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focus
Your gateway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智慧经营

Business

Smart

#103

ISOMarch-April
focus
2014

ISOfocus March-April 2014 – ISSN 2226-1095
《ISOfocus》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核心杂志，双月刊，每年六期。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访问 ISO 官网：iso.org/isofocus，或在社交网站
关注我们：

TWITTER FACEBOOK googleplus Youtube Flickr linkedin
营销传播与信息部主任 | Nicolas Fleury
传播与内容策略主管 | Katie Bird
主编 | 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编辑 | Maria Lazarte, Sandrine Tranchard
文案与校对 | Vivienne Rojas
美术编辑 | Xela Damond, Pierre Granier, Alexane Rosa
翻译 | Cécile Nicole Jeannet, Anita Rochedy, Catherine Vincent
订阅
对本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 ISO 官方网站（iso.org/isofocus）订阅，
免费下载应用程序及电子版，或者订购印刷版杂志。
服务中心联系邮件：customerservice@iso.org
征稿启事
欢迎参与本刊制作，如果您有适合本刊任何栏目的稿件，
请联系 isofocus@iso.org。
刊中稿件作者的观点不代表 ISO 或其任何成员的立场。

6
28

中文版主编 | 刘智洋

本杂志使用FSC®
认证纸张印刷。

未来属于有合作精神的人
过去 现在
合规问题为何如此重要
国家代码的大用途
为水而战的勇士
水的力量
梦想座驾
保乐力加 践行社会责任之道
欢迎在线查阅最新ISO国家代码标准

ISO官网获评瑞士最佳网站
东非国家标准化援助项目
非洲积极寻求道路安全

ISO中央秘书处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授权
中国标准化杂志社翻译出版《ISOfocus》中文版。

曹欣欣 靳吉丽
+86 10 57711697 57711693
+86 10 57711660
caoxx@cnis.gov.cn

大数据 大计划

Page 20-21

isofocus@iso.org。

联系我们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ISO社交网络动态

buzz

© ISO 2014
本杂志在瑞士出版，版权所有。
本期杂志所有内容仅限用于非商业用途。杂志内容不得改编，如需引
用，需经 ISO 同意。ISO 有权自行决定撤销许可。如有需要，请联系

翻
译 | 孙加顺 曹欣欣 谷凤博
美术编辑 | 封云

12

4
6
12		
18		
22		
26		
28
34		
36		
42		
49		

26

Page 41
Chan Kook Weng博士辞世

Page 48
房地产业实施ISO 50001
ISO 21500风靡拉丁美洲

36

42

The

heat
is on
顶着压力前行
我们要承 认，
如 今很 少有企 业 或 组 织 没有压 力，
CEO 们也 时刻 承担着压 力。
尽管近 年来 企 业 的压 力很 大，令人恼
火，但 这 就 是 时代 发 展、形势 变 化所
致。比如，2001年“财富五百强”四成
以上的公司到2010年已经不在榜上，
由此可以看出上榜名单的兴衰交替。

做一个敢于探索、
尝试新思路的领导者

ISOfocus主编
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综合来看，承担压力的不仅仅是大企业。我的丈夫
创建并经营着一家小公司，在过去近20年里，他要做很

2. 商业协作：如今我们面临的很多普遍、难以应对的

多艰难的决策——包括在那些经济衰退的日子，但最

问题，都不是一个组织或机构能独立解决的。
“协

终他和其他幸运的人们挺了过来。毕竟小企业风险太

作”是新的游戏规则，为ISO进一步开展业务协作

大。据估计，大约一半的创业公司熬不过五年，能坚持

关系框架提供了恰逢其时的机遇。协同合作也有利

十年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于促进创新，提升竞争力，增加产出。

那么这与我们如何经营有什么关系？互联网、社交

3. 合规性：新市场意味着新的合规要求。不合格的管

媒体与移动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正在推动着企业模式

理与文化规范可能导致数百万的重罚。那么企业

的转变，速度远超过企业领导们的步伐。

怎样才能合理应对？ISO将制定的新国际标准来

如果你在经营企业，可能对这些已经耳熟能详。外

满足不同规模组织的需要。

面的世界竞争非常残酷，压力重重，可能让人付出沉重

虽然压力不断增加，但一点很明确：这些 课题的

的代价。所以我认为：智慧经营并不容易，潜伏着各种

成功不仅需要新的技能和策略，而且需要从新的标准

风险。几乎所有企业主都会告诉你，改变不可避免，这

化的视角来研究如何让企业发展壮大。这才是“智慧

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

经营”的精髓。顶尖的商业领袖都理解标准的作用，

了解这些以 后，我们再 考虑下面三个主 题：大 数

将标准作为一个平台，定位自身，展望未来。要赢得成

据、合规性与协同合作。它们正在改变着企业的经营

功，标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应该关注哪些

方式：

方面。

1. 大数据：数据的存储量每18个月就会翻倍。选用大

付诸行动吧！不做畏惧标准、拒绝商业机会的领

数据管理方案的企业都尝到了营业毛利大幅增长

导者；也不做怯于投资、给标准研制设置障碍的领导

的好处。但在“大数据”真正发挥实效之前，还需

者。恰恰相反，我们要做敢于探索、尝试新思路的领导

要解决一些难题。ISO专门成立了新的研究小组，

者——善于智慧经营！

对大数据的复杂性以及标准如何继续发挥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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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进行评估和深入研究。

孙加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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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
小贴士

Social
feed

1. 在相关Linkedin小组
中发布 活动信息

测试 检查潜在

问题

ISO粉丝超过

30 000 啦!

感兴趣的人，你就需要从大处着眼。想要吸引很
多人，就不要选择太新或晦涩的主题，最好多利

9%

45-54

16 %

35-44

蓦然回首，彷佛昨天我们才刚刚认

29 % 女性
70 % 男性
1 % 未知

识，分享想法、照片与兴趣，发表喜好与

YouTube网站直播视频会议。通过Hangout on

动？如果像我们这样，希望找到对某个具体话题

6 % 其他

性别

跨越！

年轻人对谷歌一种功能的爱称，你可以用它在

互动问答。

25-34

突破30,000，创造了又一个里程碑式的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我的建议如下：

用它邀请公众参加ISO/IEC 27001新标准的

42 %

18-24

成立十周年，而我们的粉丝总数也一举

和其他社交媒体一样，最重要的是要尝试并

Air,用户可以参与互动交流，例如我们最近就

27 %

今年年初，
“Facebook”社交网站

欢迎与我们
分享您的想法、
观点和意见！

评论，在线交流彼此的人生故事。
有人认为“Facebook”即将没落，
也有人反对，称自创立至今一直推动社
交媒体发展的“Facebook”必将继续

确 定 受 众 对 象。怎样 让他 们 参加 你 的 活

3. 确保
每个人网速够用

年龄分布

谷歌视频群聊适合我么？

“视频聚会”（Hangout on Air）是酷炫的

2. 活动之前 进行

我们的粉丝

引领业界潮流。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

@MariaLazarte
ISO社交媒体官员
lazarte@iso.org

感谢 “Facebook”，正因为有了它，
才有了现在的社交媒体。
粉丝最多的五个国家

用信息图、简短有趣的视频或博客文章。设身处
加入我们吧:

地想一下，你会花半小时去关注那些兴趣不大的

印度－美国－墨西哥－埃及－巴西

Facebook : www.iso.org/facebook

事情吗？

Twitter : www.iso.org/twitter

组织一次成功的视频群聊要花费不少时间，

Google+ : www.iso.org/google+

所以最好提前计划。现在网上有很多可供参考的

YouTube : www.iso.org/youtube

资源。保持联络，我也会分享自己的经验！

LinkedIn : www.iso.org/linkedin

关于ISO/IEC 27001标准的问答
我们邀请公众参与半小时、非正式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的谷歌视频群聊，欢 迎提交有关ISO/

关注、分享并喜欢

IEC 27001（信息安全）的问题。

Hangout！

* 截至2014年1月21日.

