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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精简、        高效政府

哪
类政府服务让公众最满意或最不

满意？2013年，ETC研究公司发

布了一份公众对政府服务满意度

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令人瞠目：只有

47%的美国受访者对公共交通表示“满意”或“

非常满意”，而对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满意比

例仅为48%。

这个结果可能有些令人意外，但政府部门

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大的服务提供方，公共服务

的轻微变动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亿万群众的利

益。而且在经济低落时期，政府一旦实施紧缩政

策，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因此，用较少的钱

为全方位的服务买单，加强可用资源与流程的

有效管理，实现公共服务的统筹协调与系统化

运行，势在必行。

那么，解决方案有哪些？多数人不会指望用

ISO 9001来激发创新想法，尤其是政府部门。

但若是了解到ISO 9001能“清理整顿”政府部门的官僚

主义，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事实上，政府可以——也应

该——利用质量管理体系来节约开支，ISO 9001为此提

供了实操模型。这项标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善的质

量管理框架，被全球191个国家150多万个组织机构所采

用。这些数据很吸引人——也是获得政府部门关注的主

要原因之一。

ISO最新发布的两份文件是关于公共领域实施质量

工作的指导规范：ISO 18091——关于地方政府应用质

量管理体系标准的指导文件；ISO/TS 17582——针对

负责选举流程组织工作的选举机构质量管理规范。在本

期《ISO焦点》中，我们邀请了Carlos Gadsden和Tyler 

Finn两位专家解析这两份文件，通过实施这两个标准，

您将知晓政府将如何真正造福于人民。

实施基于ISO 9001的质量管理体系，政府部门至少

可以在以下八个方面获益：

government
  改进公共服务的绩效和测评

  帮助实现战略目标

  提供决策时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减少重复性工作

  最大程度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服务质量

  建立持续改进的体系框架

  提升公众、客户和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

那么，底线是什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私营领

域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顾客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所以，

老百姓希望公共服务领域也能仿效私营领域的做法，让

他们得到同样优质的来自政府的服务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要像企业一样来运营？当然不

是。这只是说，任何无视这些事实的实体组织——不论

是否是企业，终将面临“无路可走”的困境。

孙加顺/译

遇到过这些让您抓狂的场景吗：在政府门前

长长的队伍中排队办事，在医院门诊或急救室外

苦等数个小时看医生，在坑洼不平的路上开车，

在处处是“坎儿”的人行道上行走……凡此种种，都

让我感到焦虑和失望。毕竟，那么多纳税人的钱

本应解决这些问题，但公共服务如此效率低下、

难以信赖，简直是浪费钱。

ISOfocus主编 

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ISOfocus_104 | 3#ISOfocus_104 | 2



© ISO 2014, you can use the content under 

®

ISO Social Media 
Guidelines

YES, YOU CAN 
TALK T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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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feed
处处有眼睛窥视着：互联网

是公共场所。

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逃不

开谷歌搜索：网上说的任何话仍

然会在网上。

做自己：用真名，要诚实，以第一

人称说话，展示自己的个性。

有点用：找到自己的受众，聊聊

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而不是你自己

想说的事情）

这是谈话：记住，你在跟真人交流。

先倾听：向别人学习。抓住机会参与

讨论，分享自己有价值的想法。

哎呀！犯了错，就道歉。网上的任

何修改都会留下痕迹，不要“一删了

之”。

态度要客观：要玩得有意思、有

意义还不惹麻烦，那就聊你知道的事

情。要清楚地区分开观点和事实。

建立联系：搭建交际网。

速度要快：回应速度要快。

三条黄金定律：发帖之前，问问自己：

这条消息你介不介意被你妈看到？或被你

老板看到？或被CNN播出？

共享又关爱：不要光说自己，别人

也有好玩的事情。分享信息，不要侵犯

版权，记着注明来源。

拒绝霸道：尊重别人持有不同意

见的权利。基于事实，有礼貌地指出

别人的错误。学甘地，别学成吉思汗。

孙加顺/译

ELEMENTARY !

别忘了！

I wonder if anyone 
has shared good 
cookie recipes... 

内容为王

吸引参与

Socialfeed

是否有人分享曲
奇的制作方法….

玩转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已成为日常交流的一部

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很多组织

机构通过适当的政策从专业的角度引导

这些虚拟社区。虽然有人想限制社交媒

体，但ISO希望扩展和鼓励社交媒体的

应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制定“规则”

来授权同事使用社交媒体。

关于政策制定，我们选择了两个基

于整套价值宗旨的简单指南。其一，根

据透明、可信的原则，我们要求ISO同

事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注明自己的工作

单位。其二，因为社交媒体帐号有官方

与个人之分，我们需要保证受众能区分

开这两类帐号。

如 今，我 们 的 社 交 媒体价 值 取向

是：透明、积极、相关、公正、友好和论

功行赏。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所以，为

鼓励我们的同事——社交媒体新手或

老手——更自信地参与进来，我们准备

了一套很有用的贴士来玩转社交媒体。

在此摘选几条，与大家分享。

网上交流和实际交

流一样需要注意一些常

识。记住，互联网是公共场

所。享受上网乐趣的同时，

也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一条twitter消息概括我们的社交媒体
指南：

欢迎与我们
分享您的想法、
观点和意见！

@MariaLazarte
ISO社交媒体经理

扫一扫二维码，

浏览指南全文。

极客视角

twitter信息太多，应接不暇？

点击浏览推特上最热门的101

条消息: www.postplanner.

com/101-best-twitter-lists-

to-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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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队去拿驾照，破破烂烂的医院，拥挤不堪或人员

太少的学校，混乱的投票过程，迟到的选举结果，等等。

这些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没人会否认这些事实：公共

服务，尽管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条件，却一直是名“负”其

实，并不让人满意。尤其近年来，政府预算紧缩，不断削

减公共服务开支。同时，政府官员和管理层也面临着各

级政府部门缺乏公信的困境。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支

撑公共领域的工作，挽回当前的消极形象？显然，我们需

要更富创意的解决办法，这也正是政府官员们在做的事

情。因为他们有责任提供有效、可靠和优质的服务，来达

到造福公众的目的。根据反馈，ISO 9001标准就是他们

所寻求的答案。这项广受欢迎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为

管理组织流程与各类活动提供了历经实践证明的指导

框架。

对大型企业颇有助力的ISO 9001标准同样可以为

政府提供帮助，通过清晰透明的举措管控多部门运营，

将组织目标推行至一线部门，提高信息流动性与可见性

来加强管理，整合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与客户满意度。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要像企业一样运行？当然不是，这

只是说，任何忽视这些事实的实体组织——不论是否是

企业，终将面临“无路可走”的困境。

DEAR ELECTED OFFICIAL, 

LET’S TALK QUALITY…
尊敬的领导

您考虑过质量问题吗？

无论哪个政府都有义务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服务，但却受

限于严重的资源紧缺，目前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它

们借鉴私营企业的指标化运营，采用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为亿万群众提供保证生活质量的高效、可靠的服务。

