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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years

只有同心协力，
方能攻坚克难。

and going… strong
70 年风雨中发展壮大！

2017 年 是 ISO 成 立 70
周年，也是我们回顾往昔、思
考前途的契机。我们共同回望
ISO 的发展历程，盘点曾经取
得的成绩；我们共同思索 ISO
这个国际大家庭可以在哪些领
域再接再厉，从容地应对可持
续发展三大领域现在和未来面
临的种种挑战。

成立 70 年来，ISO 经历了沧桑巨变；然而，怀着

领域专家最前沿的知识成果。但重要的是，国际标准

一如往昔的激情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逐步发展成

的本质决定了其全球适用性。国际标准代表着全球层

为一个更加强大、更具适应力的组织，从容应对当今

面上的共同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统一路径。

这个日新月异、互通互联的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从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ISO 历经 70 载春秋，抵达

1951 年第一项国际标准的发布，到最富盛名的管理体

今天这个重要的节点。过去 70 年，ISO 做了很多出

系标准以及教育体制标准的最新修订，ISO 对卓越成

色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在我们寻求创造人

功的不懈追求始终如一。

类更美好、更安全未来的征程上，还有极具挑战性的

但是，为了实现求同存异（ISO 组织运转的关键

时刻在等待着我们。随着我们的标准研制切入更多元

基础），通力合作仍然被我们奉为圭臬。我们相信，

的新领域，我们相信为此所做的努力必将推动社会经

只有同心协力，方能攻坚克难。

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挑战都被纳入 2015 年通过的

ISO 仍在续写新的篇章。我坚信，当历史翻开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的一页，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潮流如何改变，都必将

中。这些目标确定了未来 15 年的宏伟目标，有助于汇

铭记我们不断取得的骄人成就。ISO 重视来自全球各

集全球行动来消除贫困、保护地球以及确保人类福祉。

地的 163 个成员体，热忱执着的专家，长期以来的区

我们制定了许多标准和工具，可以帮助全球各地

域与国际合作伙伴，以及最为可贵的客户。正是因为

的组织机构与企业应对当前的发展议程。比如，ISO

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ISO 勇于直面并且期待共同克

制定的国际标准可以帮助用户测量并减少碳足迹，安

服未来的种种挑战。■

全地利用废水进行灌溉，发展可持续采购业务和打击
ISO主席张晓刚

!
孙加顺 / 译

组织机构的贿赂与腐败行为等。
除了应对这些挑战之外，国际标准也是全球经济
发展的基础，为国际创新与竞争提供最根本的能力要
素。国际标准帮助我们确保各个产业领域的发展，包
括智慧城市、物联网和网络安全等创新技术的研发，
以及不断向服务型经济转变。这是因为标准集纳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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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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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BCSD), International GAVI, University of Geneva (UNIGE), 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UNITAR), UN Environment, U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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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 has brought business and
science to work together. It draws
on
knowledge and efforts from
premi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is working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o
develop successful,
high-impact solutions.

life-saving
vaccines

-

on guidanc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helps
organizations
implement
socially responsible behaviour,
such as gender equality

Safe food for healthier
people

The Food Reform for Sustainability
and
Health program (FReSH), led by
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and EAT
foundation, is designed to accelerate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in global
food
systems, to reach healthy, enjoyable
diets for all, that are produced
responsibly within planetary
boundaries.

s and w ell-bei ng

ISO developed 26000:2010

In September 2015,
UNITAR trained the
Afghanistan Women’s Nationa
l Soccer Team on
leadership and this month
it will be training the
U-18
Socce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Improved Nutrition (GAI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Scaling Up Nutrition (SUN) Move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eam
on the same topic
UN Water,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UNITAR),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The Global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Resilience Fund (GCER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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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INFOGRAPHIC BY THE PERCEPTION CHANGE PROJECT.
This infographic has been created with the contributions from PCP Partners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CP Impact Infographic series, and who reacted to PCP’s request in
crowd-sourcing information on the impact on the SDG 5.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NICEF,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UN Environment,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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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展现国际组织互相支撑和
协助彼此工作的情况？最合适的
方式莫过于用图展示。联合国改
变认知项目（PCP）设计的一系
列信息图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
示。