“Facebook”的十年历程
2004 2005 2006

2009 2010

2012

至今

非常感谢专家Angelika Plate、Ed极客视角！
把用户都变成了广告商？看看

ward Humphreys和Rob Norwell的倾
情参与，以及Krystyna Passia和Blandine Garcia的大力支持！

为精英大学的学

向公众开放

生而创立

加入点

收购Instagram

每月用户总数约

“赞”按钮

（图片分享应用软件）

12.3亿人 / 分享照
片达4千亿张 / 每

Facebook存在什么问题：请登
录tinyurl.com/facebookp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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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

用户总数

上传图片

达到5亿

天60亿个“赞”
孙加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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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plans
for

大数据 大计划

big
data

明智的组织机构早已借助数据来制定战

大 数 据已 经 成 为一 个 包 罗万象、甚至有些 泛化 的 概
念。似乎 有多少种应 用，大 数 据就有多少 个 定 义。到底 什

略决策。然而，在“大数据”发挥实效之

么是大数据？大数据对企业与标准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有幸 同 该领 域 的 两 位 前 辈 探 讨 过 这个 话 题。J i m

前，还需要解决一些难题。

Melton是数据库方面的权威专家和作者，拥有超过25年的

ISO专门成立了新的研究小组，

专业经验，目前担任ISO/IEC联合技术委员会数据管理与交

对大数据的复杂性以及标准如何继续发

Ecker t博士则就 职于弗劳恩霍夫开放式通信系统研究所

挥作用等课题进行评估和深入研究。

tems)。三十多年来，他参与了很多与互操作性、分布式应用

替分委会（ISO/IEC JTC1/SC 32）的主席。Klaus-Peter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Open Communication Sys-

平台和服务相关的项目。我们该如何定义大数据？虽然见过
好几种描述，不过我觉得用《大数据伦理》（The Ethics of
Big Data）这本书的一句话来开始最恰当不过：这类技术非
常独特，因其性质（本质）是为了创建、对接、联系、汇总、储
存、处理与分析海量信息。
所以，简单来说，大数据表示利用大量的复杂信息，制

take a deep
breath and jump
into the
big data pool
深呼吸 跳 进
大数据“泳池”吧!
#ISOfocus_103 | 8

定最科学的商业决策。但正如Eckert和Melton所说，大数
据在真正发挥实效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些固有的难题。

盲人摸象
“直 到最 近，全 世界 的 IT界 看 待 大 数 据 仍 然像寓 言
里摸象的盲人一样，”Melton说，
“领域里的每个人都只从
一 个或有限的视角来 研 究这个 课 题（大 数 据）。就像那只
大象，大数据远比现有成果的汇总更为庞大，从整体上来
说，大数据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其全部组成部分的复杂性
的总和。”

机遇之窗
一直为您敞开

大型商业企业产生的数据总量非常惊人。根据麦肯锡
（McKinsey）全球研究院的大数据研究报告，全球数据产
生总量预计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
如何获取数据，而是如何处理数据。
“大数据带来了诸多挑战，”Melton说，
“例如，如何
保存数据、数据质量等，这些还不是最难的。而数据处理、
查询、分析与总结的难度很大。在很多情况下，对这些数据
进行简单地描述——制定元数据——是极其重要的，但也
非常困难。”
Eckert认为，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机遇之窗一直敞开。
可惜的是，我们虽有各类方法和工具，却缺乏集合互通。
“近几年来，不少专业组织开发了很多与大数据和数据
#ISOfocus_103 | 9

分析相关的技术。仅仅针对大数据，我们已经建立了类型各异的IT基
础设施，尤其在云计算方面。因此，这些技术基础已经具备，但尚未
得到有效的整合，不具有互操作性。现在缺少基于广泛共识的技术
架构，可以将不同方面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整合在一起。在这方面，

对

复杂大数据的标准研制

标准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Melton和Eckert都认为，需要对大数据的复杂性和不同领域

将

间的互动进行深入分析。这也是ISO/IEC联合技术委员会研究小组

创造一个互通平台

(ISO/IEC JTC 1 Study Group)的职责所在。

大数据之映射
新创立的研究小组旨在为相关问题的整体范畴提供更清晰的
界定，包括严肃的伦理问题，如大数据应用是否违反基本的公民、
社会、政治与法律权利。最终，一些关于 分委会项目分配、标准研

制项目何时正式开始等 提议会提交给联合技术委员会（JTC1)l来
考虑。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成果呢？这属于“老大难”项目，所以
我们不能急于求成，期待结果又快又好又不昂贵— —不太现实。权
衡对取舍大数据来说非常必要。研究小组需要对课题范畴给出意义
分明、理解到位的界定，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工作范畴，从而减少最
终需要制定的标准数量。
“哪些东西可以真正实现标准化？这是最大的问题。标准化也
要选好最佳时机，”Eckert说，
“过早的标准化可能招致很多风险，
因为可能尚未充分的研究与理解相关技术；但标准化过迟也同样存
在风险，因为市场主导权可能已落入某优秀企业手中。显然，JTC1
及其分委会需要积极准备，密切关注相关技术的发展。”
分析人士预测，将来大数据可能会成为新型的企业资产，贯穿
不同业务领域，像品牌一样发挥强大作用，成为竞争的关键基础。
如果真是这样，企业就需要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组织开发大数据的潜
力，管理大数据可能带来的威胁和风险。
“现在是介入IT标准化的最佳时机，”Melton说，
“我坚信，妥
善处理与大数据相关的问题、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可以带来模式
转变。”
Melton的预测可能比意料中实现的还要早。据高德纳咨询公
司（Gartner Inc.）的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各类组织在大数据领
域持续增加投入，64%的组织已经或计划投资大数据技术研发，比
2012年（58%）增长6个百分点。
很显然，成功不仅要有新的技能和战略，也要用新的标准化视
角来看待大数据时代的演化。将来，对复杂大数据的标准研制将创造
一个互通平台，帮助企业有效地分析、利用数据，更好地服务市场。还
等什么？开始行动吧！
孙加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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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collab orate
未 来 属 于 有合 作 精 神 的 人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通过合作企业可
以做得更好。
“合作”这个词越来越得到
企业和政府界的肯定，为ISO进一步开
展业务合作关系框架提供了恰逢其时的
机遇，也为推动创新、提升竞争力和获
得更大成功开放了门路。