#ISOfocus_104 | 7



客户与老百姓说了算

要让二十一世纪的政府有效运行，必须像企业一样保证最

基本的“质量管理”。无论在公共或私人领域，假如没有客户

或者让客户或利益相关者不满意，那么任何组织都会身处危险

当中！

让我们先从地方政府说起吧，这是当今关于治理的争论热

点。地方政府是世界各地市政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因此他们的效

率与可靠性攸关亿万民众的生活。公共服务有多少？怎样为这些

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应削减哪些服务？削减多少？一个很好的切

入点就是讨论一下我们如何实施ISO 9001标准，做出正确的决

策，提供高效、可靠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和预期。因为，重新

考虑政府的角色，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城镇公共设施与服务的质

量，及其背后的治理水平。在这方面，ISO 18091标准可以发挥

作用。

于2014年初发布的ISO 18091标准是首个旨在帮助地方政

府实施ISO 9001标准的指南。地方政府只有建立健全质量管理

体系，才能更好的满足社会公众的各类需求和预期。

ISO 18091为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路线图，加强组织自身

综合管理，推动相关方面的持续改进。旨在：

  同时赋予公民和政府权利

  确保有效性与合法性

  为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提供通用语言，达成一致理解，实

现国家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可比性

  政治上确保必要技术条件可实现，服务当地民众

  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开发有效的工具，实现全球可持续

发展，打造智慧城市

  保证可靠性——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负责制定该标准的ISO/TC 176质量管理技术委员会召集人

Carlos Gadsden说，“ISO 18901标准为地方政府获得民众信赖

提供了一套高效的工具，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全面理解并始终及时地

满足民众的需求和预期。” 通过加强地方治理的整体性，我们可以

打造更强有力的区域和国家政府，支撑国际政府治理能力。

可持续的智慧城市

地方政府在可持续社区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提

供高质量、经济实惠而且始终如一的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的可持

公共服务一直是名“负”其实，

并不让人满意。
续繁荣与社会公正。事实上，当今社会在区域或国家层

面上都亟需稳定和有效治理，因此政府可以在这方面

大展拳脚。以可靠性城市为例，许多项目——包括微软

的CityNext——都在通过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

百姓生活质量来创造更健康、更绿色、更繁荣的未来

城市。

微软公司亚太地区公共事业部首席技术官Erick 

Stephens认为ISO 18901标准可以为建设可靠性城

市带来巨大效益。“ISO 18901标准为各类不同规模

的城市解决实际问题，实现持续改进提供了一个整体

的愿景。这项标准与CityNext相结合，将为城市实现

真正的“智慧化”，提升城市可靠性，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撑。

发展日益迅猛的城市，作为经济与文化的枢纽中

心，正推动着全球的经济进步与环境变化。如今，城市

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包括快速城镇化、现代化

进程以及经济紧缩带来的压力。

Stephens认为，微软CityNext项目与ISO 18901

标准将帮助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创新

时代，实现公共政策与技术——云计算、移动设备、数

据分析与社交网络等——的完美结合，促使城市秉承

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真正的未来城市。

 

自由公平的选举

这将给我们带来第三个方面的影响，即如今先进

民主社区的公民们所孜孜追求的：自由公平的选举。当

今，许多国家在选举（民主的基石）时都存在严重的疏

2012年9月15日，葡萄牙民众在波尔图阿利阿多斯广场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

#ISOfocus_104 | 9#ISOfocus_104 | 8



因此，我们准备了一些来自全球各地选举机构

实施ISO质量管理标准的效益分析案例，让您先睹

为快。

  对透明、公信的选举流程提供指导。秘鲁国家

选举委员会指出：“（ISO/TS 17582）意味着对持续流

程改进的坚决承诺，旨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民众对此

的积极反馈让我们觉得值得这样去做。”

  确保选举结果的客观性。实施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的俄罗斯政府部门表示：“在俄罗斯选举机构中

实施ISO/TS 17582标准，将极大地提升公众对选举

结果的认同和信心。这对俄罗斯的政治稳定性来说很

重要。”许多人指出，该标准的实施将极大地减少选举

争议的发生。

  加强民主建设。根据厄瓜多尔公共事业权威部

门的说法，在ISO/TS 17582的指导下实施质量管理体

系非常重要。厄瓜多尔国家选举委员会致力于推动选

举民主化，确保提供广泛参与、公平、平等、多元文化、

自由、民主与公正的选举服务。以质量为基石，为整个

公共服务体系的持续改进提供关键性的技术支撑。

超越质量范畴

作为迄今世界上最成熟的质量管理框架，ISO 

9001标准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多万家组织机构。这些很有说服力的数据，也是

公共领域开始关注该标准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确保政府服务的可靠性、及时性和透明度，

标准的认证并不是一项必要条件，也不应该被视为

标准实施的终极目的。因为政府提供的是终端产

品，所以不能唯“合格”是瞻，而是需要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保持高水平和可信度。重新审视政府的质

量问题有利于但并不能使政府具备二十一世纪的竞

争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政府进行彻底的

重新设计与定位，使其适应新世纪的各类挑战——

例如，给予政府官员所需的灵活性、工具和资源，打

造一个以结果为导向、后官僚风格的成功政府。众

所周知，此举任务重大，需要大家集思广益。我知道

有个技术委员会就很愿意贡献一些想法。

孙加顺/译

我们需要对政府进行彻底

的重新设计与定位。

忽，这是毋庸否认的事实。应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还

有很多更好或更坏的办法，如果选举机构采用ISO/TS 

17582与质量管理标准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来自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的Tyler Finn认为，新的ISO技术规范将ISO 

9001这项实践证明过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应用于选

举活动中：“ISO/TS 17582技术规范提供了有效的质

量管理体系框架，帮助选举机构提供更可靠、更透明的

选举服务。”

新发布的ISO/TS 17582对选举机构来说很重要，

因为其目的是通过提高选举过程的透明度、策划与效

率来树立民众对选举的信心，这是任何选举的根本：

  选民登记

  政治组织与候选人登记

  选举物流

  投选票

  选票统计和公布结果

  选举知识教育

  选举资金监督

  选举争议解决

从这个角度看，Finn说，ISO/TS 17582标准对新

兴民主政体的选举机构来说意义巨大，可以提升民众

对选举体系的信心，从而决定选举的胜负。

美洲国家组织促成了一项关于选举的国际标准出

台。新的技术规范由该地区多家选举机构协力制定，使

该组织率先开展选举机构的制度化建设，提升专业化

能力。

采用这一标准的选举机 构获 益良多。ISO/ TS 

17582大大提升了整个选举流程的组织、效率及管理水

平。同时，其结构的灵活性也给选举机构持续改进，妥

善应对当局带来的各类挑战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另外，

选举机构通过ISO/TS 17582认证，则表明公开承诺

选举流程的透明，从而树立公众对选举服务的信心。

2009年4月23日，印度一名妇女在古瓦哈蒂附近由穆斯林主导的Mukalmua小镇投票站投上自己的选票。 母亲与孩子在塞尔维亚早期议会选举中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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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健康

“电子健康”（ehealth）是如今人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新热词。事实上，该新兴领域涉及医药情报学、公共卫生与商

业领域的交叉。现在已开始举办电子健康论坛，该论坛能帮助在电子健康体系服务中发挥健康数据标准化的重要作用。

2014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总部举行了电子健康标准化政策部际联合会谈，和第二届WHO电子

健康标准化和互用性论坛。

该论坛旨在帮助各国采用和实施健康数据标准，推进政策和治理机制的需求对话。大约20%的参会人员来自ISO

健康情报学技术委员会（ISO/TC 215），他们在促进各体系间的互操作性，确保健康信息数据的兼容性和一致性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WHO成员国、健康数据标准发展机构、以及学术和研究机构的共190位专家。还有许多专家通

