsSk6FwA=&reserved=0
https://eur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www.landportal.org&data=02|01|shivani.kannabhiran@oecd.org|80a4ccca26dc4703623f08d758a17ecf|ac41c7d41f61460db0f4fc925a2b471c|0|1|637075325155914857&sdata=hcTckNIVCPw4IGvbrW+BU/Ezdsj/e5fTNFmLR1rGvDQ=&reserved=0
https://eur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www.landinvestmetns.org&data=02|01|shivani.kannabhiran@oecd.org|80a4ccca26dc4703623f08d758a17ecf|ac41c7d41f61460db0f4fc925a2b471c|0|1|637075325155914857&sdata=KXqJD5njaOvr3Voyornn/Q3BRl+w3KAy3mfHpCzuHS4=&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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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使用一个标准化的范围可能无法照顾到与单个企业相关的所有风险。例如，某些框架可能在评估社
会风险方面是有效的，但不能充分解决环境问题，反之亦然。对于在全球范围或跨地理区域运营的
企业而言，无论是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面对不同的环境，“一刀切”的标准总有不适用的时候。
有些企业寻求对系统性问题（包括某些国家的土地权属或对妇女和外来工人的歧视）或与具体业务
相关的问题（例如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获得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标准化的方法无法满足此类 
需求。

第3步：设计并实施策略，应对供应链中已识别的风险

主要结论与经验教训

 y 各企业的风险管理做法最成熟的领域是对人权的影响、公共卫生与安全以及环境管理。
 y 部分产品供应链上的企业在管理以下领域的风险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粮食安全和营养，利益相关方

的参与及与土著人民等可能受影响的社区开展协商，以及根据科技法规对活动加以评价。
 y 许多企业尤其是下游企业依然极为依赖行业计划来管理供应链中的风险。
 y 各企业认为衡量企业运营的影响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但是，试点项目发现，企业可以与同行及其他

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指标和框架，作为决策的依据。

向高级管理层报告评估结果
《指南》建议企业向高级管理层报告风险评估结果。26基线调查发现，大部分参与调查的企业都会向高

级管理层报告尽职调查的结果。进展调查发现，在原本就建立了向高级管理层报告尽职调查结果的流程的企
业中，有25%在试点项目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内部报告工作。

制定风险管理计划
识别并评估风险后，企业必须决定在开展风险减轻工作时是与供应商保持商业关系还是解除关系。《指

南》根据企业在供应链中所处的位置，建议企业采取措施补救、减轻影响、防止影响的产生。27假如不利影响
并非由企业所起，但由于商业关系，这种影响与企业有着直接关系，应努力防止或减轻这种影响。当减轻风险
的努力失败或不可行时，企业应与供应商或商业伙伴解除关系。28

发现风险时，企业通常表示愿意与供应商和商业伙伴开展合作。《指南》建议这种合作可以包括加强商业
关系，例如通过投资于长期关系及利用自身影响力来推动风险管理措施的落实。但是，与存在风险的供应商
保持合作对企业而言可能是个挑战，特别是在企业声誉受到威胁且人们认为解除关系是唯一可行的应对措
施（这通常也是活动组织等利益相关方要求采取的应对措施）时更是如此。

插文13：面对不利影响，企业应该开展合作还是解除关系？

一家致力于改善动物福利的民间社会组织发布了一个视频，揭露了试点项目一家参与企业的供应商
存在的问题。该企业此前并未发现这家供应商存在任何“危险信号”，并且该企业通常比较愿意与供应商合
作，推动供应商遵守其采购要求。但是，当这家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证据证明这家供应商对动物福利造成
了严重不利影响时，该企业采取了直接行动，与这家供应商解除了关系。在与其他试点项目参与企业讨论
此案例时，该企业认为，是否与供应商解除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愿意与供应商合作管理
供应链风险，但是否采取这种方法最终还是要由各企业自己来决定。

26 第3步，第3.1节，第36-37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27 第3步，插文1.2，第21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28 第3步，插文1.2，第21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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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过程中，一些企业在健康和安全、环境管理和人权影响方面加强了现有的风险管理做法。各企
业取得最大进步的是在信息传播方面，尤其是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以及管理计划信息的传播。但是，如图18
所示，与《指南》建议企业处理的问题相比，许多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所涉及的问题范围远远不够。未被充分
涵盖的问题主要有：

i. 寻找发展惠益机会
ii. 制定策略，减轻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iii. 制定土著人民参与策略
iv. 根据国家科技政策和地方贡献来评价各项活动

虽然企业报告称采取了措施解决与劳工权利相关的风险，但要注意的是，本报告在第2步中提到，在评
估劳工与工作条件相关风险的过程中，当涉及非正式劳工、家庭劳工及季节性/临时劳工时，企业存在很多困
难，这种困难在风险管理工作中依然存在。如果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业务所在国广泛的系统性问题，则愈发
难以解决。

如先前在第1步中所述，与自然资源权属权利和获取相关的困难也限制了企业解决相关风险的程度。要
想有效减轻相关的风险和影响，通常需要采用量身定制的方法，并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及专业顾
问等第三方开展密切合作。

在困难的环境中，金融机构在支持重大风险管理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以“金融机构在支持负责任农
业做法中的作用”为主题的同伴学习会上，各企业指出，通过提供投资担保等形式，金融机构可以推动建立风
险分担机制，激励企业进入通常被认为是运营风险过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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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显示了在基线调查中报告针对特定风险领域做出政策承诺的企业所占百分比，以及到进展调查时发生的变化；针对这些
问题开展了风险评估活动的企业所占百分比，以及到进展调查时发生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开展了风险管理活动的企业所占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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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政策承诺与风险评估范围之间的差距

评估并解决运营影响

利益分享 

及时披露风险信息

粮食安全与营养 

与当地社区协商

权属权利

提供申诉机制 

技术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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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4：复杂环境下的风险管理

对于企业供应链中不稳定、脆弱的劳工形式涉及的风险，若不制定广泛的整体解决方案，便无法充分
解决。例如，与家人一起工作的童工常常通过其劳动为家庭收入做出贡献。在缺少教育机会且父母工资很
低的地区，这种情况尤其普遍。