#ISOfocus_103 | 13

“合作”是频现于企业和政府界的热门新词，当今世界
日趋复杂，合作被视为满足复杂世界需求的有效解决方法。
让我先做个小测试吧：独自埋头苦干会不会使一些企业处
于劣势？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抱着“孤岛思维”经营的企
业就意味着内部权力争斗，缺乏合作，生产力低下。
现实是这样的。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巨大而广
泛，难以应对，没有哪家组织或机构能单独应对。例如，自
然灾难往往需要几十家组织同心协力，为受害者快速提供必
要的服务。如果没有一定的协作水平，很容易造成服务的重
复和缺失。

人多力量大
身处当今动荡的商业环境，没有哪个组织、企业或个人
能独立解决全球性问题。但当各类组织开展不同层面的通
力协作——尤其是针对主要产品——就可以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效。
现今气候突变，移动商务越来越强大，企业都在寻求
有效的方式，通过加强协作来增加利润——这里我指的是
共享信息、联合规划。一项关于12国2千多位政企与非政
府组织决策者的研究显示，九成人认为，加强商业、政府
与其他领域的协作，对实现全球经济复苏来说至关重要。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协作——其定义是“一起工作”
或“乐于合作”——并非新的商业趋势。事实上，它长久以来
存在于各种商业模式之中，包括联盟、联合体、合伙与外包项
目，并且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供应关系管理。

抱着“孤岛思维”经营的企业
意味着内部权力争斗

公司非常推崇“协作”的理念。
“为了确保能针对许多项目提供有效的解决方
案，”他说，
“我们必须与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链通力协作，学习实践经验，
借助最好的工具和流程，提供能处理复杂问题的创新、全面的解决方案。”
Beardmore说，通过协作,可以催生新颖、实惠而且有针对性的产品
与服务，让企业获益巨大：

事半功倍

1. 节省成本：在Rocky Flats清理项目中，（和预估费用相比）帮助节省了
290亿美元的税费。

那么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实很简单，如今的商业领袖
们都面临着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挑战。要想“事半

2. 节约时间：在美国空军军官学校（USAFA）项目中，帮助提前30个工作
日完成目标——预计需要60天，仅仅花了一半时间。

功倍”，就需要通过团队合作，提高达成目标的可能性。

3. 获得奖励：在草原供水项目（Prairie Waters Project）中，为科罗拉多

据《哈佛商业评论》报道，顾客维系的比例提高5%，这

州奥罗拉居民设计供水方案，提前两个月完成，节约预算1亿美元。2011

种协作关系管理就可以使利润提升25%到95%。

年，该项目被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评为年度最佳项目。

这样还无法激励你开展合作？听听英国CH2M HILL

最重要的是，Beardmore说，协作不仅是达成目标的最快捷、有效的方

咨询公司高级项目经理Mark Beardmore的看法吧，这家

式，而且让客户心满意足——这可是无价的奖励！他说的很对，取得如此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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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关系管理方面的最佳实践，
对我们助益很大。

的成果，谁能不高兴呢？看看Beardmore就

型承包商更有望为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提供支

知道了，他总是笑容满面。

持。然而，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来
提高ISO协作商业关系管理框架项目委员会
（ISO/PC 286）的知名度，当然还有利益

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回到现实。开展协作并非易事。把人们

相关各方的参与。

宏伟的蓝图

聚在一起，进行通力协作，这并不容易，而
且很费时间。因为这要把个人目标整合成集

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跳出固有的

体行动，要来回与同事就战略和观点进行沟

思维模式。独自蛮干绝对不是办法。成功取

通，经常采用令人不舒服或很困难的工作方

决于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因此需要跨领域

式。鉴于这么多的困难，很多团队发现，协

的技能，能力和经验，但绝非简单累加，而

作的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我们需

是这些方面的综合。从实际角度讲，这意味

要一项国际标准，来提供管理协作关系的最

着组织与供应商、顾客以及供应链上任何相

佳实践经验。协作关系研究院(Institute for

关方快速而有效地共享商业信息、资源和经

Collaborative Working)执行主任David

验。简而言之：不同组织需要通力协作。当

Hawkins认为，ISO决定研制一项关于协作

然，许多组织还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或者对

关系管理的国际标准，现在正是最佳时机。

开放地面对竞争抱着谨慎的态度，害怕失去

“各类组织寻求从现有关系中获取价

控制、造成商业冲突，这都可以理解。现在急

值、推动创新或提出新的价值主张，采取建

切需要为他们指明一个方向。ISO觉得研制

立一个标准框架的严谨做法无疑为更有效、

ISO 11000国际标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更可持续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这项国际

目的是提供一个灵活、涵盖不同文化、帮助创

标准将确保协作模型部署的一致性，有望带

建协作关系的技术框架。相信很快这些组织

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他说。

就能得到所需的帮助。

即将制定的ISO 11000标准旨在为不同
规模组织确认、开发和管理商业协作关系提
供有效的支持。特别是中小企业（SMEs）
，可以通过协作推动创新、提升竞争力，从
这些合作关系中受益。与供应链的紧密协作
同样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加强各类关系的可持
续性和有效性。事实上，采取协作方式的大
#ISOfocus_103 | 16

孙加顺/译

过去 现在

我

非常幸运，过去十年间都在从事出版工作。可似乎
自从报刊业诞生至今，还不曾像我这十年所经历
的这样让人激动万分。

现实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那么问题

就来了：我们怎么能保证为客户提供一致、简洁、相关和可
靠的信息呢？现在已经不是印刷为王的时代，现在最常见的
是通过多媒体传播信息。
我们不仅要提供动态、易获取的PDF、电子书和网络
ISO出版经理
Laurent Galichet

平台，在未来还应在内容中嵌入视频，保证客户获得他们想
寻找的准确的信息。
回顾过去几年，ISO汇集了各个领域顶尖的专家来制定

价值很高的标准信息，并通过印刷版和PDF版来传播。多年以来都是如此，但多数出版
人也都随着IT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时俱进。他们（现在我们）所采取的新方法是出版业非
常先进的单一源内容管理，即支持不同的媒体形式加载相同的内容。其核心显得“与众不
同”，即一种被称作XML的信息交换语言。
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很忙碌。我们不想做无谓的重复劳动，一直寻找能轻松实现单一

Laurent Galichet知道，
担任ISO的出版经理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源内容管理的出版工具。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个源文件同时发布PDF、平板电子书以及
ISO网上浏览平台（OBP）等版本可用的数据。我们利用这一理念发布几乎所有新的标
准，还把已有的标准信息转换成XML数据。为什么费这么大气力？因为这意味着ISO标准不

六十多年印刷出版的传统转变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实现。

再是一套单独的印刷版文件，而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使用方式更多样。

纵然如此，Laurent倍加努力，义无反顾，

方案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未完成，下一步可能涉及到“语义学”，换句话说，

同他的优秀团队一起，彻底改变了ISO生成、使用以及

但是，我们在检索信息时，仍会采用基于文件的检索方式，而不是基于数据或解决

就是如何通过嵌入与概念或观点相关的关键词来充实内容。
这对信息形式创新和丰富知识大有帮助。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开始这样管理这类

现在提供ISO标准有关信息的方式。

知识，用户就能实现更高效的信息检索。

下面他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识，帮助有需要的人及时获得准确信息，这是我们对终端用户、作者和成员们应尽的义务。

现今世界日新月异，重要数据往往被不相关的信息所遮蔽。尽我们所能来提供这类知

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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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国家标准化援助项目
最 近 启动了一 个为期两年的项目，旨在 加强
8个东非国家的标 准化 基 础设 施 建 设。该 项目计

无人机将颠覆传统?