过网络直播参与话题讨论，由此可看出全球对“网络健康”的日益关注。

能源前景大好

随着石油和煤炭的价格的上涨，不断出现因缺电造成

的断电和暴乱，那么如何应对这些能源危机呢？ 2014年3

月，关于支持能效与可再生资源政策国际标准的研讨会在法

国巴黎举行，会上能源领域的领军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该研讨会由ISO、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和国际能

源机构（IEA）联合举办，意在加强决策者、能源利益相关方

和标准制定者之间的合作。会议为探寻如何运用系统方法来

保证国际标准更好支持可持续能源体系的转变提供了黄金

机遇。 

研讨会强调了标准在以下领域应对全球能源挑战所做

的贡献，例如化石燃料引起的气候变化、可用能源的限制，

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发可持续能源。作为能源管理方

面的专业知识宝库，能源领域标准将是降低能源消耗，保护

环境的最佳方法。
ISO筹建智慧城市咨询组

未来该如何发展？如今城市面临着复杂的选择。现

在全球过半人口住在城市，还有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

来的各种挑战，对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和发展的需

求日益增强。

让人欣喜的是，“智慧城市”即将到来。信息通讯技

术（ICT）领域的创新，城市基础设施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能力都意味着现在城市已经能为智能电网、绿色建筑、用

能和用水、水管理和交通等领域提供服务。

ISO正在筹建智慧城市咨询小组，提供专业知识，指

导城市如何在今后使用智慧产品和服务。由英国标准协

会（BSI）领衔的咨询小组将吸引大批来自建筑、交通、

能源和ICT等领域的利益相关方以及城市当局和服务提

供商的加入。

创造可持续的城市环境是全球的首要任务，要求协

调一致地实施标准，让城市变成“更智慧”的生活空间。

谷凤博/译

英国国务大臣考察BSI

英国教育与科技国务大臣兼国会议员Rt. Hon. David Willetts在伦敦考察了

ISO英国成员单位——英国标准协会（BSI）。

作为英国的国家标准机构，BSI向国务大臣展示了其工作内容，以及标准如何

提高商业效益，促进创新及经济增长。

期间，Willetts先生受邀参加了ISO人体特殊需求工效学工作组会议。工作组

负责人Ken Sagawa教授向Willetts先生介绍了他们的工作，包括修订关于老人和

残疾人的需求标准——ISO/TR 22411。如今全球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各国都备

受关注。

Willetts先生很高兴此次考察让他更了解标准化工作，并对如何制定国际标准

以及标准在商业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万维网创立25周年

1989年3月12日，蒂姆·伯恩斯·李

（Tim Berners-Lee） 发表了一篇论文，

标志着万维网的诞生。而今天，在万维网

创立25周年之际，他呼吁全球携手共同来

保护网络用户的权益。

鉴于最近曝光的政府监听事件，英国

计算机科学家呼吁制定因特网“大宪章”

来保护网络用户自由，免遭政府和企业影

响的强横干扰。

“我们需要一部全球性的宪法— —

一项权利法案，”Sir Berners-Lee通过

《卫报》表示，从而保证系统的公开与中

立，保护其独立性。 

对于人们在自由被侵犯时的无 知自

满，他深感遗憾，并强烈呼吁各国互联网

用户站起来保卫自己的网络自由。国际标

准必将为这项全球性的行动呼吁发挥重

要作用。

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电子健康标准化论坛参会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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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控 私 人 安 保

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期间，私人安保

公司（PSCs）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然而，多

起事件，部分可能涉及平民死亡、滥用暴力与

虐刑等，导致许多人开始质疑这类公司涉嫌

违法。针对这一问题，ISO一个新的项目委员

会开始设计一个国际层面的规范框架，用以

帮助该行业借鉴良好实践，提高履责能力。

2007年9月16日,美国黑水（Blackwater，现改名为

Academi）私人安保公司（PSC）雇员在巴格达的尼苏尔广

场上卷入一起枪击事件。该事件造成当地

平民17人死亡，20人受伤。据美国联邦调

查局（FBI）一项调查显示，当时正护送美国

官员离开广场的保镖“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

非法枪击周围民众”*。尽管多数PSCs都恪守

法律，平安无事，但一些害群之马却被曝光成为

新闻头条，导致整个PSC行业倍受媒体谴责。一般

来说，国家应负责军事事务，保护民众人身安全，而

如今私人保全和雇兵服务显然也开始承担这一角色。

secu  rity

Policin  g
private

1） 【Howitz,S.,《卷入巴格达枪击事件，前黑水公司保镖遭控诉》，华盛
顿邮报，201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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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安保服务主要适用于保护不力的国家和地区、灾难

或冲突导致风险级别加剧的情况下，旨在保护人员与财产安

全。在很多这些备受瞩目的事件中，包括尼苏尔广场枪击事

件，雇佣方为政府（在此事件中是美国政府）。而该行业只有

三分之一的客户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尤其是采

掘垦殖行业，如石油、天然气和矿业）、运输公司、甚至援助

与开发机构等，也会雇佣PSCs，保护当地的人员和财产安

全。在国家治理薄弱、当地警力等力量无法有效保证安全的

地方，PSCs服务成为一项必要的选择。

事实上，由于PSCs业务经常涉足冲突和灾难区，以及法

治和当地执法不力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这个行业具有高风险

性的特点。再加上情况复杂，该行业已经成长为国际规模的

私人安保服务市场。PSC可以设在某个国家，客户可能来自

别国，实际安保服务的开展可能在其他国家……而且受雇佣

人员也可能来自另一个国家。情况如此复杂，如果发生违法

事件，到底该适用哪国的法律、如何进行法律裁决？

定义最佳实践

所有这些问题都推动了国际层面的思考，以期尝试应对

这种情况。例如，“关于私人军事与安保服务公司的蒙特勒

文件”*（以谈判地点瑞士蒙特勒命名）以及“私人安保服务

提供商国际行为准则”（ICoC）（见17、19页边栏），都为澄清

当前法律框架和定义鼓励PSCs及其客户遵守国际人权的最

佳实践提供了指南，奠定了基础。另外，在国家层面，2012年

发布的ANSI/ASIS.PSC.1也为美国的PSC公司在尊重人权

的基础上实现商业和风险管理目标提供了可审计的标准。

“这三份文件为我们达成预期目标奠定了基础”，针对该

领域而新设立的ISO/PC 284项目委员会主席Marc Siegel

博士解释道。“但是，”他说“我们仍然亟需一项国际标准来

帮助PSCs及其客户来体现其履责能力，保证人权和基本自

由，阻止非法和过激行为。”