在土耳其，农业中的非正式季节性和临时劳工很常见。一家试点企业与供应商和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密
切合作，识别该企业位于土耳其的榛子供应链中的劳工风险。通过访问农场并采访近400名工人，风险评估
发现的风险有非法外国工人、缺少就业记录、薪酬歧视、骚扰、未成年工人，以及缺少供应链可追溯性。凭借
与该企业合作的民间社会组织对国际标准的深入理解和执行，该企业得以采取重大行动，应对已发现的劳
工风险。这项工作还考虑了工人们在不参与榛子行业时所从事的其他行业。从跨产品角度处理问题有助于
理解和解决实地风险。该企业还向土耳其政府和国际买家等其他利益相关方提出了建议，以推动采用更加
全面的方法来解决系统性劳工问题。

部分农产品的风险管理
第1步中的表1和第2步中的表2（见第28页和第52页）对部分农产品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了分析，第3步也

进行了类似分析。表3结合了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中报告的企业风险管理范围内的问题，显示了企业在某些
具有特定风险的农产品的风险管理工作上取得了哪些进步。表中反馈包括来自部分试点企业的答案，这些企
业大多为下游企业或快消品企业（见第28页表1对范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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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试点项目结束时，采购或生产（部分）核心农产品的参与企业当中针对这些产品的特定风险开展风险管
理活动的企业比例

 >70%  40-70%  <40%

风险管理 可可 棕榈油 大豆 糖 烟草
信息传播     

制定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与可能受影响的社
区开展协商     

制定土著人民参与策略     

建立影响评估流程     

寻找发展惠益机会     

建立申诉机制     

持续评价对人权的影响     

制定工人保护和监测措施     

制定体面工作条件标准     

制定健康与卫生防控措施     

制定策略，减轻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制定措施，管理自然资源权属权利和获取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制定内部控制、道德与合规方案     

向有关部门提供税收信息     

退出或避免订立反竞争协议     

根据国家科技政策和地方贡献评价各项活动     

注：表中反馈包括来自部分试点企业的答案，这些企业大多为下游企业或快消品企业。表3中的数据使用的是经过调整的基线数据，仅包括对基线调
查和进展调查均做出答复的企业。

表3中的分析表明，这些企业管理上述风险的方法存在很大不足。具体而言，所有五个产品供应链都存在
重大欠缺的领域有：

i. 制定策略，减轻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ii. 制定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并与土著人民等可能受影响的社区开展协商
iii. 根据国家科技政策和地方贡献评价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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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5：如何将粮食安全因素纳入风险管理工作？

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二项目标“零饥饿”密切相关，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即使自己与供应
链中的生产环节隔了好几层，其运营仍然有可能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但是，针对这个风险领域采取行动
可能对企业来说很困难。在有些情况下，当土地用于生产非粮食用途的产品时，粮食安全风险可能特别突
出。例如，种植甘蔗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和生物塑料就属于这种情况。农民虽然可以用甘蔗获取经济收益，但
是，是否能够买到并消费农产品来满足营养需求取决于当地是否有食品可以供应，以及是否有土地可以用
于生产食用农产品。

一家试点参与企业表示，它们要求开发或扩大建设用地的项目在一开始就将粮食安全影响作为环境
和社会影响评估的一部分。该企业发现，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方法是在当地指定专门的农业用地，给每
个家庭一块0.5到1公顷的土地种植作物，到市场上销售，或供家庭自己消费。

执行、监测与绩效跟踪
《指南》建议，风险管理计划制定后，企业应监测并跟踪风险减轻工作的绩效。企业实施的风险管理措施

的有效性也取决于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与供应商及商业伙伴合作，共同实现风险管理的预期。除了在合同性协
议中包含具体要求外，企业还可以与供应商一起商定风险管理行动计划，建立供应商的风险管理能力，并密
切监督供应商在运营中如何开展尽职调查。

各企业认为，对影响的衡量与量化是最困难的。之前在第2步谈到，许多企业（尤其是下游企业）主要依
靠行业计划来确保供应链中的风险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常仅通过行业计划及第三方审核员了解
供应商是否通过了审核或是否依照行业计划规定的标准进行了认证。这种情况常见于采购某些农产品的企
业，以及因为与生产环节隔了好几层从而对供应链了解有限的企业。

各企业也使用自己的监测与评价框架，通过内部人员或第三方收集定性和定量信息。上游企业通常依靠
常驻当地的员工以及现场技术人员、民间社会组织和外部顾问等其他利益相关方支持，持续收集实地数据。
在“加强与第三方合作，改善风险管理”同伴学习会上，与会企业提到，与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倡导型组织的
合作有时可能会有些困难。尽管如此，参与企业仍然认为，此类组织能够在推动负责任商业做法中发挥重要
作用，并指出必须达成共识，制定衡量影响的通用指标，这样才能确保双方的目标一致。

“量化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的工具与技术”同伴学习会上，企业针对如何通过实用工具和影响衡量策
略来衡量影响分享了经验。

企业指出，在衡量与运营相关的影响时，企业不仅需要关注短期结果，还应注重长期变化。在这方面，一
些企业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线，以此作为对照，逐步衡量变化，评价影响。一些企业分享了自身在衡量
影响方面的经验，强调了以下几点：

 • 在每个环节使用定义明确的直接和间接（替代性）关键绩效指标（KPI）对于衡量影响至关重要。衡量对外
部利益相关方（例如供应商、社区）以及企业本身的影响也很重要。关键绩效指标可以是直接指标，例如接
受过健康和安全主题培训的农民人数；也可以是间接指标或替代指标，例如在已采取措施改善清洁水获
取的地区，水传播疾病的减少。与会者指出，此类关键绩效指标为企业做出当前和未来运营决策以及制定
负责任采购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 企业从实地收集数据和信息不仅用于衡量其运营和投资的影响，而且还反馈给内部决策机制，为改善未
来的活动积累经验教训。

关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可以提高企业收集相关数据和信息、衡量影响的能力，加强企业对风险的识
别和管理。大多数企业针对不同农产品采用不同的风险管理方法。大部分企业（45%）报告称，对于被归类为
高风险的农产品，企业有不同的风险管理流程，而30%的企业对部分重点农产品采用不同流程。各企业认为
风险较高的农产品包括棕榈油、大豆、可可和糖以及海鲜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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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的企业样本仅包括跨多种产品供应链的参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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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展示了企业针对不同产品供应链使用不同风险管理流程的情况。