由联合国发起的改变认知项目，其目标是展示位于日内瓦的各
个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为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人权和福祉而做出的持
续努力。信息图就是该项目启动的诸多创新型活动之一。
为了整合信息并以创新、有效的方式实现共享，改变认知项目搭建了
一个由 ISO 等上百家国际组织组成的信息通讯网，并通过社会媒体、报纸和
海报等渠道进行信息图宣传。国际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把听众凝聚到一起，形成
一张更大的社会关系网，与此同时加强它们在人道主义援助、维护和平和全球健
康方面的互补性。
毋庸置疑，ISO 是该项目的积极参与者。早在 1949 年，首届 ISO 大会就通过
了一项强调同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建立合作的决议。ISO 始终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详见：www.geneve-int.ch/info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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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he future
belongs to

STANDARDS

标准铸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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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伊丽莎白·加西洛夫斯基 - 丹尼斯 by Elizabeth Gasiorowsk-Denis

回顾近些年来不断加速的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巨大影响，
足以引发我们所有人对全球经济未来的深思。然而，也有一
些因素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如今的世界是互通互联的，
各种急剧的变化需要人们重新认识和了解国际标准，这使得
其重要性远超往昔。

变

化无处不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
（Bob Dylan）曾在 1964 年吟唱道“时代
可 是 在 变 的 啊 ……”。 托 马 斯· 弗 里 德 曼

（Thomas Friedman）在《感谢你迟到：乐观主义者在
加速时代的成功指南》中指出，当今世界处在一个转折点。
他认为，技术、全球化和气候变化正在迅速地改造着社

塔（Paramita Dasgupta），与他们探讨了这些

消费者所需的终端产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全

变化对国际标准的影响，以及国际标准在未来经

球价值链的贸易模式。”

济发展中的作用。

凸显。符合国际标准要求，他说，“能够极大地

会的体制。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这是一个“加速的年代”，
我们都需要跟紧脚步，以免掉队。

“世界制造”

首先，如何合理定位国际标准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其次，不同组织间的合作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世
界贸易的本质和影响？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
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各个经济体和文化体联
接到一起。全球化是弗里德曼提到的“加速年代”的驱
动力之一。但如果没有国际标准，全球化就成了一座空
中楼阁。在开展全球贸易的时候，如果不依靠标准，那
全球化的意义何在？
为此，我们联系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环境
部顾问埃里克·维克斯特罗姆（Erik Wijkstrom）以及
世界银行亚洲区贸易与竞争力部经理波罗蜜·达斯古普

增强价值链上买卖双方的交易信心，即产品相关
投入要素都是兼容并且安全的。”

鉴于弗里德曼对技术变革“加速”的想法及由此引
发的争议，我们不由得考虑其对“标准化体制”的影响。

他认为，这种趋势让国际标准的重要性日益

弗里德曼在书中描述的各类重大变革在我们

正是因为某个环节的成功或失败会影响到全

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如今，企业将自身

球的人们，这种互相依存对国际标准产生了深远

业务划分到世界各地，从产品设计和零部件制造

的影响。然而，随着全球贸易中国际标准的应用

到组装和营销，打造出国际化的生产链。

越来越受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真正的突破性进展。

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世界制造”，而不是“英

维克斯特罗姆表示，标准的用处如此普遍，

国制造”或“法国制造”。全球化正将全世界的

只有从标准缺席而问题频出这个角度来说，才可

经济体和文化体联接到一起。比如，加拿大出售

能比较恰当地阐释标准的意义。比如，插座的兼

的汽车，可以在法国进行设计，而零部件产自澳

容性问题，打印机夹纸问题，或者笔记本电脑端

大利亚。英国商店出售的裤子可能采用南非的棉

口或闪存接口不一致，信用卡尺寸不同等等。

花作为原材料，而由泰国服装厂的工人进行生产。

全球贸易模式的变化凸显了这些事情的重要

全球贸易的本质再次发生了变化。维克斯特

性，他说，“贸易产品如果无法‘匹配’其他设

罗姆说：“随着关税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贸易模

备或零部件，或者人们对产品的安全或质量没有

式悄然改变，生产环节逐步分解和分散；产品零

信心，即便贸易零关税也无济于事。”

部件产自多个国家，涉及多家企业，最终组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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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标准的好处
——让数据说话
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从属哪个行业领域或者在哪
个国家，持续实施标准都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