ISO/PC 284首次会议于2013年12月在瑞士蒙特勒举

行，我也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地点特意设在ICoC和蒙特勒文件的

诞生地。）该委员会计划为PSCs制定基于蒙特勒文件和ICoC的管理体

系标准，Siegel认为，这将帮助此类公司采取具体的措施，按照标准规范

自己的实际业务。

在Siegel看来，新的国际管理体系标准可以帮助公司管理与业务相关

的风险，并最终确保人权得到保护。“毋庸置疑，这些公司的业务都涉及高

风险，所以了解这些风险并做好风险管理计划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说。

“那些与安保服务直接相关的领域将直接受益于这项新的标准。而

PSCs必须优先考虑到自身在这些领域中的人权影响，”Siegel说。他同样

非常关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在高风险环境中工作的PSC雇员。“一

旦出现问题，他们自己将置身危险。所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在紧急情况

下知道如何应对，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能真正影响到人权保护的领域，

本质是自愿性的国际标准会不会缺乏约束性？严格而可强制执行的国

际法是否更有针对性？答案很现实。“众所周知，严格的法律非常难以实

施，”Siegel说。尽管蒙特勒文件已经明确了现有的国际人权与人道主义

法律应该适用于上述种种情况，但文件的施行仍然难以落实，成本巨大且

蒙特勒文件

2008年，在瑞士政府和国际红十字

会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制定了蒙特

勒文件，设定了私人安保领域的法

律框架，包括所有相关的国际、国

家法律法规以及最佳实践的指南。

私人安保服务人员前往全球各地危险区域保护平民安全。

该行业已成长为国际规模

的私人安保服务市场。

一位私人保镖在安全检查点利用检测犬进行
炸弹探测。

扫描二维码，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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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全称：《蒙特勒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
安保服务公司营业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国际红十字
会，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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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耗力，他解释道。另一方面，一项有力且严

格的标准，经过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权威认证，有

助于填补一块紧缺的空白，帮助该行业持续提

高标准水平和履责能力。

设定良好惯例基准

履责能力？确实，因为除了帮助公司实施

最佳实践，国际标准还可以帮助PSCs不负国

际期望，遵循国际指南。这将赋予这些公司相

当的竞争优势，最终提高整个领域的标准水

平。“这有利于剔除破坏行业声誉的那些底层

公司，”Siegel总结说。

制定这样的标准同样意味着让PSCs的客

户以及普通大众放心，这家公司正采取所有必

要的步骤来降低风险，保护人权。同样参与ISO/

PC 284相关研讨的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

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律专家Rebecca DeWin-

ter-Schmitt博士认为，这将推动整个行业的履

责能力的提升。

DeWinter-Schmitt认为，国际标准有助于

树立全球对于PSCs的相关预期。“这将一些民

间团体，尤其是关注公共利益的监管机构，提供

针对PSC履责能力的判断依据，确保他们能够

恪守承诺，尊重人权。”

同时，她认为这项标准将有助于社会团队呼

吁PSCs客户监督此类公司有无弊行。例如，作

为PSCs大客户的政府可以利用该标准，确保受

雇PSCs尽其所能保护人权，减少风险。如果没

有做到，那么社会团体就有权要求政府对PSCs

逃避责任做出解释。

行动起来

要让事情有效运转，这项国际标准必须严

国际行为准则

继蒙特勒文件发布后，瑞士政府召集

各利益相关方，启动了一个关于私人安保

公司的项目，称为“私人安保服务提供商

国际行为准则（ICoC）”，旨在“基于国

际人权与人道主义法，设定私人安保行业

原则和标准，提升该行业的履责能力”。

www.icoc-psp.org

格、清楚地基于蒙特勒文件和ICoC明确的相关原

则，但是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呼吁利益相关各方

的积极参与。

这意味着社会团队，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专家

们都需要积极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来。DeWin-

ter-Schmitt认为“这是全球首项通过管理体系流

程，应对行业人权风险的国际标准，有利于识别和

汇聚全球人权保护专业知识。” 

另外，她还强调大部分社会团体可以参与标准的

制定。“社会团体可以发挥自身作用，识别管理体系

标准可能存在的限制条件，协助提升所有利益相关

方的积极贡献，提高标准制定的透明度，强化合格评

定机制。”

在此，我们呼吁大家行动起来。事实不言而喻：

私人安保公司已经扎根成长起来。过去的十年，我

们见证了这个业务遍及全球、总值高达数十亿欧元

的行业蒸蒸日上。因此，行业性的规范问题也需要协

调统一，确保平民的人身安全。如果您是人权法方面

或私人安保领域的专家，并希望参与到该标准的制

定中来，请联系所在国家的ISO成员机构，了解更多

详情。

孙加顺/译

记者等重要人物“在战场上”需要私人保镖来保护自身安全。

这项国际标准有助于树立全

世界对于PSCs的相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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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overy
My journey

Kristin Bårnås在挪威科技大学攻读历史专业时，并不知

道将来会与ISO扯上关系。可从写毕业论文开始，她就踏上了

探索环境标准这个神秘世界的旅程，有了很多惊奇的发现。

我的发现之旅



2013年5月，我完成了历史硕士学位的毕业论

文，题目是：“两种趋势的交汇——ISO与其环境标

准”。刚开始写论文时，我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两年

里要研究ISO。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连ISO是什么都

不知道！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Kristin，25岁，来

自挪威。沉迷历史多年的我在五年前开始读历史专

业。2008年，我开始在挪威攻读历史学士学位，同

时还学习政治学。我专注的领域是：国际近代史及

跨国冲突与合作。

灵感乍现

长话短说，2011年秋天，我要在一个月之内确定

论文主题。当时我毫无头绪，唯一确定的是想写国际

方面、比较现代的论文主题。后来，我加入了一个叫“

管理风险”的项目小组，我知道项目组的导师会对毕

业论文有所帮助。项目组导师建议我写ISO，所以我

答应朝这个方向前进。

老实说，我最初觉得ISO这个主题并不适合我。

可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它很有趣。ISO这么重要的

国际组织我之前竟闻所未闻，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虽然之前并不了解ISO，但这个卓越的组织针对环境

这种争论纷纷的问题而积极制定相关标准，让我产

生了共鸣，希望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突然之间，我

就找到了论文的主题。

了解ISO

接着开始准备论文。了解ISO并不太难，因为

相关书籍很多。而弄清环境标准是如何制定的就有

些难了。但随着研究深入，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我

最终获得了需要的信息。研究过程的亮点就是我的

日内瓦之行，在那里我找到了ISO环境战略咨询组

了解ISO并不太难。

我的业余爱好之一是水下橄榄球，9号球员就是我。

（ISO SAGE）的相关资料。

最后，我论文的主体都是与SAGE相关。经过大量

的搜索和分析，我探究了很多问题，例如，为什么ISO开

始想制定环境标准，最后却制定出了环境管理标准？这

些标准是如何制定的？我开始慢慢理解，环境标准的制

定主要基于这样两个发展趋势：一是ISO在管理标准方

面的拓展；二是对环境的关注逐渐引起了全球的重视。

就这样灵机一动，我构思出了毕业论文的题目——两种

趋势的交汇！最有意思的是，我还发现了这些环境标准

背后真正的动力。

达成目标的方法

根据我的研究，制定环境标准背后的动力并不是为

了保护环境。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保护环境这一点不

重要，只是说那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制定环境标准最

关键的原因是企业想参与到环境法规的制定中来。任何

一个企业都能宣称为环境而努力，而真正斥巨资减少对

环境影响的却只有少部分公司，我认为这不公平。第二个

方面的原因是公司可以借此机会提升客户眼中关注环境

保护的企业形象。有趣的是，“ISO方法”看起来比其他

单纯关注环境的方法更成功。讽刺的是，也许很多时候“

无心插柳”比“有意栽花”的效果更胜一筹。

冰山一角

努力工作了几个月，经历很多挫败和偶然的幸福感

之后， 我在2013年5月完成了毕业论文。在这个过程

中，我收获很多，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继续研究ISO。我的

论文只是冰山一角，关于环境标准还可以做更多研究。

从中我了解到，ISO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组织，也是一个能

影响我们每天生活的组织，一个兼具国际影响和政治意

义的组织。据我看来，除技术细节之外，这些也都是我毕

业论文中非常吸引朋友和家人关注的东西！正如读过论

文的一个朋友所言，很有意思：“它并不像听上去那么无

聊。”