划可能由ISO与芬兰政 府的新合作协议拟 定，符

试想一下，现在要一天才能送到货，未来30分钟就

合《ISO发展中国家行动计划（2011-2015）》的

能配送上门？这就是亚马逊公司的宏伟计划，他们正在

基本原则。该行动计划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成员提

研究无人小飞机的应用潜力。

供技术支持，帮助其有效地完成国家、地区和国际
发展目标。

BBC报 道称 联合包裹服务（UPS）、DHL国际快
递及达美乐披萨（Domino’s Pizza）等公司也不甘落
后。虽然在美国禁止使用无人飞机，但最近在六个州进
行无人飞机商用测试，预示着今后新的发展方向。
但安全研究员Samy Kamkar表示担忧，他研制了
一个精妙飞行装置，可以轻松劫持业内顶尖制造商生产
的无人小飞机。
Kamkar研究的那家公司已经售出成千上万架无人
小飞机。他们最新的一款小飞机每小时可飞行40公里，
高度达165米。但缺点是无法达到ISO/IEC 27001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对无线网络数据的加密和认证要求。

为了项目的下一步发展，2013年底ISO秘书

ISO官网获评瑞士最佳网站
凭借每月100万的访客量，ISO官网荣获瑞士“
最佳网站评选”的“用户体验奖”。

长Rob Steele赴乌干达参加会议，讨论项目活动
的实施、监控和评价问题。来自8个示范国家标准
机构的CEO和芬兰外交部副部长也出席了会议。

ISO官网的信息、菜单设置和响应设计可以适

会 议 建立了区域性联合协作委员会，旨在计

用于任何设备，这一点获得了评定团的认可。另外，

划、监 督项目实 施，确 保全体国家标 准 组 织 从中

该网站能清晰展示ISO的工作、联系便捷、以 及高

获益。

效搜索引擎也获得肯定。
2012年，ISO网站全面改版，以用户为中心，

如此有益 的项目离 不开 捐助者 的 慷 慨 支
持，ISO对此深表感激。

ISO秘书长 Rob Steele (右)，芬兰外交部副部长Ilkka Saarinen（左）

兼顾易读性，让用户能“更简便、更快、更好”地获

随着越来越多公司开始研究无人机在农业、货运及

取ISO标准信息。ISO网站设计流畅、排版灵活，

其他领域的应用，我们对未知领域进一步探索，在实现

可适用于不同分辨率、浏览器、及不同尺寸的屏幕，

愿景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发生灾难性状况，安全指南至

无论用户用什么设备登录网站（台式机、笔记本、平

关重要。

板、智能手机等等）皆可轻松畅快阅读。

非洲积极寻求道路安全
非洲的道路死亡人数在全世界居高不下，而且不断上升，因此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RTSM）的需求非常急迫。
这一严峻现实促使各大洲重要交通和标准部门官员参加执行简报会，帮助提高大众意识，认识到实施ISO 39001（ISO
主要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的益处。2013年底，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举办的研讨会以及为期两天的培训，帮助
指导实施该标准。

气候混乱归于人为破坏

在会上，来自9个国家的代表评估了ISO 39001的关键原则和要求，探讨了能减少严重伤亡，有效的交通安全管理
系统措施。

气候变化调查结果已尘埃落定。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通过了其第一工作组的报告《2013年气候变
化调查报告：物理科学基础》。报告认为人类是造成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该工作组自20世纪中期就开始观

研 讨 会 影 响 甚 广，吸 引 了 交

察全球变暖问题。借助更完善的气候反馈信息，对气候体系动态的深入了解，以及更高级的气候模型，在世界大部分地

通 规 划 师、车 队 管 理 者、执 法 部

区可以清楚证明人类对气候体系的影响。

门、RTSM管理系统审计师、以及
对 RTS M 感 兴 趣 的 群 体。全 体参

该报告明确指出，海洋升温导致气候体系的存储热量增长，占1971年至2010年热量积累的90%以上。据预测，保守

会者获赠了一份参考工具包，用于

估计到21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将比1850到1900年间高1.5℃。

指导实施ISO 39001和履行众多

鉴于上述令人担忧的气候变化问题，ISO技术管理局专门成立了气候变化协调委（CCCC）。CCCC工作的一部分，

道路安全相关责任。

是评估ISO现有的有关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的可交付成果，旨在明确差距，制定未来行动指南。总结报告将于2015
年12月31日前提交给ISO技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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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内罗比ISO 39001研讨会参会人员合影

谷凤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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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ompliance
matters

合规问题 为何 如此重要

如今，合规问题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如果缺失适当的管控与文化，企业可能付出数百万甚
至数十亿罚款的代价。企业怎么做才好呢？
Heather Loewenthal律师，同时是公司治理、风险
管理及合规问题（GRC）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我们分享
了业内人士的观点。

全球几乎每周都有新的法规条例发布，合规问
题成为企业的最大挑战之一，这并不令人惊讶。那

甚至数十亿罚款，信誉也会遭受损失。企业怎么做
才好呢？

什么是合规？简单来说，就是公司遵循所有与企业

我们访问了巴克莱非洲集团公司合规事务主

管理业务、雇员及消费者关系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管、ING集团前全球首席合规官（2007-2012）兼

基本上，合规问题首要目标是确保企业履行应尽的

澳大利亚合规协会前会长Heather Loewenthal女

责任。

士。她将从业内人士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公司应该

然而，如果可以避开这些事情，许多企业便会

注重合规问题。身为一名律师，Loewenthal在公

质疑合规的必要性及其相关成本。但如果企业缺乏

司治理、风险管理及合规问题（GRC）领域颇有建

适当管控和文化，万一被抓到，势必要缴纳数百万

树，她认为企业可以对不合规的成本加以管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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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克服这些障碍？
发展并保持恰当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来说非常
关键。企业文化指的是从普遍的举动或行为中展示
出的“正确的做事/方式”的理念，在企业的第一道
防线（业务层）就可以实现合规风险的管理。在很多
公司，因为怕“做错事”的担忧导致合规团队（第二
道防线）人员太多，对其过分依赖，造成业务开展困
难，甚至未经合规部门的许可根本不敢做任何事情。
极端情况下，这样的风气导致个人不愿承认错误——
巴克莱非洲集团公司合规事务主管Heather Loewenthal

隐瞒错误会造成严重后果，等到发现时，影响已经很
严重了，需要巨大的付出才能补救。如果能正确实施
CMS，就能有效地控制合规风险的管理。
第一、二和第三道防线（内部审计）各自的作用
和职责非常清楚，且具备相应的知识和工具，从而可