德国
西门子公司

1.1 %
2.8 %

新加坡
全国职总平价合作社

2009

至

经济效益
从 企 业 毛 利 或 息 税 前 利 润（EBIT） 的 贡 献 率 来

1999

讲，使用标准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占到企业年度营收的
0.15% 到 5%。

对企业交换技术
业务息税前利润
的影响率

效益底线
量化的效益包括：

1,360 万新元

▪减少浪费和内部成本
▪提高研发效率
▪创新业务流程

特别脆弱，”他表示；“对这些企业来说，标准符合性或

降低国际贸易关税，全球各国之间非关税措施的重要性不

合格评定的成本——甚至获取国外市场相关要求信息的成

断增加。与关税相比，这些措施有时并不那么透明，会给

本——都高得不可思议。”

贸易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虽然如此，政府法律、法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WTO、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政策或措施都非常健全，比如限制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食

（UNDESA） 和 国 际 贸 易 中 心（ITC） 共 同 启 动 了 新 的

品安全）或者玩具中的毒素（儿童健康）。WTO 规则旨在

ePing 预警机制，旨在帮助相关利益方（政府、产业、中

最大程度减少那些阻碍市场准入的非必要措施，同时不妨

小企业与社会）跟踪了解国外市场的产品要求。
这也是 WTO 倡导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实际上，

WTO 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或 TBT 委员会）近期

WTO 在其行为准则中大力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

关注的是如何体现标准的符合性，它“强调了非关税壁垒

准可以为政府法规一致性提供基础，而且通常在如何高效

带来的种种问题。”维克斯特罗姆表示。他认为，这在实

地处理具体技术问题（且对贸易限制较少）体现出高度的

践中可能就是取消等待过境时那些耗时又费事的措施（贸

协调一致，”维克斯特罗姆表示。

协定），或确保科学设定而不是随意设定农药残留限制（卫

▪实现国际化扩张

前景乐观

生与植物卫生协定）。

▪支持新产品与新市场开拓
这 些 研 究 数 据 源 自《 标 准 的 经 济 效 益 》（Economic
benefits of standards）中的案例分析。更多信息或相关案例，
可以参考 ISO 网站的“标准效益”（Benefits of standards）
专题。

6,800 万元
给部分业务部门
带来的财务效益

然而，事情并不能总是尽善尽美。贸易自由化有助于

易便利化协定），避免重复性检测要求（技术性贸易壁垒

▪降低风险

中国
新型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性，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巨大障碍，从而导致企业“脱离”
了价值链。“规模较小的企业（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

碍有效达成公共政策目标。

从 1999 年至 2009 年
节约的运营成本

▪优化内部企业流程

挑战与壁垒

巴西
费斯托公司

（按 2017 年 5 月汇率核算，
约为 980 万美元）

（卷 1，244-253 页）

埃及
姬娜食品工业公司

30 %
标准产品

+70 %

但是有一点，维克斯特罗姆要告诫大家：对于希望参

要了解未来全球贸易的新阶段，首先就要理解国际标

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来说，没有能力证明标准与法规的符合

准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波罗蜜·达斯古普塔认为，标准是

（卷 1，68-71 页）

南非
比勒陀利亚波特兰水泥公司

越来越多的产品
是“世界制造”。

14.3 %

2012

非标产品
2008

（按 2012 年 5 月
汇率核算，约为
1,077.27 万美元）

（卷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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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品
与非标产品
的采购成本相差
30%

（卷 1，139 页）

从 2008 年
到 2012 年
生产效率提升
70%

（卷 2，75 页）

研发总成本降低
14.3%

（卷 1，239 页）

Photo : DESA/ITC/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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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斯古普塔说，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包括标

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标准帮助人们建立对贸易产品质量与安全的信心（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

准领域，对于像 ISO 这样的组织来说，要适应市场准入

品），证明这些产品符合相关要求，达到一致的环保指标，保护消费者免受伤害，帮

的种种挑战，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世界银行

助中小企业凭借技术与最佳实践的传播来参与国际竞争。”

与 ISO 的合作是典型的成功案例：让我们的客户可以获
得 ISO 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合作的重点包括分析活动、

现代经济的结构性转变，让国际标准的重要作用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技术协助以及共同举办培训活动等。”