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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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e 
bubble 

想象一下，细微的泡沫将厨

房或浴室的瓷砖清理的干干净

净，或者想象一下卫生间一整天

都整洁如一、使用便利。听起来

很棒，这一切可能吗？是不是完

美到不像是真的？这一切皆有

可能，新技术时代已经来临。

微泡沫技术新突破

肥皂加水的清洗方法可能很快成为过去时，因

为惊人的新科技能制造出超细泡沫（比光波长还

小）——这个科学壮举被视为又一次重大的技术突

破。这听起来好像不可能是真的，但据日本微气泡行

业协会（FBIA）研究，这是对付这种不节约的（更是

费力的）清扫工作的最佳方法。细泡沫不仅能帮助处

理家务琐事，还有很多其他用途，比如促进水培植物

的生长，增强护肤面霜和精华液的效果。泡沫有这么

大作用吗？也许你还没有察觉，可泡沫无处不在，种

类大小各不相同，其中有：泡沫、细泡沫，超细泡沫

（详见26页边栏）。

NanoSight是一家专业测量超细泡沫的英国公

司。来自该公司的Bob Carr博士认为这项新技术的前

景无限：“细泡沫是非常有趣、令人振奋的新技术。随着

细泡沫的广泛应用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希

望能设计开发出适用于各行各业的专业设备。”

泡沫的繁荣

过去十年间，微泡沫技术的使用发展迅猛。根据

FBIA的初步市场调查，2010年微气泡的业务总量，包

括管理和运营服务、设备以及与核心产品相关的系统，

达到2千万美元。预计2020年该数据将达到43亿美

元，2030年达到85亿美元。然而，对微泡沫技术感兴

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同的是，最近的乐观情绪是因

为这项创新技术近来引起了广泛关注，它的潜力逐渐显

现——尤其在最近几年。

FBIA主席Akira Yabe博士提到了日本长崎市谏

早湾的一个效果显著的案例，那里严重的水污染引发

了蛤蜊死亡。使用微泡沫不仅改善了谏早湾的水质，还

提高了蛤蜊的存活率。“微泡沫的水处理潜力不可估

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备受水污染和水匮乏的困扰。

我相信，微泡沫技术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

仅在日本，基于日本水业务的全球份额估算，2010

年全球微泡沫业务总值约12.6亿美元，预计2020年能

达到443亿美元，2030年可达1267亿美元。

免擦洗式清洁

微泡沫技术已被用于多种清洁用途。它的清洁能

力比一般的水更有效，消耗更少的水和人力。微泡沫

也更环保，因为用水量更少，产生的废物更少。它还降

低对有毒化学物质和其他洗涤剂的需求。最大的益处

可能是制造微泡沫的花费远比大部分传统清洁方案要

少。日本高速公路公司NEXCO-West一直采用微泡沫

清洗服务区和停车场的洗手间，并去除会蚀损高速桥

梁的盐分（也就是氯化钠）。该公司称现在情况已有很

大的改观，例如：

  水使用量减少90%

  清洁时间缩短30%

  对环境影响为零（与清洁剂和其他化学洗涤剂

有关）

这项创新技术近来引起了

广泛关注。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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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味非常小

NEXCO-West常务理事兼总经理Naoyuki Sumida说：“

微泡沫技术使高效清洁成为可能。目前这项技术需要被推广到全

球更多行业——这是它未来发展和拓展的必要条件。”

从汽水到食品

未来微泡沫技术可能会创造大量的业务机会，其中包括食物

领域——不仅仅是指碳酸饮料。

在泰国，由MTEC和泰国农业大学（Kasetsart University）

共同研究发现，用微泡沫清洗新鲜蔬菜比水洗更能抵御食源性病

原菌，而且蔬菜生长时使用泡沫技术能有效地延长农产品的储藏

寿命。

泰国国家金属与材料技术中心相关研究负责人Wannee 

Chinsirikul博士表示，用微泡沫水清洗新鲜蔬菜未来应用潜力

巨大。

“清洗新鲜农产品是去除泥土和杂屑的重要步

骤，让商品看起来更美观，降低农产品自身的温度（预

冷），并限制这些产品的生理变化，”Chinsirikul博士

说。“清洗还能减少新进农产品表面上附着的微生物，

或者去除残留农药，这些农药会影响农产品质量、储藏

寿命和安全（参考：Xuentong Fan et al., 2009）。”

细泡沫技术在食物方面还有其他用途吗？例如，水

培生菜，更浓稠的蛋黄酱、以及口感更美、味道更佳的

饮料。

美好的想法？

在过去十年间，微泡沫技术飞速发展，近两年来更是

被“真正得广泛采用”。都会有哪些应用方式呢？微泡沫

技术将来会被广泛应用吗？还会有更多令人惊奇的发展

吗？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都将是令人振奋的时刻。

ISO微泡沫技术委员会（ISO/TC 281）新任主席

Maurice Wedd认为，ISO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对增强

消费者信心并提高产业应用非常关键。

“现在工程方面已经开发出能稳定生产大量微泡

沫的设备，我们也亲眼见到了这种设备的大批量使用。

随着微泡沫技术的成熟，现在及未来的应用都可能需

要标准达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化。”

是不是听着很有趣？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真

正成功使用微泡沫技术之前，还需要解决一大堆问题。

关于为什么微泡沫在水里存在的时间比较长，甚至为

什么细泡沫如此有效等问题还有诸多争议。事实上，科

学家也是近来才证明了微泡沫的存在。

在 未 来 几 年，微 泡 沫 的 发 展 将 会非 常 激 动 人

心——甚至有时会势不可挡。随着时间飞逝，与这个创

新技术相关的标准会在全行业内得到广泛的采用和实

施。但是，可以肯定：这个技术泡沫永远不会破裂。

曹欣欣/译

关于泡沫的大小和科学

      泡沫以液体形式存在，根据其大小分

类成：

  泡沫——液体附着在气体表面形成的气泡

  微泡沫——小于100微米的气泡

  超细泡沫——小于1微米的微气泡

泡沫行业
的繁荣

1

5

10

2010 2020 2030 来源：FBIA

美元/十亿

2千万

43亿

8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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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效