ISO即将制定一项标准，将为不同规模的组
织机构提供有效的帮助。

ISOfocus：为什 么公 司应该 重 视合
规管理系统？

CMS如 何 降 低 企业的监 管风 险并 保
护企业的声誉 ？

以灵活、迅速、有效地应对法律法规以及社会期望值
的变化。

现今世界，法律法规日益增多——银

显然，企业需要具备强大、独立的合规职

行业、金融服务、税收、信息安全、人力

能。CMS可以帮助减少第二防线及不创收人员的激

资源、安全、环境等等，一个组织很容

增，从而大幅度减少合规问题的花费。

Heather Loewenthal：任何组织

易违反法律法规，损害声誉，从而失去社

或个人都不希望花钱返修、应对民事或刑事

会消费者、利益相关者和/或监管者的信

你认为， ISO未来的合规标准有哪些益处？

指控或者失去信任或声誉。处理这个问题的

任。CMS能帮助组织协调、管理、监测、

目前ISO合规管理体系项目委员会（ISO/PC

最佳方法，是通过实施有力的合规风险管理

持续改进组织内外的违规风险管理，帮助

271）正在制定标准。该标准将为希望实施CMS或想

框架，也就是合规管理系统（CMS）。

组织减轻债务，维护信誉。

通过标准检查公司框架的用户，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

假如因疏忽大意造成违规，CMS还能

可实施的指南或框架，帮企业建立相应的

帮助减少严重民事和/或刑事处罚的发生，

以ISO标准的形式发布国际指南文件，能极大

合规职能部门。企业的内部要求和外部法

从而帮助组织维护信誉。如果不希望发生

地帮助持续改善合规框架，为合规人员、企业、评论

律法规都可以通过CMS进行管理。很多组

监管调查、民事或刑事诉讼，实施健全的

员、学者，当然还包括监管者和法院，提供全球一致

织已经意识到遵法守法的重要性。CMS还

CMS就能合理对待合规风险管理，减少罚

的实践基准。

能帮助企业内外实施标杆管理，维持有效

金和处罚。尽管如此，很多其他因素也应

性，增强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信心。CMS的

该考虑在内，包括是否是系统错误、管辖

用户会有哪些？

有力实施应该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尽可能

权等。

国际标准是通用的指导文件，所有组织都可以从

违反了法律法规。

中受益。

减少监管失误、遗漏和失灵，从而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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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就

帮助，以及已操作的范例。

CMS为合规工作的开展提供详细、

管理监管风险和信誉风险。

一个组织可能

最 大的合规问题 是 什 么？公 司怎么才

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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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我在哪儿？

国家代码的大用途

（节省资金百万计……绝不夸张）

ISO 3166标准提供
了世界各国的正式代

我想给在中国的妈妈汇

呃……“CH”代表

点钱。中国的国家代码

瑞士吧？中国的代码

是“CH”，对吗？

是“CN”。

码，而全球数以百万

我应该把这个投递
瞧瞧这里……

到……哪儿？

我怎么才能找到俄罗斯伏特加？
哈！找到了：

计的组织机构都利用这些代

www.yourfavoritevodka.RU

码进行货物和信息交换。
登录

www.iso.org/obp.

这里是西班牙，我们刚收到一百
万美元的转账。你们太慷慨了，可
是你们有可能搞错了……
啊……？

不好意思，先生。
您护照上的国家代码有问题。
对不起，您现在不能登机。
西班牙？不是埃及？……完了，老
板会杀了我！我早该在OBP下载
最新的国家代码。
关于ISO国家代码在线查阅
的更多信息，详见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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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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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ter warrior

H2O

为水而战的勇士

1974年，“寻水项目”采用专
业钻井机保证家乡的供水。

Duncan Ellison一生都致力于提升水质和保护水资源。

作为加拿大水与废水协会的前任常务理事和活跃在国家、

国际标准化界的前辈，Ellison思考了全球水资源的困境，
以及标准化在解决这个全球问题时的作用。

从记事起，我就对水很着迷。我对水的力量与美的最
初记忆，是全家从英国搬到加拿大以后开始的，确切地说
是搬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位于加拿大西部）——那里水
源充足、森林密布。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就在书本上和户
外发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广袤和富饶。你也许会说，
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资源发展经济专业时，保护
自然的渴望和人生目标就已经在心底萌芽。
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在加拿大和其他地区从事公
共及环境卫生安全工作。在此期间，我主要参与撰写了公
共卫生安全领域的法规，以及国家新的化学品安全计划的
实施。由于要去墨西哥参加一项为期两年的泛美卫生组织
1962年，我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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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HO）的工作任务，这项工作被迫暂时中断。当时我
印象很深的是，该地区很关注水质和水量问题——该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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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来再次成为我的事业，并贯穿着我的职业
生涯。
回到加拿大，我再次从事环境健康与水
管理的工作，直到1992年我从公务员队伍退
休。退休后，我加入了加拿大水与废水协会
（CWWA）并担任常务理事，CWWA是反
应当地水问题的加拿大市政的国家声音。
在18年的任期期间，市政水资源服务
部门人员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现在
仍然如此），他们为社区居民提供充足的饮
用水，收集并治理废水。他们遵循条例或标
准，身兼保护公共和环境健康的责任，干劲
十足。
就在那时，我决定志愿参加一个在博
兹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水管理评价项
目，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解决尼泊尔
加德满都山谷的供水问题。这些经历进一步
激发了我对水资源管理问题的兴趣和决心，

从记事起，

无论身在何处。

选来参加这项工作，该工作主要任务是标准化未来领域的推荐和其他战略性议题，

我就对水很着迷。
翻开新的一页

2011年，ISO水资源特别小组成立，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峰。我幸运地被

包括：
1. 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水资源
2. 把水资源储备当作需要保护、保存和持续使用的珍贵资源

原以为我的职业生涯已达到高峰，一个
与标准相关的工作机会飘然而至，这次是直
接与水相关。1998年，我开始积极参加几个

作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别小组的一员，我收获颇丰，尽管未来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我仍然为此激动万分，并将竭尽全力做好水管理标准化工作。

加拿大和美国的水技术和水处理问题的标准
化项目。

水相关标准的三大喜讯

我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制定市政水服务业
绩评价标准的国际力量的一份子。因此，当

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地区沙漠化日益严重。气候变化正改变着天气模式，如

ISO成立饮用水供应及污水处理系统服务技

降水和干旱的周期。全球变暖也影响着地球在雪山和冰川的蓄水能力，而雪山和冰

术委员会（ISO/TC 224）时，我就加入了

川的蓄水是河流湖泊系统与蓄水层的供水源。好消息是尽管水资源的地域性和季节

这项工作。后来，我当选了该委员会在加拿

性的分配开始变得不同，但全球水总量不变，可使用水资源的质量也不变。我们必

大的镜像委员会主席，并一直担任至今。

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需要协调统一的国际举措。标准化工作能解决全球水

#ISOfocus_103 | 30

#ISOfocus_103 | 31

危机吗？答案是yes, yes, yes!