图19：针对不同产品供应链采用不同风险管理流程的企业百分比

插文16：利用关键绩效指标跟踪社会、经济和环境绩效

一家快消品公司介绍了该公司为支持牛奶和水果供应链中的小农户而实施的计划。为了衡量这些计
划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该公司需要合适的关键绩效指标，有效反映计划取得的成就，并将成就与开展
的活动联系起来。例如，为了评价社会影响，关键绩效指标中包含了衡量以下各项内容的替代指标：

 y 收入增加或收入有保障的人数
 y 接受培训的人数
 y 能获得社会福利保障的人数
 y 小额信贷受益人数
 y 工作条件改善的人数

为了确保各项计划能与企业目标相联系，这家快消品公司还评价了与计划相关的活动的营业额以及
向供应商采购的产品数量的增长。

一家投资机构介绍到，该机构建立了两个框架来衡量投资影响。其中一个是年度监测框架，通过这个
框架，各投资团队收集关于当地运营的定量数据（例如雇员及合作的小农户数量，估计的收入增长，以及
有关性别平等、挑战和意外后果的定性信息），衡量产出和成果。然后将整个投资组合的相关信息汇总。各
投资团队再利用评价框架向被投资企业的雇员和利益相关方收集数据，对活动的各项成果和影响进行细
致地分析。这其中包括评价投资带来的转型变革，例如对一家企业的投资能对其他企业的生产力产生的影
响。然后，汲取的经验教训将指导如何筛选投资项目，识别未来投资机会。

风险管理工作中的挑战和机遇：

 • 在糖、大豆、可可、棕榈油和烟草供应链中开展有效尽职调查面临着一个重要限制，那就是采购这些产品
的企业普遍缺乏有效的方法来管理与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包括建立获取土著人民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程
序）及食品安全和营养有关的风险。本分析所选择的这些农产品经常存在此类风险。确保这些产品供应链
上的企业采取切实的风险管理措施至关重要，尤其是要确保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这些产品的大量采购
的面向消费者的大型国际快消品企业采取这些措施。

 • 跨地区运营及处于复杂的产品供应链当中的企业可能会发现，针对特定环境或特定问题采取适当的风险
减轻措施是件很困难的事。对此，企业可以加强与民间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这些利益相关方可

对部分重要产品使用不同的流程

对高风险产品使用不同的流程

对所有产品使用同样的风险管理流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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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深入的本地知识，并为企业监测其风险管理计划的有效性提供支持。当然，这需要这些组织愿意与
企业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 第2步中谈到了使用行业计划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影响着企业对供应链风险的管理。比较突出的有：
i. 对于主要依赖于行业性框架的企业，企业在承担持续开展尽职调查的主体责任方面存在一些限制。

企业收到的关于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信息取决于计划所评价问题的范围以及计划本身披露信息的详
细程度。由于企业通常只会收到关于供应商是否通过了认证或审核“测试”的信息，因此无法了解供
应链中发现的具体风险是什么，以及供应商如何以及是否采取措施来管理这些风险。

ii. 对于跨地理区域或在特定环境中运营的企业，有时无法通过标准化的风险管理方法实现想要达到的
目标。对此，上下游企业必须采用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方法来管理与特定环境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
土地权属和劳工权利方面的问题。

 • 各企业使用不同的框架来监测风险减轻措施的执行情况。尚未建立框架的企业可以建立一个跟踪运营产
出、成果和影响的系统。这不仅可以帮助企业监测重要风险的管理情况，而且可以量化和衡量企业活动的
积极影响。这又有助于企业向重要利益相关方报告企业活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这一主题将在第5步中 
讨论）。

第4步：验证供应链尽职调查

主要结论与经验教训

 y 企业仍然严重依赖审核和认证来验证某些风险是否得到评估和管理。对于与健康和安全、环境、治
理、劳动和工作条件有关的风险尤其如此。但是，企业很少对粮食安全与营养、自然资源权属权利与
获取方面的重要风险进行验证。

 y 企业使用的审核和认证计划对于尽职调查没有一个统一的验证方法。如能这些计划与《指南》的建议
协调一致，将有助于使用这些计划的企业落实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

《指南》建议企业验证自身尽职调查做法是否有效，是否能充分解决、减轻并预防已识别的风险。29基线
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已采取措施来验证其尽职调查的有效性。这些措施包括内部和外部审核、现场调查以及
与民间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协商。

试点项目过程中，大多数企业（67%）未对验证流程进行任何更改，但有些企业加强了对内部或外部验证
流程的利用，如图20所示。

图20：试点过程中加强验证流程利用的企业百分比

29 第4步，第37-38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外部审核

与第三方协商

现场调查

内部审核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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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期间举行的七次同伴学习会还探讨了与第三方合作验证尽职调查流程的可能性。但是，大多数
企业仍然继续主要依靠内部审核、外部审核和认证机制进行验证。企业常常使用与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相
同的验证机制来验证风险是否得到解决。尽管审核和认证计划对验证工作有很大价值，但企业可能过度依赖
于这些计划来开展尽职调查。 但是，如之前在第2步和第3步提到的，企业应确保自身对开展尽职调查承担主
体责任，并避免将审核和认证计划用于超出其最初设计意图的目的。

企业使用的大多数验证机制主要关注健康和安全、环境保护、治理、劳工权利和人权方面的问题。而诸如
粮食安全与营养、自然资源权属权利与获取权以及技术与创新等问题并未得到广泛解决。试点期间，企业在
验证有关粮食安全与营养以及自然资源权属权利与获取的尽职调查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与其他问题
相比，对这些问题上尽职调查的验证仍然远远不够。如第2步和第3步中谈到的，这进一步凸显了以下问题：这
些验证框架是否能够为企业提供足够的信息，使企业了解供应链当中有哪些风险，以及这些风险是否得到了
适当解决。

《指南》指出，审核的独立性和质量对其有效性至关重要，审核员应独立、称职、负责。30但是，在基线调
查中，有14%的企业报告称其验证工作聘用的审核员并不独立；对于基线调查后新建的审核机制，53%的企
业表示审核员并不独立。