（SDGs）的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包括助推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消除不平等，

世界银行相信，私营领域的合作对于标准工作也非

帮助应对重大社会与环保挑战等。
达斯古普塔表示，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可持续的、系统化的方式来消除市场准入

常重要。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企业利用标准参与贸易时，

壁垒。例如，第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加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合作，包括增加发

发展合作伙伴在如何设计和开展相关活动方面正在发生

展中国家的出口，强化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她指出，第 17 项目标中

变化。目前人们认识到公私合作已经不只是一个选项——

贸易相关的指标将推动或预示 WTO 多哈发展议程的实现，该议程是 WTO 贸易谈判

而是一条必由之路。

中的重要一轮，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寻求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
利用国际标准来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互联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应该是全世
界做出的最合适的决定。尤其是如果国际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获得成果，社会最
边缘的成员都将因此受益，这将形成一个多赢的局面。
人们已经意识到在各方面采用标准的重要性，达斯古普塔表示。“国际标准带来
的影响巨大，比如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帮助提供良好的法规实践，减少技术壁垒
来促进开放的国际贸易——这些都是世界银行的重要工作。”

国际标准将是我们

展望未来

未来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

当然，存在壁垒的贸易并不意味着贸易的终结。相反，
正如达斯古普塔所说，这需要不同体制的新联合以及国
际层面的合作。将前景可期的全球性议程转化为实际成
果，必然要求整个世界行动起来。换言之，携手合作才
能成功。
我们都能从开放与公平的贸易中获益，也能从国际
标准中获益。在这个彼此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里，国际
标准是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生活的世界
并不完美，但我们可以让世界更接近完美。历史表明，
在较长的时间内，我们曾经共同进取，变革并获得成功。
加强合作，我们可以减少贸易壁垒，创造更加稳定
透明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给人们和世界带来真正有意义
的改变。国际标准将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让我们一起携手向前，不被时代遗弃……■
孙加顺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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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s
have reasons to be

您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cheerful j

经济学家重视标准的经济效益

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首
席经济学家西蒙·巴普斯特

我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长远发展潜力持乐观
的态度。对很多地方来说，城市化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但这也能带来新的机遇，因为即便是基

您最近主持了在阿布扎比召开的全球制造业
与工业化峰会，会议探讨了制造业的未来。您认
为标准如何应对我们在制造业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当前制造业面临三大挑战。首先是如

础的城市工作往往也比自给农业有更高的生产力。

何确保“工业 4.0”的新工艺为全球社会作出积

相比较而言，城市居民更容易享受基础设施服务，

极贡献，帮助人们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生活

继而享受全球出口市场带来的服务。而几乎所有

水平。举个例子，未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带来

新兴国家都需要进入全球出口市场，以促使居民

更高的生产力、更廉价的商品和更多的闲暇时间，

收入达到中高水平。

同时也可能导致不平等和失业情况加剧。工业需

许多经济学家担心，与上个世纪相比，本世

要和政府携手共同制定政策框架，带来积极成果。

纪的生产力发展是否将永远处于较低的水平，因

同时要制定与政策配套的标准，它们将发挥巨大

为新通讯手段、互联网和其他技术对经济增长的

的作用。

影响不及过去数百年的发明——想想中央供暖和

其次，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日益严峻的挑战。

空调与 Facebook 相比，对生产力的影响孰轻孰

这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问题，尽管它也是一个重

重。在这一点上，我与那些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不同，

要因素。各地的生态系统都面临巨大的压力，而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过于倾向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不管靠自身还是通过供应链和使用链，制造业是

像尼日利亚、印度、越南或中国这样的国家，在

所有解决方案的关键。针对整个产业链的环境影

未来 30 多年即便只依靠现有技术仍有相当大的

响，制定详细、透明和可靠的标准可发挥积极作用。

发展潜力。

最后，制造业一直是开放市场的一大受益者，
但是如果许多国家目前高涨的本土主义情结导致

您经常在《经济学人》上发表对未来趋势的

本刊采访了著名
经济学家和经济顾问西
蒙·巴普斯特，与他一
起探讨全球经济状况。
言谈中，他非常支持甚
至鼓励广泛使用国际标

西蒙·巴普斯特（Simon Baptist）是经济学人

预测。有过预测不准的时候吗？

智库（EIU）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负责为 EIU 的文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去年英国公投决定“脱