如果这篇文章

第一个”yes”是因为ISO能召集志
同道合的专业人士组成国际小组，这些专

能有所帮助，

业人士不仅愿意分享他们解决常见问题经
验和想法，还很清楚并认真思考过世界上

我会非常开心。

所有地区的问题和需求。
第二个”yes”是因为ISO通过164
个成员国在全球形成的影响力。这些成员
2005年，加拿大标准理事会任命我为ISO/TC 224镜像委员会主席。

在鼓励相关的国家利益共同体，采用ISO
标准上颇具影响力。
第三个”yes”是因为ISO会周期性
对标准进行复审，使标准与市场紧密相
关。结果就是：标准不会过时！
简单来讲，国际标准通常是帮助发

我的妻子Lorraine对我做标准化志愿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理解。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改善水管理活动与
服务的最佳和有效工具。

市政用水问题

鉴于我在公共与环境卫生领域做出的贡献，2008年加拿大卫生督
查协会授予我荣誉成员称号。

从个人和专业角度来说，我和几个
ISO技术委员会（ISO污泥恢复、循环与处

到废水排放之前的收集和处理。水用户（消费者）也是组织的客户，所以
也受制于水服务运营商的影响——必须鼓励的影响！

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24），近期成立

标准化工作所能做的就是收编城乡大小型水系统管理人员的最佳管理

的ISO/TC 275，以及新成立的ISO水再利

实践，牢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能力。全球水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

用技术委员会（ISO/TC 282））工作的同

环境的影响最大。

事，主要关注市政环境用水情况。
我们知道，市政方面包括流域大环

人多力量大

境和农业、渔业及工业的流域用水（农渔
业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而工业是就业和财

要提升ISO水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影响力，让更多国家参与这项工作，

富的主要来源），以及人类的娱乐消遣活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必须协助ISO，让各国及其利益相关者了解

动。这些都是人类福祉的基础。

ISO标准在保证水资源高效、可持续使用的重要性。参与专家的作用也很

由于流域不同，流域内的人口和经

大。我们必须利用讲演和交流的机会，鼓励大家“更广泛地”地采用ISO

济活动不同，市政用水约占可使用水资

标准，或者将ISO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或借鉴水服务团体利益相关者的

源的10%到20%。事实上，这些用水还

经验。我们必须为我们美好的工作做积极的拥护者。

2012年，在Industry Hall of Fame Award颁奖典礼上（“永远铭记那

会回到流域。要记住一点，水是由市政水

ISO技术委员会代表具有极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坚定不移的奉献精

些在公共水供应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不论他们是否健在。”）——当

服务机构实地管控的。先从水源抽出水，

神。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用来鼓励想采用和使用标准的人们。如果这

然我健在！

然后经过饮用水服务的处理、分配，最后

篇文章能有所帮助，我会非常开心。
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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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0年的排放水平为参照，
在很多情况下，水与污水处理行
业需要减少20%至60%，甚至
9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淡水占全球水总量的
2.5%，主要用来：

70 % 灌溉
20 % 工业
10 % 生活用水

水的力量

每年大约要回收5800亿立方米
的淡水用于能源生产
对生物燃料的需求会增加
20%的农业水消耗量

水与能源紧密相关。预计到2035
年，能源部门的需水量将上升五分
之一，水消耗总量将戏剧性地增加

到2050年，地热发电约
占全球发电量的3.5%
全球水总量
约为14亿km3

85%。能源也需要提供淡水，包
括收集、运输、分配和处理的电力
系统。
1000多个与能源和水相关的ISO
标准可大有作为，并支持以水和能

美国一个四口之家平均
每天消耗1500升淡水，
间接使用电厂取水
2200至6800升

生物能可满足10%的全球能源
需求，80%的生物能是固体
生物能，用于取暖和烹饪

源关系为主题的2014年世界水日。
水能源是全球储存量
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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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水资源组织（UN Water）、国际能源署（IEA）、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FAO）、忧思科学家联盟组织（UCSUSA）和国际水协会（IWA）

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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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有一天，您的座驾可以自
动驾驶，您在车里舒服地靠着
座椅，看电影、开视频会议或
上网。这一天即将到来。

The

drea m
car

梦想座驾

2014年日内瓦国际汽车展完美落幕，成
千上万的汽车爱好者仍然沉浸在对无人驾驶
汽车技术的惊奇之中。
然而，无人驾驶汽车的概念并不是什么
新东西。从蝙蝠侠的“蝙蝠战车”到霹雳游
侠的“霹雳车”，人们早就开始想象无人驾
驶汽车。而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变成现实并不
像你想的那么遥远。
迄今为止，几乎每家汽车制造商都在研
制自动技术，有的目标是汽车自动驾驶，而
有的则在未来，驾驶者也开车，而自动技术
能提升驾驶体验。如果技术继续像现在这样
发展，汽车很快就能自动驾驶了。
无人驾驶汽车即将问世？我们采访了
ISO道路车辆技术委员会（ISO/TC 22）新
任主席Igor Demay，他讲述了对无人驾驶
或半自动汽车的看法，汽车行业的前景以及
#ISOfocus_103 | 37

如何在汽车行业工作20年依然保持激情。

自动驾驶性能
要实现商用
至少还要十年

ISOfocus：最近有很多关于无人驾驶汽
车的报 道，包括在日内瓦举办的国际 汽车展。
您认为将来会如何发展？
Igor Demay：我相信未来是无人驾驶汽
车的天下。人口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拥挤和
城市化进程都是无人驾驶汽车出现的原因。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安全因素。有了无人
驾驶汽车，未来道路上的交通事故会更少，
拥挤和污染也会减轻。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
协会（IIHS）是由汽车行业赞助的非盈利组
织，2012年IIHS发布的信息显示，部分的自
动性能可以有助于减少碰撞。
现在很多汽车已在使用传感器、微控制
器、GPS、车载雷达和摄像机进行半自动操
作，使汽车在车道内行驶，防止撞到。很多制
造商已经在研制无人驾驶汽车。
难题是：自动驾驶功能至少要七到十年才
能在实现商业化。车内技术发展迅速，但汽车
行业还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交通管理问题，而
这恰恰阻碍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市的步伐。主
要的障碍来自法律法规。

您是怎么进入汽车行业工作的？为什么开始转做
标准工作？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设计汽车，到了高中依然热爱

您认为，现今汽车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什么？
未来最大的挑战是汽车文化本身面临着越
来越大的压力。人们对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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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气体力学研究公司工作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法国
雪铁龙汽车公司找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那时我才梦

很多与汽车相关的问题，这一切都使我增

想成真。

长行业知识和增加兴趣。到目前为止，我

过着忙碌又刺激的生活，从事梦想的工作是多

带来舒适享受，到后来认识到汽车给人类和环

么美好啊！多年以来，我的职业生涯都在设计领域：

境带了巨大压力，如噪音和污染。

车身结构、装备、电子设备、装置组合、结构和研

战，比如在中国。诸多压力促使汽车制造商生

为实现梦想而奋斗太美妙了！

汽车，所以大学读了工程学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小

变化。从一开始认为汽车可以使人行动自如，

在很多国家，交通拥堵也是一个重要挑

能从事挚爱而忙碌的工作，

究。2010年，我开始在PSA法国标致雪铁龙负责电
动汽车的技术协调工作。

很享受这个工作。

作为ISO/TC 22的新任主席，在任
期内您希望汽车行业完成什么目标？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使国际标准获