验证工作中的挑战和机遇：

 • 企业可以组合利用行业性框架，验证自身针对不同问题开展的尽职调查工作的有效性。企业应考虑进行
验证时可能缺少哪些信息，并确保尽职调查对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识别、评估和管理。行业框架（尤其是审
核和认证计划）在风险评估与管理以及整个验证工作中的广泛使用可能使企业难以确定供应链中的关键
问题是否得到了充分解决。

 • 有丰富的验证机制可供上下游企业进行选择，用以评估其尽职调查工作的有效性。但是，为应对下游客户
的不同挑战或要求而开展多项验证工作可能既昂贵又耗时。《指南》强调应在供应链中的适当位置开展基
于共同标准、相辅相成的验证工作，这样有助于避免评估疲劳，提高效率。审核员可以认可其他独立第三
方开展的审核得出的结论。31但是，要实现这一点，相关标准之间需要协调统一。为此，经合组织和联合
国粮农组织可以考虑对照《指南》界定的标准对企业最常用来支持供应链尽职调查的行业框架进行一致
性评估。包括企业和行业倡议在内的试点参与者都表示愿意看到农业供应链中使用的主要计划接受这种
一致性评估。在一次经合组织牵头、行业倡议和企业参与的网络研讨会上，大家讨论了开展一致性评估的
可能性。

 • 一些企业与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协商。然而，在加强利益相关方对验证工作的参与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
做。民间社会组织可以为那些可能没有足够能力或在当地没有持续存在或对当地环境、问题和形势缺乏
足够了解的企业提供支持，帮助这些企业有效地验证供应链风险尽职调查。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还可以
给验证工作带来独立性，同时支持企业与当地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当地社区）之间建立信任，平衡利益。但
是，如前所述，这也要求民间社会组织愿意与企业开展建设性合作。

 • 如此前在《基线报告》中强调的那样，负责验证企业尽职调查工作的审核员的独立性对于保证整个验证过
程的客观性至关重要。企业应确保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审核员都充分独立于企业自身的运营以及尽职
调查工作的其他部分。

30 第4步，第37-38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31 第4步，第37-38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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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7：经合组织对矿产和服装领域行业倡议的一致性评估

应当指出的是，本报告所强调的尽职调查过度依赖认证和审核计划的问题并非农业领域独有，矿产和
服装供应链中的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合组织牵头在每个行业开展一致性评估，评估各项行业倡议与《经合组织负责
任矿产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和《经合组织鞋服行业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的一致性。如同农业领域
的《指南》一样，矿产和服装领域的行业指南也是通过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等各利益
相关方协商制定的。因此，一致性评估工作有助于建立一个基准，各项倡议可以据此评估自己的标准，使其
与尽职调查指南中的标准保持一致。32 

第5步：报告供应链尽职调查

主要结论与经验教训

 y 试点项目过程中，只有三分之一强的企业对报告做法做出了改变。但是，企业在公开报告其尽职调查
做法的所有步骤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y 许多企业依靠行业性框架来收集关于供应链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信息。但是，行业性计划提供给企
业的信息并不总是很及时或足够详细，使得企业在公开报告其尽职调查做法时难以使用此信息。

《指南》建议企业公开报告其尽职调查做法，为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和商业伙伴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
便于其了解企业供应链中潜在的不利影响以及为减轻或防止这些影响所采取的措施。33基线调查发现，尽管
三分之二的企业进行公开报告，但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业报告了其尽职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验证
工作的管理流程。还有三分之一企业没有报告与尽职调查活动有关的任何内容。

在试点期间举行的同伴学习会和面对面会议中，各企业指出，报告工作仍然是个挑战，特别是在内部决
定哪些信息可以公开时感到很困难。各企业承认在报告已识别风险方面有改进空间。

进展调查发现，自试点项目开始以来，有38%的企业对其报告做法做出了改变。一些企业加强了对客
户、政府机构、投资者和商业伙伴等特定利益相关方群体的报告。与基线调查时相比，多家企业扩大了尽职调
查做法的报告范围，如下面的图21所示。参与企业中对报告做法做出改变的大多数是下游企业。

32 行业计划与经合组织矿业指南一致性评估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ndustry-initiatives-alignment-assessment.htm，行业计划和多利
益相关方计划与经合组织鞋服指南一致性评估 http://www.oecd.org/daf/inv/mne/alignment-assessment-garment-footwear-sac.htm
33 第5步，第38-39页，《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ndustry-initiatives-alignment-assessment.htm
http://www.oecd.org/daf/inv/mne/alignment-assessment-garment-footwear-sac.htm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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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报告做法符合《指南》对报告内容建议的企业百分比，
包括基线调查中该分析的结果以及在试点过程中取得的进步

 

大部分企业认识到公开报告的重要性，并每年向公众报告本企业如何推进负责任商业行为。但是，如上
面的图21所示，所披露的供应链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信息很有限，仍然存在很大不足。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很多。一些企业出于对商业机密的考虑不愿透露供应链的详细信息，例如，许多企业
可能会对于透露供应商的具体名称和位置很敏感。有一些企业，尤其是下游企业，可能缺乏相关信息，不了解
供应商如何解决其供应链中的尽职调查要求。如本报告前几章所述，许多企业仍然依靠审核和认证计划来确
认其供应链风险得到了解决。但是，此类计划提供给企业的信息通常仅限于审核概要或认证结果。目前，大多
数行业计划都很少提供详细的信息，说明该计划在相关供应链中识别了哪些重要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在多大
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企业还根据投资者、客户和监管机构等主要利益相关方的要求进行报告。但是，报告的范围通常集中在
每个利益相关方提出的优先事项和期望上，而每个利益相关方可能都关注不同的问题或要求。报告标准也可
能不同。例如，投资者通常依赖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报告框架，而客户可能对其供应商有特定的报告要求。
以“金融机构在支持负责任农业做法中的作用”为主题的同伴学习会指出，报告要求常常是由人们认为重要
的事项和特定时间点的“热词”驱动的，而不是由企业面临的实际风险和问题驱动。