……更有利民生 ……始终如一地满足
人们的需要 ……以结果为导向，

有所作为
……更透明

我理解大家的需求了！ 
ISO已经为您准备了一份
妥善的解决方案——ISO 

18091和ISO/TS 17582。
有了这双重保险，您绝对

不会出错！

曹欣欣/译

希望我们的政府……
运转更有效

The quality quandary
质量困境

您知道吗？我们已经为政府制定了标准。大多数人希望

政府能做得更好—— 他们或许是对的！为什么不试试ISO

标准呢？



The  
incredible  

story  
of diving

神奇的
潜水故事

我们有千万个理由来说明标准对旅游

业的重要性，但有时让人信服只需一个故

事。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一个人、一家小

公司，还有一个革命性的标准改变了全球

最受欢迎的旅游体验之一—— 潜水。



潜
水为人类开启了原本难以接近的水下世

界，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其间的隐秘。想领

略这种神奇和美丽，就要冒一定的风险。

确实，潜水具有危险性，不只是对参与者而言，对环境也

是如此。幸好如果我们做好充分的防范措施，可以把危

险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我们如何才能了解这些防范措施呢？大部分潜水中

心都会提供培训，如果你是一个新手，那选择一个可靠

的教练并不容易，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你可

以根据价格来选择，征求朋友的建议，或者在网上参考点

评。但你还要考虑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国际标准。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这个面积不大

的内陆国家在潜水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因为奥地利的潜

水先驱Hans Hass（不幸于2013年6月逝世）激发了一

代人争相体验当时还很新鲜的一项活动——休闲潜水。

在1994年，英裔奥地利潜水专家Martin Denison

在奥地利做特许经营业务，采用美国的资格体系训练潜

水员和教练。这家小公司逐渐壮大……直到新的体育法

出台，要求教练应具有地方当局根据联邦政府建议颁发

的从业执照。这意味着，按照美国体系训练出来的奥地

利潜水教练失去了职业资格，其中也包括Martin公司的

教练。

Mar t in向代表本国参加ISO的奥地利标准协会

（AS）求助。当时大多数标准主要是针对产品，潜水标

准将成为首批关注服务的标准。AS召集了行业内不同的

利益相关方，制定了关于潜水员和教练经过培训取得认

证的国家标准。对Martin来说，这就意味着即使他运用

美国的训练体系，只要遵循新的国家标准要求，教练就

能获得当地权威的认可。

这个故事这是冰山一角。潜水标准很快成为了标准

化在服务领域最成功的故事之一。

奥地利的标准刚刚完成，那时候欧洲水下联合会

（EUF）决定引进欧洲通用的潜水员和教练培训规范。

为了避免重复工作，他们转向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

寻求帮助，而CEN把已发布的奥地利标准作为起点。制

定这些标准的新工作组变成了欧洲标准化领域最大的工

作组，共有35位成员，来自17个国家。

欧洲以外的国家也很快产生兴趣，ISO也采用了这

些标准，并且一直与CEN保持合作关系，避免无用的重

复劳动。过去15年里，这些标准在全世界的潜水学校得

到广泛的应用。

这非常重要，因为良好的训练是运动的关键。这些

标准以人为主，确保高质量和安全性。他们考虑到休闲

潜水者与专业潜水员的需要，使这个行业所有的利益相

关方都从中受益。

目前有了国际公认的潜水资质标准，顾客可以通

过比较选择出全世界最好的潜水中心。对培训机构和

服务供应商来说，标准设定了“先进的”最佳实践的基

准。教练们通过标准获得全球认可，旅游运营商能自信

地选择潜水旅游的最佳合作对象，甚至政府和监管者

也能把标准纳入潜水中心的认证体系。

以希腊为例，曾经有一段时间，希腊数千公里的

海岸线上只有大概160公里对潜水员开放。然而，希腊

是最早采用潜水标准的国家之一，并强制性规定培训

和潜水必须通过认证。标准可以保证潜水行业的安全

性，所以现在希腊各海岸几乎都可以潜水，为旅游业带

来了巨大的收益。同样，埃及采用ISO 24803标准来

规范休闲水肺潜水服务供应商，每年对600多个潜水

中心进行审计。两年之后，埃及发生潜水事故的数量减

少了24%。

所以，下次度假的时候，注意一下有关潜水的系列

标准ISO 24801，ISO 24802和ISO 24803，以及浮

潜标准ISO 13289和ISO 13970。标准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影响和改变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只是其中之一。

曹欣欣/译

想领略这种神奇和美丽，

就要冒一定的风险。 英国裔奥地利潜水专家Martin Den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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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绿色项目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UNOPS）获得了ISO 14001认证，兑现

其在管理建筑工地时保护环境的承诺。

UNOPS在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战性的环境里有各种不同的开

发项目，可以提供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和采购服务。为了通过ISO 

14001认证，UNOPS开发了环境管理体系(EMS)来帮助员工通

过了解如何处理废物，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来监督和控制项目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这样在项目的初期阶段就能减少负面影响，实现

环境效益最大化。

UNOPS驻耶路 撒 冷办公室率先全面实 施 环境管 理体系

（EMS），并获得了ISO认证。在其大获成功之后，环境管理体

系现已被UNOPS的所有办公室采用。这项新的“绿色计划”是

联合国气候中立战略实现可持续目标的一部分。 

Bruce Harding教授辞世

Bruce A. Harding教授是ISO家庭的老成员，于2014年2月23日星

期六辞世，享年66岁。

Harding是机械工程技术专业教授，积极投入美国与国际标准化领域

工作，协助制定工程标准。他还担任ISO技术产品文件技术委员会（ISO/

TC 10）主席，而且是ISO美国成员单位——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

执行董事会名誉成员。

大家将永远铭记Harding教授对工作的激情、热忱和投入。他在世的

亲人有：妻子Martha Jane Harding和儿子Seth Harding。对于Hard-

ing教授的逝世我们同他的家人一样深感悲痛。

摩洛哥受益于能源标准

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标准和GemTech MoniToring ——  

一种基于网络的能源与生产率即时监测服务，帮助摩洛哥瓷砖和地

板生厂商Les Géants du Revêtement降低能源成本，避免高昂

投入。

早在2013年初，该公司就开始实施ISO 50001，并主要生产最小

碳排放量的地板，能效指标(EnPI)从1700Wh/m2降低到现在的1300 

Wh/m2。

凭借GemTech Monitoring的支持，在获得公司能源消耗和产出

即时监测之后，Les Géants du Revêtement才实施能源管理体系

（EnMS）。只需联网就可以进行这种监测。

通过对其最高能源需求的细致管理，该公司成功节省了购买新转

换器的130,000欧元。另外，员工负责的一些能源项目节省了23%的

能源成本。

有了高级管理的支持，持续改善并激发员工动力是成功的关键。

实施了一年后，Les Géants du Revêtement于2014年2月获得了

ISO 50001认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支
持ISO 50001

最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将在其网站展示《ISO50001——能

源 管 理 体系 旗 舰 标 准 体系》，公 开

呼吁组织机构采用这项已被全球近

5000家公司使用的标准。对于组织

机构来说，能源意味着财力消耗，花

费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而且耗尽

资源，加快气候变化。但庆幸的是，私

人企业可以通过行动来改进管理能源

消耗的方式，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例如，ISO能源管理标准为公立

机构和私营组织提供管理战略，从而

提高能效，降低成本。这个支持框架

对于强化组织的良好能源管理行为大

有帮助，环保而且不贵。

迪斯尼运用大数据

最近，迪斯尼宣布已投资十亿美元购买无线腕带，这种腕带能利用无线电波追踪游客在不同主题公园的每一步动向。

这个“神奇腕带”与信用卡绑定，同时可当作游乐场门票和酒店房间门卡使用。

这种腕带能通过智能手机为游客提供排队、预约游乐设施和更改预约的服务，给游客带来更加神奇的迪斯尼之旅，同

时可完整记录对游客的追踪数据。

游览迪斯尼乐园的游客达1亿

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数据。该公

司通过存储和分析这些数据来改善

其产品供应，调整营销信息，进而推

动更大利润。

虽然游乐公司尊重游客的隐私，

让游客控制被收集、存储和分享信

息的数量与类型，但建立巨大数据

库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仍然是一个顾

虑。幸运的是，一个新的ISO/IEC/

JTC 1研究小组正在研究大数据的

复杂性，以便机构组织今后可以更

合理地利用他庞大的数据资源。

谷凤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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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m Safari’s 
animal paradise
Africam Safari的动物天堂