产零死亡率、零噪音和零污染的汽车——“三

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转变，我很开心在

得汽车行业的认可，国际标准能在汽车制

个零底线”。绿色汽车趋势大增，很多汽车制

2013年开始从事标准工作。虽然我从事的技术工作一

造商与客户之间搭建尊重互信的桥梁，让

造商也展示了最新的环保电子汽车。

直与标准相关——这是行业特点——担任ISO/TC 22

客户相信他们在使用安全、无污染、环保

主席使我有了全新的视角。能够从事国际工作，处理

的车辆。
#ISOfocus_103 | 39

Chan Kook Weng博士辞世

ISO专家活动萃览

ISO老员工Chan Kook Weng博士于2013年12月13日辞世，享年70岁。
在2007年，他被任命为ISO/TC 207/SC 7的主席，协助制定ISO 14064，对

下面是近期举行的一系列ISO技术委员会全会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排放贸易贡献匪浅。不久前，他刚被任命为马来西亚种植

的实拍照片。

与商品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ISO 土工合成材料技术委员会（ISO/TC 221）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Chen博士超凡的人格魅力，永远正能量满满，对工作充
满激情，待人友善。他遗留在世的家人有：妻子Roise Teh Lee Beng，三个孩
子Andraw, Aldrin和Antoni和孙女Pauline Teh。
Chan Kook Weng博士近照

ESA 通 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埃塞俄比亚标准局（ESA）负责质量管理工作。ESA是
埃塞俄比亚国家标准机构和ISO成员。最近ESA取得了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一个、也是唯一
ISO 化妆品技术委员会（ISO/TC 217）

ISO 污泥恢复、循环与处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75）

通过该认证的公共组织。
ESA 总裁Almaz Kahsay称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提升了ESA的国际竞争力，强化了以客户为重的理念，提升
了组 织的积极 形象。ESA凭借完美的组 织结构取得通 过认

在中国计量学院举行的管理标准化项目培训的学员合影

证— —包括其采用的计划、过程、资源和文件编制等能保证
达 到质 量目标，而且ESA管 理和开展 业务活 动的方法 也无
可挑剔。
ESA 的成 绩源于 辛勤的工作、高层管 理承诺以 及 员 工
的努力。实施质 量管 理体系是ESA 迄今为止 最大的重 建举
措，ESA称 现在已做 好准 备为用户提 供 质 量相关的国家标
准、优化培训及实施标准的技术支持，以满足用户不断变化
ISO 微气泡技术委员会（ISO/TC 281）

ISO 临床实验室测验与体外检测试验系统（ISO/TC 212）

的新需求。

中国TC主席和秘书长技能培训
中国将标准化项目的管理推向新的高度。
最近，43位中国专家参加了在中国杭州中国计
量学院举办的两个ISO技术委员会（TC）主席
和秘书长培训。
根 据 I S O 中 央 秘 书 处与 中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委员会（ISO的中国成员单位）的合作安
排，该培训旨在支持并提升国家标准委在国内
ISO技术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
培训能帮助学员掌握ISO技术工作的必备
技能。学员将学习ISO基本工作程序、政策、沟
通及合作洽谈技巧，有助于在各自的技术委员
会发挥领导作用。
在培训中，学员的表现以及对国际标准化
工作的热情令人称赞。ISO培训师与中国专家也
建立了联系，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双方的合作。

ISO 生物科技技术委员会（ISO/TC 276）

#ISOfocus_103 | 40

ISO 采矿技术委员会（ISO/TC 82）

ESA通过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

谷凤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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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nod
保乐力加 Ricard way
践行社会 责任 之 道

西班牙伊休斯酒厂

Photo : Pernod Ricard

饮酒本意在于社交，过度饮酒则有害无益。
那么酒类企业是否负有相应的社会责任？
保乐力加（Pernod Richard）就是这样认为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TO）调查数据，每年

ISOfocus：保乐力加业务机构遍布全球80个

全球有250万人因酗酒致死，其中约32万15岁至

国家，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酒品消费态度，如何保

29岁的人死于酒精引发的各类疾病，占这个年龄段

持社会责任政策实施的一致性？

全球死亡人数的9%。
作为全球领先的葡萄酒与烈酒制造商，保乐

我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追求财政绩效、社会公平和环境

这个企业不仅认真践行其社会责任，

力加对其在倡导“饮酒有度”这份社会责任中的关

保护的协调发展，因此“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是

键作用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理解。针对保乐力加

同步的。回顾我们的发展历程，公司始终强调人和文

甚至将企业的悠久声誉和品牌拿来作为担保。

在企业社会责任、鼓励“理性”饮酒风尚等方面的

化，并坚持长远的发展目光，因此保乐力加一直被公

努力，本刊采访了集团副总裁André Hémard先

认为行业的领跑者。自从1938年Richard实施员工持

生。他谈到ISO 26000国际标准对集团开展相关

股开始，践行社会责任的承诺便一直是企业文化的重

工作起到的指导作用，并强调，若没有合适的企业

中之重。

社会责任（RS）政策，可持续的经济效益便无从
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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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é Hémard：对于保乐力加来说，在自

作为一个集团，我们有双重任务，其一是提倡“理
性饮酒”。具体来说，保乐力加希望为处理酒驾及相关

#ISOfocus_103 | 43

过与企业内外的利益相关方沟通，他们也提出了

教育提供标杆参考；其二是“五管齐下”，通过环境

一系列有关社会责任政策的建议。

管理、可持续耕种、水利用、能耗与CO 2 排放和环
保包装等5种措施来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2010年，我们策划了一项面向集团18000位员
工的社会责任全球培训项目，内容涉及可持续发展

们改进公司战略和活动。
来自外部顾问们的差距分析报告也指出了

自成立以来，集团的管理始终践行着社会责

我们的弱势。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对利益

任的承诺，比如，将社会责任标准纳入各子公司

相关方预期的关注。因此，公司在2012年启动了

和执委会委员们的年度目标。

一个项目来帮助子公司明确和了解他们的利益相
关方，积极主动与他们联系，并将他们的预期与

和社会责任、集团的社会责任挑战及主要战略。继

你们是如何遵循ISO 26000的原则？从中

此项目，2011年4月，我们建立了一个40分钟的学习

积累了哪些经验？

单元，给员工学以致用、拓展所学的机会。截止2011
Photo : Pernod Ricard

年5月，已有超过15000位员工接受了该项培训。
哪些利益相关方对你们的活动最不积极？
我们的下属公司与当地团体联系非常紧密，因
此与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通常不是问题。但还是有
一群人总是拒绝参与：反酒精协会始终不愿意与我
们这样的酒类生产企业合作。所以，我们要努力建

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相融合。
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研发了支持相关培训