与之相对的，投资者面临的困难是缺少高质量数据来有效指导决策。报告要求不断增多，企业可以使用
的报告框架也不止一个，但是企业报告中通常没有足够详细或具有可比性的数据供投资者作为投资决策的
依据。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进行报告 
超过半数企业（67%）称已经或计划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报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是全球公认的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所有人享有和平与繁荣的蓝图。《指南》建议涉及农业
供应链的企业全面考虑供应链中的风险。执行《指南》的建议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设定的具体
目标，并公开报告负责任商业行为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贡献。

试点项目过程中，四家企业和一个行业倡议参加了一个非正式工作组，开发了一种宣传工具，强调可持
续发展目标与《指南》之间的联系。这个工作组开发的工具于2019年6月发布，可供企业内外部使用。34进展调
查还探讨了企业根据《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进行报告的情况。如第1步中谈到的，有些企业已经对《负责任农
业投资原则》做出了承诺，但是没有一家参与企业在其报告工作中包含了有关遵守《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
内容。

34 《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手册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
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风险评估的结论 

管理流程

采用的风险管理措施

验证流程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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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报告工作中的挑战和机遇：

 • 企业对尽职调查做法的公开报告仍然有限。《指南》认为，披露企业如何在供应链中开展尽职调查，尤
其是如何识别和管理风险，对于政府、投资者、民间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受企业运营影响的利益相关方至 
关重要。

 • 许多企业要应对不同利益相关方提出的关于供应链风险和影响的信息要求，格式还各不相同。此类要求
的数量过多可能会导致许多企业出现“报告疲劳”。对此，各利益相关方可确定农业领域的主要风险，统一
商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且与《指南》建议的五步尽职调查框架相一致的报告做法，并建立协作平台，提高
报告效率。这样做既能减轻企业的报告负担，又有助于投资者从其投资对象那里获得更多标准化的数据
和信息。

 • 这样一个公认的报告框架有助于加强不同企业之间在报告做法上的一致性，通过这种方式分享的信息也
能让同一产品供应链或同一地区内的企业开展尽职调查的方式具有可比性。这种方式还能简化企业的报
告流程，减轻企业的报告负担，可以采用一种统一的方式应对不同的报告要求。

 • 如第3步当中提到的，各企业使用不同的框架来监测风险减轻措施的实施情况。跟踪和量化运营的产出、
成果和影响有助于企业向主要利益相关方报告其供应链中的短期和长期风险及其影响，以及如何对其进
行长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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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结论
本报告介绍了从试点项目中发现的经验教训、挑战和机遇。项目考察了农业供应链中当前针对负责任商

业行为采用的方法，以及项目开始以后参与企业在执行《指导》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试点小组构成的多样性
（包括产品链的多样性、在价值链上位置的不同以及尽职调查成熟度的水平不同）使得做出一个总体结论非
常困难，但还是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观察结果。

企业承认尽职调查做法与《指南》建议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参与试点过程中，许多企业在现有做法的基础
上采取措施，加强政策承诺和兑现承诺的尽职调查措施。尽管企业应对重要风险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
不足，尤其是在将承诺转化为有效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措施方面比较明显，但通过各类会议、同伴学习会
以及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找到了解决一些不足之处的机会和良好做法。

对于许多参与者，特别是快消品企业和面向消费者的企业以及一些虽然比较上游但是向成百上千的小
农户采购的企业来说，供应链分析和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仍然是最重大的挑战之一。一些企业已经发现了建
立强大的供应链分析和追溯系统的好办法，并在不同产品供应链中进行了试验。这些办法有：将可追溯性整
合到现有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方法中，使用卫星图像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来评估风险并作为与供应商合作
的依据，使用“景观方法”识别某些区域内的供应商和相关风险，通过与其他企业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解决供
应链上游的问题，等等。

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压力经常是企业对尽职调查做出改变的主要驱动力。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运动对农
业领域中某些问题的关注可能会对企业的声誉或品牌产生重大影响，这可能会使企业在尽职调查工作中将
某些问题置于优先于其他问题的位置。还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风险和相关影响都可以在企业参与某个项目
或业务的时间段内得到全面评估和解决。农业活动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以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就
是典型的例子。确保有足够的工具可用，并且企业对相关风险有深入的了解，对于预防项目或业务对粮食安
全或气候变化适应力等问题产生长期不利影响至关重要。

一些企业，特别是上游生产者，已采取措施制定有针对性的计划，解决与自然资源权属和获取、非正规劳
工、家庭劳工和季节性劳工等问题有关的风险。此类风险在农业领域广泛存在。不过，人们也认识到企业自身
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有限，特别是有时风险减轻措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当地机构的有效性或一个国家的法
律框架提供的保护，这种情况下企业能发挥的作用更是有限。

许多参与企业介绍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这些企业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组织
及受影响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积极开展合作，解决此类问题。

本报告多次强调企业依赖审核计划和认证计划等行业计划带来的问题。对行业计划的依赖可能会对企
业开展以下工作带来限制：收集和披露有关供应商活动的重要信息，有效管理相关供应链风险，根据不同地
理位置、行业和产品价值链的环境与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尽职调查。

虽然大多数参与企业向其利益相关方进行公开报告，但对供应链中实际和潜在影响的报告仍然有限。本
试点项目发现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从各类利益相关方那里收到的报告要求各不相同，这常常会导致“报告疲
劳”，并且无法保证根据《建议》进行有效的尽职调查信息披露。这给企业造成负担，并且可能阻碍投资者等关
键利益相关方收集一致、高质量的数据和信息作为决策的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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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建议
自愿参加试点项目的企业认可《指南》的价值，并正采取措施在自身运营和整个供应链中执行《指南》的

建议。下一阶段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大力度，推动农业领域中更多企业采用这些建议。以下是为实现这
一目标提出的建议。

对企业的建议

 • 拥有或管理着生产过程的企业应完善方法，更好地解决在供应链上游发现的重要风险。试点项目发现，企
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自然资源权属权利和获取、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围绕企业运营的利益分享等方面风
险的尽职调查。这些问题通常很复杂，受制于企业自身运营之外的多种因素，并且相关影响并不总是直接
或立即显现。这可能需要企业内部针对这些问题加强能力建设，加深理解。企业还应尽可能与民间社会组
织、捐助方、政府机构以及对当地文化和社会情况有深入了解的第三方顾问等当地主要利益相关方建立
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与第三方的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是《指南》所建议的尽职调查方法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利益相关方继续推进对尽职调查建议的采纳，这应该是一项持续开展的工作和研究领域。企业还
可以利用本国的贸易、投资和发展战略促进尽职调查在东道国的采用。