ISO 9001与动物园有什么关系？在2004

年，墨西哥Africam Safari动物园通过了导游

服务的ISO 9001标准认证，成为了世界上第一

家实施该标准的动物园。从那以后，Africam 

Safari按照质量标准逐步整合了大部分相关

流程，成为员工开心、游客满意……动物幸

福生活的天堂！ 

本刊采访了Africam Safari动物园质量部门负责人Bibian Pin-

to，她讲述了如何利用标准提高园区管理质量，减少客人投诉。

ISOfocus： Africam Safari为什么决定采用

ISO 9001标准？

Bibian Pinto：之所以决定实施ISO 9001，是因为我们

希望把活动、方法、职责，以及这个“部落”里每个成员的工作都

规范起来。虽然那时动物园运营的很好——当时动物园正在扩展

时期——我们意识到需要通过更系统、规范和标准化的管理，才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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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动物园更好地发展。我们深知，如果不走这

条路，就会冒着盲目扩张和失去控制的风险，影响

动物园各项进程和员工的效率，还会失去已有的忠

诚客户及潜在的客户。我们在寻找一个工具，帮助

完成这些目标，所以符合所有条件的ISO 9001成

为我们最佳选择。

对那些想实施这项标准的客户，你有什么

建议？

首先，他们要清楚为什么想实施这个标准——

不要混淆了途径和目标，必须谨慎。毫无疑问，ISO

确实能为大多数组织带来竞争优势，但这只是一个

积极的“副作用”。最终，组织需要设计出一个管理

体系，实现有序、可控和高效的策划流程，在数据分

析的基础上帮助做出明智决策。在运用这一管理体

系时，我们应该注意这几点；而通过认证只是作为

组织一切都运行良好的证明。

其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困难的就是让相关人员相信：是这个管理体

系来服务他们，不是他们去服务这个体系。一旦克

服了这个障碍，大家都会积极参与，之后所有事情

都能顺利进行了。

这个项目的工作组有多少人？

我们原来共有6人负责标准实施，而目前只有2

名全职人员负责质量管理，另外4人（这样一共才6

个人）负责体系维护（培训、监督、技术支持、审计、

支持、调查等）。

主要有哪些成果和影响？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积极成果：

  资源的合理利用（时间、金钱、供给）

  绩效得到提升（在规定时间内达到预期效

果，客户、供应商和员工都很开心，也更满意）

  对公司历史进行了编辑整理（我们对员工

在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了归档整理，这

样，我们就可以用所学的知识优化运营流程。）

  生成数据，基于数据分析做出明智决定

  建立更公平合理、更透明的制度

对ISO 9001的用户，你有什么提示和建议？

在任何项目中，实施ISO 9001标准都需要深入地了解ISO

及其意义，必须让组织中的所有人员都了解这样做的优势和益

处。同时，还要加强相关人员对管理体系及其效益的理解，不断

优化这一体系，使之更灵活、更实用，而且更容易实施——换句

话，让这个体系发挥积极作用。真正的挑战是让这个体系真实地

反映现实情况，反过来，也让实际情况反映出这一体系的作用，从

而让ISO 9001的基本准则成为每一位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而且这也节省了审查、视察和随机检查所需的准备时间，因为所

有评估该体系的人都可以立刻明白整个组织的运转情况。

曹欣欣/译

最困难的是说服相关人员。

Photo : Africam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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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elona school  
aces records 
management
巴塞罗那学院

探索档案管理

确保商业记录的安全让企业伤透脑筋。

巴塞罗那档案记录管理学院正面临这样的窘

境。他们需要一个有效的体系来管控档案，

但同时觉得他们应该成为档案记录良好实践

的榜样。为此，他们开始实施ISO 30300电子

记录管理体系标准，从而使工作更智慧、更

简单。

我们必须发挥引领作用，

成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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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记录管理学院于2002年建校，是巴塞罗那

自治大学的关联院校。在现在注重技术创新和服务

质量的国际大环境下，该校旨在培养能有效应对信

息和记录管理挑战的专业人才。

问题所在

我们在寻找能以横向的方式编写和控制档案的

管理体系。作为档案记录管理的权威，我们必须引领

作用，成为榜样。

解决方法

ISO 30300帮助我们横向分析如何简化流程，

编写标准和质量文件，并把档案管理的风险最小化。

举措

我们建立了更有效、更具竞争力的工作机制，把程序

和文档规范化，节省时间，降低成本。

员工与资源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拥有能具体进行设计和实施管

理体系的记录管理专家。

最大挑战

毋庸置疑，最大的挑战是从ISO理论出发，找到建立

有效管理体系的实际解决方法，而且还要结合企业内部

的管理变化。

成果

现在，我们能更好地控制管理体系，这让企业不断成

长，更具竞争力。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最根本的是，我们要

走在记录管理的最前沿。

实用建议

找到一位可以为你做出最佳选择和决定的档案管理

专家。

谷凤博/译

良好的记录管理对任何一家企业机

构有效运行和保护资产都至关重要。但

收集、控制、存储和检索记录也是有风险

的。比如，归档错误、毁坏，甚至更糟的

是文档被删除。很显然，这都不能满足组

织机构的要求。

最 新 出 版 的 技 术 报 告 《 I S O / T R 

18128：2014——记录过程和体系的风

险评估》，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该技术

报告由ISO档案与记录管理分技术委员会

（ISO/TC 46/SC 11）撰写，旨在帮助

档案专家辨认、分析和评估与档案管理相

关的风险。

根据ISO 31000:2009（其包含管

理风险的基础原则），这个新的技术报告

有一项易查清单，可帮助档案专家在文档

管理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

现在知道档案会被管理的很好，机构

组织就可以放心地开展日常工作了。

风险行业

如今，我们能更好地

驾驭管理体系了。

档案记录管理学院的ISO 30300培训计划协调员
Anahí Casadesús de Mingo。团队其他成员
有Ramon Alberch、Alfred Mauri和Remei 
Perpinyà

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档案记录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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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s outlook
ISO非洲成员一览 非洲拥有超过十亿人口，国

内生产总值达335, 914, 8 00万美

元。非洲还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

地区之一，也是全球仅次于亚洲

增长速度的地区。国际标准在其

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从

其参与ISO活动频率日益增高就

能看出。

以下是ISO非洲成员一览。

晋升成员
乌干达和卢旺达在2013年晋升为ISO正式
成员。同年，贝宁和马维拉的升级申请通过
审批，在2014年1月1号升级成正式成员。

2013年，1550人参加了46项培训和技术支持活动。

2014年，共有71个培训和技术支持活动计划。

336
experts

工作组
351

参与ISO工作的非洲专家

336位非洲专家参与了351个工作组。

2013 2014

46

711 550  
人参加

ISO的非洲培训活动

承担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的非洲国家：14个

参与“结对”计划的非洲国
家：8个

有ISOlution网上商店的成员国家

* 来源：africaneconomicoutlook.org

个通讯成员42 26
16

ISO 的非洲成员

个正式成员 

36
African countries

ISO/TCs 和 ISO/SCs

36个非洲国家参与了610个ISO

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

承担ISO技术委员会的非洲成员

610

有ISOlution网上商店的成员国家

1
2 1

1

IMANOR

GSA

SAZ 

SABS

BOBS

INNORPI

EOS

KEBS 
11

21

1
1

10

个

谷凤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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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编辑项目经理，Laura Mathew负有双重职责：一是指导技术委员会