章进行专业把关，确保 EIU 为国际决策者提供最有

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用的经济和政治分析预测。他还为智库的国际团队

这可能并不那么有趣，因为在这两个事件上大多

管理出谋划策，其团队成员包括经济学家、顾问和

数人的预言都是错的。我并没有看到民族主义在

编辑。以下是此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亚洲复兴，而且在过去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

各国之间的经济开放程度降低，制造业将受到威
胁。我认为，制造业从业人员需要更积极地向公
众展现开放的益处，确保人们能够分享和重视开
放所创造的价值。■
包晗 / 译

民主和人权等问题的进展速度放缓。

ISOfocus：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像
ISO 这样的组织如何才能支持或适应这些变化？
西蒙·巴普斯特：标准在实现全球化经济效益

准来应对新技术挑战，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标准能让不同市场的

造福全球经济。

审批。更多的国家和行业广泛采用国际标准将带来

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充满信心，或协助监管机构协调

诸多好处，不仅能有效应对新生产技术带来的机器
人和人工智能等挑战，还能满足数据等日益重要的
问题在标准化程序上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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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ISO celebrates

ISO 庆祝成立 70 周年

years

文 / 桑德琳·特朗沙尔 by Sandrine Tranchard

2017 年是 ISO 成立 70 周年。目前，ISO 已发
布超过 21,500 项标准，对支撑全球重要技术、环境

1946年，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召开会议共同探讨标准化的未来。

ISO

的故事开始于 1946

1955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三届

年， 当 时 来 自 25

ISO 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苏内·卡尔

个国家的代表相聚

松（Sune Carlson）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
“我

在伦敦共同探讨标准化的未来。一年之后，1947

可以举出很多由于标准和质量分级的缺失造成欠

年 2 月 23 日，ISO 正式成立。在战后时期，创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但这没有必要。

始成员把国际标准视为世界重建的关键。

作为国际组织，我们面临着技术和经济发展问题，

根据 1947 年 6 月首届 ISO 理事会会议记录，

任务艰巨繁重，为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必须坚

ISO 主席霍华德·孔利（Howard Coonley）在

定地依靠 ISO。”（详见 54 页在日内瓦对现任

开幕致辞中说，国际标准化活动对世界的重建、

联合国办公室秘书长的采访。）

进步和未来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到，和许多

在 1947 年成立之初，ISO 的目的就是促进

其他国家一样，战后时期的美国对标准化的益处

其成员，即各国国家标准化机构，协调和统一标

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现在标准化已经迅速扩

准制定工作。创始人决定该组织面向所有愿意协

展至许多新的领域。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的出席充

作的国家开放，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些创建原则时至今日依然适用。ISO 大家

和社会变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文中，我

分表明，标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1949 年，首届 ISO 大会在巴黎化学之家会

庭已经发展至 163 个成员，几乎遍及全球所有国

们一起回顾 ISO 过去 70 年中重要的历史时刻，品评

议中心（Maison de la Chimie）召开，会上再次

家。标准化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ISO 国际标准

强调了与其他组织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并一致通

目前几乎涵盖了技术和商业领域的方方面面，未

过了有关 ISO 和联合国建立正式关系的决议。

来将继续为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带来积极改变。

成就 ISO 今日辉煌的发展历程。
16 | #ISOfocus_123

#ISOfocus_123 | 17

崭露头角

过去 20 年，在丹麦专家的领导下，ISO/TC 213 制定了至今依然保
持发展的规范和校验标准。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如此精确地定义规

ISO 在成立后，设立了 67 个技术领域的专家组（称

范要求，也从未如此完整地验证那些要求。”

为技术委员会），它们拥有制定国际标准的权利，内容

“ISO/TC 213 一直积极与企业保持紧密联系，今年年初，英国

涵盖螺纹、海洋技术、食品、纺织品、绘画颜料和实验

承担了该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将用极大

室设备等具体技术领域。由此，1951 年第一项 ISO 标准

的热情和精力来做好工作。我坚信，未来 20 年至少会像过去 20 年

诞生了（当时称为“推荐规范”）：由 ISO 极限与配合

一样取得卓越的成效。”