自2010年起，我们逐渐将ISO 26000原则

的工具和指导方针， 2013年在四个国家先行试

融 入社会责任战略平台和我们的年度报告。另

点，并准备对这些材料进行评估和改进，为2014

外，保乐力加被推举为实施法国XP X30-027新

年更大范围的部署夯实基础。

试验标准的示范企业，该标准是基于ISO 26000

另外，我们还发起了名为“拒绝酒驾（Re-

标准（见47页）而制定，有助于企业有效落实社

sponsib’All Day）”的公益活动，目前已延续了

会责任战略。这项标准为我们根据ISO 26000

三年。这项活动每年号召企业所有员工参与，希

评估社会责任计划的效益提供了工具，有助于我

望利用5年时间实施5项系列措施来限制过度和

立基于信任、强烈责任感和透明机制的合作关系。
保乐力加副主席André Hémard，主管企业社会责任。

如何通过标准实施让企业意识到之前忽视的

Photo : Pernod Ricard

风险？存在哪些挑战？
实施该标准的确帮助我们明确了社会责任战
略和各项 措施，比如更 好地了解 利益相关方的需
要。目前，事实证明ISO 26000是最佳工具，它帮
助我们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方面面，并逐步调
整行动措施。

我们将负责任消费纳入企业的

鉴 于 集 团 业 务 的 敏 感 特 性 ，我 们 对 I S O
26000标准的原则适度改动，将负责任的消费概
念引入其中。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分布在多达70个国
家，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了解到全面的情况，因此我
们需要一项全球性的社会责任体系，灵活应对不同
的地域问题和挑战。
如何使ISO 26000适用于你们的商业模式
和管理战略？
2009年，我们启动了浩大的“敏捷性（Agility）”项目，以期升级企业商业模式，提升效益。高
管层已经决定将社会责任作为内部战略的6大重点
之一。受ISO 26000标准的启发，我们从2009年
到2010年底开展了重大的集思广益活动。另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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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班牙里奥哈的帝国田园酒厂(Campo Viejo winery)

ISO 26000标准实施原则。

Photo : Pernod Ricard

不理性饮酒：
●减少未成年饮酒
●加强和推广市场行为规范

2006年，“孕妇禁酒”标志
已广泛推广至欧洲各国。

●与消费者沟通，开发负责任的产品
●减少酒后驾车
●寻求零售商支持减少酗酒
实施该标准对企业形象有什么影响？如何衡量？
在集团调查得分和非金融性评级机构提供的稳定进步评级报告显
示，标准实施给集团带来了积极影响。社会责任是企业最强大的资产之
一，因为它是18000位员工的承诺。
对其他企业，您有什么建议吗？
按照ISO 26000的原则，根据企业活动与业务范畴实施标准。这
听起来很难达成，但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法国巴黎保乐力加总部

您期待未来有什么样的国际标准？
ISO标准必须在当前的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帮助企业
持续改进，创造长远价值……永无止境！
保乐力加工厂装瓶线
Photo : Pernod Ricard

80 %以上的

子公司通过了ISO 14001和ISO 9001
认证。（截至2009年）

93 % 的子公司

已实施至少一项理性饮酒措施

如何使社会责任政策变得更可信赖？
ISO 26000标准为各类组
织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提供有效
建议。但这并不足以通过该标
准的认证。很多国家正在寻求如
何让企业承诺履行社会责任。在

83 % 的员工

接受了社会责任的相关培训

ISO成员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ISO 26000项目主管
Emilie Brun看来，“可信性报

法 国 标 准 化 协 会（A F NOR） ISO 26000项目
主管Emilie Brun

告”就是一条可行之路。“法国标准XP X30-027，旨
在帮助企业根据ISO 26000建立和实施有效的企业社会
责任战略，也为企业通过标准认证提供了可能。”

扫描二维码，
查看保乐力加战略

AFNOR希望与这项标准的试点单位保乐力加合作来
实现标准发布。由独立专家们合力完成的试点报告提供了
可能的改进建议，包括将这些良好行为推广到标准尚未得
到实施的国家。这是在法国的做法。在其他国家，比如瑞
典与荷兰，创建了企业社会责任自我声明体系。所有这些
经验都为ISO 26000标准以后的修订提供了借鉴。
谷凤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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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实施ISO 50001

瑞士日内瓦的应急基金公司Rentes Ge-

nevoises长期致 力于房地产投资管 理，并 采
用ISO 50 0 01标准 控制建 筑能源 成 本。ISO

50001为其设定符合自身情况的目标，例如提

高 旗 下60 处 建 筑存量的能源 效 益，降 低能 耗
成本，同时提高住户的舒适度。

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公司在部分建筑安装

了检测器用于管理公共区域的照明（洗衣房、

Online collection
of ISO country codes
欢 迎 在 线 查 阅 now available
最新ISO国家代码标准

走廊和电梯），用燃气锅炉替 代了部分燃油锅

炉，并安装了太阳能板。目前良 好的成果使 房
地产经理Isabelle Jacobi Pilowsky备受鼓

舞：
“原来的目标是每年降低3%的CO2 排放，

而2012年我们减少了4.7%。

凭此创新举措Rentes Genevoises获得

了ISO 50001认证。

听说过BR 、CH、NZ或

ISO这项新的国际标准为全球成千上万的货运和信息

交流机构提供官方国家代码。现在，除了以前用过的代码，

者JM吗？无论您在银行还
是商贸领域工作，最新的
ISO国家代码标准都让您

您可以通过在线浏览平台（OBP）便捷地找到国家代码和

细分代码的最新目录。这些最新的完整的国家代码目录采
自ISO 3166标准的三大部分，且分别存成3种格式：XML,

CSV 和XLS。只需支付一年的订阅费，您 就可以在 线购
买，通过用户OBP账户下载所需标准。此外，在线订阅还

随时获得最新国家代码。

瑞士日内瓦的应急基金公司Rentes Genevoises采用ISO 50001控制建筑能源花费。

可获赠标准更新通知。

国家代码标准是OBP平台继质量管理、环境管理、食

物安全管理和IT安全系列标准之后纳入的最新国际标准。

RU
BR
CH
GB
NZ

ISO 21500风靡拉丁美洲

《ISO 21500:2012 项目管理指南》在拉丁美洲引起轰
动，项目管理在当地广受欢迎，推广如火如荼。
乘 着 改 革 之 风，2 0 12 年 3月一 批 热 衷 项目管 理 的 志 愿 者 创 立了“I S O

即时效益：

订阅在线的ISO国际标准，您还将获得以下好处：

·最新内容：若某个国家代码变更，您的在线标准图书
馆也会随之更新。

·使用方便：可选格式（XML, CSV, 和XLS）更好地
满足您的需求，与您的实际工作轻松融合。

2150 0分析小组”，以支持 新标准在西班牙语国家的使用。分析 组的任 务是

·便捷登录：只需联网，便可通过任何一台计算机或平

制定标准实施的实用手册，将成为拉丁美洲第一大专业项目管理组织。由拉丁
美洲各国代表组成的拉丁美洲委员会也参与了该分析组，旨在当地推广项目管

板电脑轻松登录图书馆。

理标准。
分析小组的联合创始人Mario Coquillat深信ISO 21500将改变项目管理专业人

只需300瑞士法郎，即可获得完整的国际标准信息。

士的做事方法。大家可登录www.iso-21500.es查询信息以及ISO 21500相关的

谷凤博/译

免费指导（现已有西班牙语版本）。

详情请登陆
谷凤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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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so.org/iso/country_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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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 of world

leaders are
on Twitter
全球77%的 领导 者在使 用推特

加入我们吧
iso.org/twitter

如今人人都在使用社交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