 • 在整个尽职调查过程中，应更加注意可能受影响的社区的意见，以更好地识别风险、确定风险的优先级、
评估风险，更好地制定风险管理计划，并在需要时更好地实施补救措施。企业应确保向可能受其运营影响
的社区提供的追索机制适合当地情况和挑战。这包括确保其工具和渠道能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最弱
势和边缘化群体所用，并考虑到文盲和语言障碍等因素。企业应支持使用现有的申诉和争议解决机制，
例如国家联络点系统、法院和国际问责机制等。企业还可以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建立一系列尽职调查指
标，跟踪企业在实地风险管理方面的进展。

 • 探索如何在供应链中推广《指南》的建议，例如，鼓励企业所属的行业团体将其标准和框架对标《指南》，以
及支持与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展长期合作。下游企业应利用其作为买方的地位与供应商（直接
或间接）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确保供应商和商业伙伴有效落实尽职调查建议。这意味着通过将《指南》建议
纳入供应商合同等方式，清楚地说明要求供应商向下游买家提供的信息类型。企业应认识到某些供应商
可能自身不具备必要的资源或能力来执行所有尽职调查要求，因此应提供相应支持，例如开展培训和能
力建设，并将此类活动纳入公司政策和预算。

 • 加强与贸易商、出口商、聚合商、商品交易所和产品加工商等供应链上的“关键点”或“控制点”的战略性合
作。应探索各种机会发挥影响力，例如与业内同行合作，统一对于上游供应商的要求，同时与政策制定者
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提高上游状况的透明度并促进其改善。某些具有特定重大风险的农产品供应链
面临严重的挑战，因此企业应考虑将重点放在贸易量和采购量很大并且尽职调查的实施仍然存在严重不
足的供应链上。

 • 企业应继续探索新技术在供应链分析以及风险与影响的识别、评估、管理和监测方面的应用。卫星监测或
许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有助于对供应链生产环节的自然环境变化和风险进行实时监视。实践表明，区块链
技术是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的有效工具。尽管采用新技术可能成本很高，而且新技术的应用不能取代企
业开展尽职调查的责任，但对于希望及时、准确地了解自身采购的农产品的来源和相关风险的企业，适当
使用技术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地开展风险减轻行动。投资农业供应链的金融企业也
可以为试验新技术应用情况的项目提供资金，以此为企业提供支持。经合组织区块链政策中心35以及《经
合组织人工智能原则》36可以为企业提供这方面的有用资源。

 • 由于基线调查和进展调查间隔时间不长，因此试点企业可以自愿参加2021年初的后续评估，以考察三年
来取得的进展。这将使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能够收集更多的有用建议和良好做法，与所有利益相
关者团体分享。

35 “区块链对于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有何作用？”，经合组织（2019年9月）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s-there-a-role-for-blockchain-in-
responsible-supply-chains.htm。如需了解更多关于经合组织区块链政策中心的信息，请访问：http://www.oecd.org/daf/blockchain/
36 《经合组织人工智能原则》 https://www.oecd.org/going-digital/ai/principles/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s-there-a-role-for-blockchain-in-responsible-supply-chains.htm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s-there-a-role-for-blockchain-in-responsible-supply-chains.htm
http://www.oecd.org/daf/blockchain/
https://www.oecd.org/going-digital/ai/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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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 支持有关策略，解决困难的系统性问题（例如本报告指出的问题），扩大农业领域尽职调查的实施。比如
可以推动企业、民间社会组织、捐助方和政府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各项活动应尽量与现有平台和举措对
接，减少重复。

 • 从本试点项目、经合组织在亚洲推广负责任供应链以及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推广负责任商业行为的工 
作37、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负责任农业投资的工作（包括其总体计划）中汲取经验教训，促进对农业和粮
食体系的负责任投资38，挖掘协同效应和机遇，应对农业价值链中的共同挑战。应将这项工作与经合组
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相关工作对接，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各类倡议继续开展协调 
与合作。

 • 考虑支持开展一致性评估，评估农业产业各类计划与《指南》建议的一致性。经合组织已成功完成了矿
产、鞋服行业的行业倡议一致性评估，评估这些行业倡议与本行业尽职调查指南的一致性。39可以对农
业开展类似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应吸取其他行业一致性评估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全球一致性，各国政府
可以鼓励各类计划参与经合组织牵头的一致性评估，或将经合组织牵头的一致性评估的结果用于其公共
采购和国家支持的融资活动，或者用于监测贸易协定的环境条款和劳工条款。

 • 支持有关供应链风险和尽职调查的优质可比数据的收集、传播和报告，为企业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有效
依据。

 • 为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帮助民间社会组织更好地认识人们对企业的尽职调查期待以及民
间社会组织在支持企业与当地社区和政府加强合作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37 “亚洲负责任供应链”计划是欧盟、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开展的一个合作项目，由欧盟提供资金，与亚洲的合作伙伴一起 推动对于劳工权利
等人权的尊重，在全球供应链中推广 负责任商业标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负责任商业行为”项目由经合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及欧盟共同实施，旨在支持符合经合组织、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文书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做法，促进欧盟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智慧型、可
持续、包容性增长。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globalpartnerships/ 
38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体计划概述: 支持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
umbrella-programme/en/
39 行业计划与经合组织矿业指南一致性评估，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ndustry-initiatives-alignment-assessment.htm 行业计划和多利
益相关方计划与经合组织鞋服指南一致性评估 http://www.oecd.org/daf/inv/mne/alignment-assessment-garment-footwear-sac.htm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globalpartnerships/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umbrella-programme/en/
http://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umbrella-programme/en/
https://mneguidelines.oecd.org/industry-initiatives-alignment-assessment.htm
http://www.oecd.org/daf/inv/mne/alignment-assessment-garment-footwear-sa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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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试点项目之后：进一步推动《指南》执行的活动建议
试点参与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民间社会、研究人员、商业和公共部门机构表示，十分愿意借着试点项目的