起草标准，二是提供关于ISO流程和规程的建议。在此她记录了最近的一次技术委员

会会议，在会上她为标准的编写提供了早期支持，减少了日后对标准制定的干预。

5月30日，星期三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ISO服装尺寸系列和代号技术委员

会(ISO/TC 133)会议，刚到会议举办城市巴黎的时候我

有点紧张。幸好，法国东道主用法国不负美食盛名的牛

角面包、美味甜点和咖啡款待我们，营造了轻松愉悦的

氛围。

大家知道ISO的工作是国际性的，但只有参加技术

委员会（TC）会议才能真切体会到ISO活动是多么全球

化。会议吸引了来自全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南非的

约30位代表，以及美国的一名联络员。是共同的事业把大

家聚在了一起。

一开始大家先对会议议程达成一致意见。代表们各自

宣读了本国镜像委员会的报告，并发表了意见。这时我便

意识到此次法国之旅会意义非凡。会上，一些亚洲代表提

出质疑，为什么大部分的TC工作是在亚洲进行，而会议

却是在欧洲举行？这一问题引发了对预算紧缩的讨论。这

是我向到场的工作组宣传使用WebEx和协作工具的绝佳

机会。

我真正地进入角色是在讨论TC标准草案的时候。我

提出了结构方面的建议，如何适当地借鉴其他标准，并

阐明了起草标准的规则指南 —— ISO/IEC 指令（第二部

分）一些好的观点。但不得不说，在谈到术语的时候我傻

眼了，谁知道同一个事物会有那么多的英语术语呢？

Comments (0) | Likes (152)

5月31日，星期五

昨天会议的主题是标准编写，而今天是围绕技术委员

会，包括：各项目的情况，业务计划的进展，以及与其他

联络委员会关系的近况。在我做关于ISO的发言之前，技

术委员会秘书长一直在为我们介绍之前会议召开后他们所

做的举措。

近一两年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们转用可扩展标记语

言（XML）单源出版，改进指令，开展有益于整个标准化

社区的创新试点项目——这是我所热忱的事。成员都在点

头称赞，用智能手机拍下我的幻灯片，并提问了一些关于

ISO/IEC 指示（第一部分）的挑战性问题，例如怎么开展

技术工作，怎么给日内瓦的同事发电子邮件寻求意见等（

现代沟通技术万岁！）。

在当地一家小餐馆吃过午饭后，我们草拟了决议，并合

影留念。就到了与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MAY

30
MAY

31

The Laura 
diaries劳拉日记

MyBlog 

Posted by Laura Mathew on 31 May at 17:02 in France.   Posted by Laura Mathew on 01 June at 20:19 in Switzerland.

我匆匆赶往巴黎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虽然

不曾驻足欣赏城市的景色，却感到非常开心。这是一次收获

颇丰，令人享受的会议！ !

Comments (3) | Likes (119)

谷凤博/译

你 好 ！ 我 是 劳 拉 ，

在 I S O 担 任 编 辑 项 目

经 理 。 我 负 责 技 术 编

辑 和 技 术 项 目 经 理 的

双 重 工 作 。 担 任 这 一

职 务 ， 我 要 从 程 序 和

编 辑 的 角 度 来 建 议 和

指 导 技 术 委 员 会 制 定

标 准 。 我 的 大 部 分 工

作 都 是 通 过 电 邮 和

W e b E x 完 成 的 。 但

是 I S O 是 一 个 国 际 组

织 ， 我 仍 然 需 要 从 吉

隆 坡 远 赴 米 兰 参 加 技

术 委 员 会 会 议 ， 参 与

讨 论 从 客 户 服 务 到 时

尚 美 鞋 等 各 种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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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愿意为了“修理”螺纹

上极微小的差错花费大把金钱

吗？在线浏览平台（OBP）

上的最新紧固件和螺纹标准合

集，为您的产品和工程保驾护

航！

谁在掌运世界？当然

是货运集装箱！在公路、

铁路和航空运输中使用的

货 物 集 装 箱 超 过 两 千 万

个，运载着全世界80%的

货物。

我们所需的日常消费品之所以能跨越国界运输而且成

本很小，多亏了货物集装箱。有了ISO最新在线标准合集，

从这一途径就可以了解关于货物集装箱所有的第一手信

息——起重、装载、堆垛、固定和储存。

新合集涉及多种货物集装箱：空运联合集装箱、船运集

装箱、罐式集装箱、平台式集装箱和台架式集装箱。该合集

有助于确保全球船运集装箱的安全、质量和可用性，是ISO

为促进全球贸易所做的贡献之一。

该合集涵盖了45ft，20ft和40ft的ISO集装箱标准，尤

其是囊括了特殊集装箱标准，如运载液体、气体、常压及加

压散装干货的罐式集装箱标准，以及保温集装箱标准。

这些标准包括集装箱以下方面的特性：

  分类

  大小

  规格

  测试方法

  集装箱操作和固定

  集装箱设备

  编码、识别和标记

  数据交换（设备数据交换）

这是继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和食品安全管理系列标准之

后，ISO线上浏览平台（OBP）上的最新标准合集。

每年只需375瑞士法郎，即可获得货运集装箱标准合集。

该标准合集收录了100多项最新紧固件和螺纹标准，

可满足各领域对术语、指示、标记和验收的所有需求。

这些标准对任何行业的涉及紧固件和螺纹的工作人

员都大有用处。如果您从事土木工程和产品制造行业，运

用机械设备和工具，该合集也同样适用。

毫不夸张的说，不论您是设计师还是工程师，这套合

集都将是您的必备工具——保证每一处都匹配而紧固。

这样您的工程才能万无一失，不会损失惨重！

合集益处良多

使用这个ISO标准合集，您可获得：

  最新内容：合集中的标准一有变更，您的在线图书

馆将会在第一时间即时更新。

  轻松浏览：嵌入链接使您畅快浏览不同标准

  通用登录：只需联网，便可使用任意一台电脑或笔

记本登录网上图书馆

每年只需375瑞士法郎，即可获得全套紧固件和螺纹

标准合集。

谷凤博/译

Smooth and safe 
freight transport thanks 
to new ISO online collection

Fit and fasten  
your products with  
the new OBP collection

www.iso.org/iso/obp-fastenersandscrewthreadswww.iso.org/iso/obp-freightcontainers
详情请登录：详情请登录：

I S O 货 运 集 装 箱 在 线 标 准 合 集 I S O 产 品 紧 固 件 和 螺 纹 标 准 合 集
保 障 平 顺 安 全 的 货 运 帮 助 匹 配 并 紧 固 您 的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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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8091 & ISO/TS 17582

Make it

with this powerful duo

good...

Discover them on page 6.
详 见 第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