积极势头和经验教训推进负责任商业行为的落实，促进五步尽职调查框架在农业价值链中的推广。

根据本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建议接下来开展以下工作，进一步促进《指南》的推广和执行。这些新活动应
与相关的现有平台、计划和活动对接，以充分利用时间和资源，避免重复。

制定并启动行业倡议一致性评估  

如第五章所建议，对行业倡议所使用的通用标准和框架进行一致性评估有助于克服本报告所指出的主
要问题。

进行一致性评估的好处包括但不限于：

 • 克服企业面临的要求相互矛盾这一问题，加强全球各个行业计划的对接和有效性，这对于在不同环境和
地区运营的企业尤为重要。

 • 通过行业倡议和多利益相关方倡议开展合作，促进通过尽职调查识别、预防和减轻不利影响。
 • 推动企业和政府等主要利益相关方对行业计划的认可，从而减少供应商的重复劳动和成本负担。
 • 促进行业倡议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与协作，逐步改善此类框架的应用方式，减轻农业生产和贸

易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通过知识分享和实用工具促进尽职调查的实施

试点项目确定了企业可用于支持其供应链尽职调查的几种现有工具。在空白领域，可以开发新工具来更
有效地响应企业的各类广泛的需求。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可以同企业和其他合作伙伴一道，支持开发
适合不同国家、地区和产品链的培训工具包，为农业主要主体加强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可以制定更多指南，帮
助各国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和生产者合作社落实《指南》提出的建议。也可以为民间社会组织
和工会等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开发类似的工具。

针对农业供应链中的主要挑战开展研究分析

试点项目的时间有限，没有很多机会对《指南》和相关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可以开展新的研究，对
现有研究加以补充和推进。除了本报告中强调的领域以外，以下领域也可以进一步探索：

 • 《指南》的建议与减轻气候变化相关环境和社会风险之间的联系：一些参与试点项目的企业提到，本企
业非常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多方面挑战。但是，这些企业指出，这次试点项目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探讨
目前企业怎样通过尽职调查来解决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或这方面可以怎么做。探索怎样通过实施与《指
南》相一致的有效尽职调查框架来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运营当
中的相关风险，而且有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就这些主题加强合作。

 • 实施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对小农户的影响：一些企业指出，要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农户达到大型跨国企业
采用的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有时非常困难。对于小规模生产者而言，遵守下游采购商的要求可能需要投
入极大资源。大家充分认识到遵守认证要求等有助于打入国际市场。但是，目前很少有证据表明实施负责
任商业行为标准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减少贫困，为农业供应链上游的生产者和社区带来长期利益。尽管一
些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例如探索认证对最低工资的影响，但还可以在行业中更广的范围内
开展更多研究，为这些研究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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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农业供应链中使用技术带来的风险：大多数企业报告称正在测试新技术支持其尽职调查工作，但还是
有许多潜在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包括人工智能的使用，与数据和隐私相关的问题，以及技术解决方
案对可追溯性的作用。可以与经合组织区块链政策中心和《经合组织人工智能原则》合作对这些主题进行
研究。

 • 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风险的解决仍然有困难：与其他问题相比，这些风险在企业的尽职调查工作中没有
得到广泛解决。可以开展进一步研究，探索怎样利用《指南》来推动行动，在全球农业供应链中解决这些问
题。这项研究可以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所做的工作为基础。

支持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的计划，在全球推动负责任农业供应链建设

将尽职调查承诺转变为可衡量的大规模行动来解决供应链风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参与试点项目的一
些企业和行业倡议已经表示有兴趣按照《指南》的建议继续参与和推动负责任农业供应链的建设。经合组织
目前正努力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推动负责任农业供应链建设。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在筹备一个项目，推动热带水
果价值链中的负责任商业行为。为进一步推动这一势头，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一项全球性计划来
推动尽职调查，以此促进负责任农业供应链的建设，应对共同挑战。这项计划应专注于特定领域，充分利用经
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知识和能力来解决这些领域中尽职调查做法的不足，并与现有的负责任农业供
应链促进举措对接，避免重复。该计划可以与政策制定者、行业代表、服务提供商、发展机构、研究机构、工会
和民间社会等各方广泛合作，可以包括本报告列举的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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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同伴学习会主题与主要收获
第一次同伴学习会
解决政策承诺与实施行动之间的差距（上）

 • 企业认识到开展尽职调查有助于企业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方法来解决供应链风险。声誉风险、来自客
户的压力和媒体曝光是促使企业开展尽职调查的最重要因素。

 • 对于上游企业而言，确保将承诺转化为尽职调查行动对于企业持有在采购国运营的“社会许可证”至关 
重要。

 • 与政府机构、援助机构和地方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有助于解决在当地面临的复杂挑战（例如土地权属权利
方面的挑战）。

 • 企业表示有兴趣了解《指南》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会后开发了相关宣传工具。

第二次同伴学习会
解决供应链分析和可追溯性挑战

 • 追溯体系可以在企业现有的企业与供应商绩效跟踪体系上建立。但是，可追溯性并不一定能提供有关实
地风险和问题的详细信息。

 • 企业可以利用自身所处的位置与供应链中构成“关键点”或“控制点”的主体合作。但是，企业能在多大程
度上与供应商开展积极合作往往取决于合同协议的期限和企业规模。

 • 技术已成为重要工具，帮助企业开展供应链分析，以及与供应商合作监测供应链中的问题。

第三次同伴学习会
加强与第三方合作，改善风险管理

 • 同行业内企业之间开展合作或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倡议开展合作，有助于确定重点问题，协调行动，应对共
同的风险或实现共同的目标。

 • 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展合作，可以从企业向政府反映问题开始，让政府认识到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的
重要性。

 • 与民间组织开展合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急需的知识和支持，尤其是在拥有大量小农户的国家和供应链中
提供实地支持。

第四次同伴学习会
解决政策承诺与实施行动之间的差距（下）

 • 此次同伴学习会的重点是两个问题：毁林及粮食安全与营养。
 • 关于毁林，《指南》就企业应采取何种方法评估其对毁林等问题的影响提供了明确的建议。认证也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可能对某些群体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例如将小农户排除在外）。
 • 当生产的农产品不是用作食物（而是用作生物燃料生产等）时，与粮食安全有关的风险可能特别突出。企

业和行业倡议可以支持小农户生产替代作物，并投资于研究，确保风险得到充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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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同伴学习会
了解非正式、季节性和家庭劳工涉及的风险与良好管理方法

 • 企业可以将劳工方面的风险因素纳入尽职调查工作，首先基于国际标准（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项公
约）制定政策和程序，然后将这些政策和程序应用到供应链的运营当中。

 • 企业可以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采取多项行动。但是，企业无法独自解决所有问题，需要与同行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例如政府）紧密合作，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第六次同伴学习会
金融机构在支持负责任农业做法中的作用

 • 尽职调查在投资者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包括潜在的财务、运营、声誉和法律风险）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 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困难有：
 • 缺少高质量数据作为决策依据
 • 法律义务看上去与主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不兼容
 • 投资团队评估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知识和能力有限
 • 保密法常常阻碍金融机构披露关于商业关系的信息

 •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不同投资者之间在报告要求方面缺少协调或协调得不够充分。

第七次同伴学习会
量化社会（包括性别）、环境和经济影响的工具与技术

 • 在衡量运营的影响时，企业不仅应关注短期结果（产出），还应关注长期变化（成果和影响）。使用定义明确
的直接和间接关键绩效指标至关重要。

 • 企业可以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收集数据和信息，用于内部决策和策略制定。
 • 企业既要衡量对外部利益相关方（例如供应商、社区）的影响，也要衡量对企业自身的影响，以确保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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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I：现有尽职调查支持工具和资源
在试点项目期间组织的七次同伴学习会上，与会者确定并分享了以下工具和资源：

金融机构支持负责任农业做法的工具和资源

 • 经合组织文件“机构投资者负责任商业行为”（2017年3月）及该文件的情况简报
 • 国际金融公司手册“与小农户合作：企业建设可持续供应链手册”

了解非正式劳工风险和良好管理方法的工具和资源：

 • 经合组织网站“儿童福祉门户网站”，重点关注“儿童福祉政策简报：怎样推动消除童工劳动？” 
（2019年2月）

 • 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农业中的童工问题”，重点关注“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监测和评价手册”（2015 年）和 
“电子学习中心：童工问题”

 • 劳工组织帮助台网站列出的“工具和资源”、“培训和活动”等资源
 • 公平劳工协会的资源“土耳其榛子项目”及其它项目、案例研究

衡量和评估企业运营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工具和资源：

 • B Assessment 和B Analytics：用于测量和管理企业对员工、社区和环境影响的工具，可轻松跟踪企业在
实现目标方面与类似企业相比的长期表现。供投资者和供应链管理者使用。

 • Cerise 公司 MetODD-SDG：一种评估工具，使命驱动型企业可用其衡量自身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 联合国粮农组织：香蕉产业碳和水足迹衡量指南
 • 联合国粮农组织：测量畜牧生产体系中的土壤碳储量和储量变化
 • MIX Markets：行业牵头的数据和资讯平台，供专注于新兴市场普惠金融的社会责任投资者使用
 • 经合组织：衡量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距离
 • IRIS+：一个内容全面、使用方便的系统，帮助投资者将想要实现的影响转化为真实的结果。由全球投资影

响网络（GIIN）管理
 • So Pact：轻松衡量和管理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软件和资源。供投资者、资助者、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企

业使用
 • LandAssess：帮助对行动进行衡量和监控的工具，证明企业符合农地投资最佳做法的要求，可用于企业

的现有业务、新的投资项目和供应链的扩展。（www.landesa.org/what-we-do/landassess-tool）

帮助企业通过尽职调查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和资源：

 • 《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经合组织－
粮农组织农业试点项目过程中一个工作组开发的宣传工具，介绍企业怎样利用尽职调查为可持续发展目
标做出贡献。

 • 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全球调查：由德国政府推出，用于评估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RBC-for-Institutional-Investors.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Flyer-RBC-for-Institutional-Investors.pdf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764
http://www.oecd.org/social/family/child-well-being/
http://www.oecd.org/els/family/child-well-being/How-can-we-help-stop-child-labour-Policy-brief-2019.pdf
http://www.fao.org/childlabouragriculture
file:///G:/My Drive/Kumi Consulting/Projects/10059 - OECD Agriculture Pilot/Progress analysis/Progress Report/Handbook fo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child labour in agriculture
https://elearning.fao.org/course/index.php?categoryid=24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business-helpdesk/tools-resource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empent/areas/business-helpdesk/training-and-events/lang--en/index.htm
http://www.fairlabor.org/global-issues/hazelnut-project-in-turkey
http://www.fairlabor.org/our-work/special-projects
http://www.fairlabor.org/impact/case-studies
https://bimpactassessment.net/
https://b-analytics.net/
https://cerise-spm.org/en/metodd-sdg/
http://www.fao.org/world-banana-forum/projects/reducing-carbon-and-water-footprints-in-banana-plantations/en/
file:///G:/My Drive/Kumi Consulting/Projects/10059 - OECD Agriculture Pilot/Progress analysis/Progress Report/Measuring soil carbon stocks and stock changes in livestock production systems
https://www.themix.org/mixmarket
https://www.oecd.org/sdd/measuring-distance-to-the-sdgs-targets.htm
https://iris.thegiin.org/
https://www.sopact.com/
http://www.landesa.org/what-we-do/landassess-tool
http://www.landesa.org/what-we-do/landassess-tool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Brochure-How-the-OECD-FAO-Guidance-can-help-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df
https://www.globalsurvey-sd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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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执行试点项目

最终报告

为支持对《经合组织-粮农组织指南》的实际应用，2018年初经合组
织和粮农组织启动了一项包含三十多家企业和业界计划的实施试点项
目。本最终报告即介绍了该试点的主要结论。报告总结了试点项目参加
者得出的在实施供应链尽职调查方面的经验教训、良好实践和挑战，也
向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关于在农业领域推动采用《经合组织-粮农 
组织指南》建议的有关建议和下一步举措。

mneguidelines.oecd.org/rbc-agriculture-supply-chains.htm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rbc-agriculture-supply-chai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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