技术委员会（ISO/TC 3，现已解散）制定的 ISO/R 1:1951
《工业长度测量用标准参考温度》。这项标号为 ISO 1
的国际标准现在由 ISO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技术委员会
（ISO/TC 213）负责管理。
该 技 术 委 员 会 的 主 席 莱 恩· 麦 克 劳 德（Lain
Macleod）说：“ISO/TC 213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

目前，ISO 已经制定了超过 21,500 项标准，支撑着全球重要的
技术、环境和社会变革。
ISO 主席张晓刚说：“过去 70 年，ISO 制定的标准创造了历史，
也见证了世界创新。从航天或汽车行业材料、零件和设备标准化到
环境污染物度量，从建立确保供应链食品安全的管理体系到制定人
机互动的指南，国际标准化始终随着企业和社会的需求而逐步发展。”

其负责制定全世界工业和制造业相关机构使用的标准。

发展壮大
几十年来，ISO 努力扩大利益相关方的范围，将标准化带至消
费者或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群体中来。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发展中
195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三届ISO大会期间，与会专家在休息时合影。

国家加入 ISO。为了满足这些新成员的需求， ISO 于 1961 年成立
了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DEVCO），帮助发展中国家从标准制定
工作中获得最大收益。如今，四分之三的 ISO 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
ISO 制定了许多可行的计划来培养他们的能力，因为“国际标准需
要国际性的参与”。

ISO大家庭已经发展至

在 2016 年召开的第 50 届 DEVCO 会议上，DEVCO 主席莉

163个成员，几乎遍及

娜·达哥哈姆（Lena Dargham）在开幕致辞中说：“50 多年来，

全球所有国家。

DEVCO 作为政策委员会在支撑发展中国家标准化事务上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明确标准化需求，建议他们采取相关行
动以及监督其行动计划的实施。同时，该委员会还为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探讨各方面的标准化问题和交流经验提供了平台。”
标准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和安全性。因
此，将他们的观点与标准制定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些实际
观点有助于确保安全和质量等问题的妥善解决。
1978 年，ISO 消费者政策委员会（COPOLCO）成立，消费
者的重要性得到认可。该委员会旨在推动和鼓励消费者对标准产生
兴趣。
2008 年 5 月 28 日，在 COPOLCO 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上，
当时的 ISO 主席哈刚·陌拜（Hakan Murby）（2007- 2008）在
开幕式上说：“COPOLCO 的长期运营体现了 ISO 国际标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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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支撑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上的一贯承诺，现在 ISO 能服务到越来越多的全
球消费者。”
“自 1978 年成立以来，COPOLCO 一直致力于促进和推动 ISO 体系建设，
提高消费者参与标准工作的兴趣以及明确国际标准化工作可能应对的消费者问

率

医疗服务效
理

食品安全管

题。”

手术仪器

随着生产商对其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的验证需求不断增

包装和标签

加，ISO 于 1970 年 成 立 了 认 证 委 员 会（CERTICO）， 并 于 1985 年 用 合
量
医疗器械质

人人适用的
标准

格评定委员会（CASCO）取而代之。尽管 ISO 并不开展认证工作，但其制

产品质量

健康

践

食品

可追溯性

医疗安全实

定的标准由独立的认证机构使用，从而确保标准服务和标准认证的可靠性。
CASCO 制定的标准由 ISO、IEC 共同发布，范围涵盖检测实验室、合格标志、
认可和合格评定结果互认。
回顾 CASCO 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该委员会主席弗兰克·玛卡莫（Frank

创新管理

Makamo）说：“如今，ISO/CASCO 系列国际标准提供了全球协调和一致

能源管理

的合格评定方法。展示合格评定机构的运营能力有助于推动贸易发展。为积极

可持续建筑

供水
建筑能效

应对消费者和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我们期待 CASCO 充满热情地迎接下一个

先进技术
废水回用

47 年的挑战。”

智能电网
用性

利益相关方有效和广泛的参与一直是确保国际标准相关性的重要因素。为

无障碍和可

高效灌溉
技术

可再生能源

水足迹

基础设施

能源

水

保证标准和创新之间的牢固关系，ISO 与一系列国际和地区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其中包括 IEC 和 ITU。同时，ISO 还与超过 700 个国际组织在标准化领
域建立了联系。此外，世界各地的企业、监管机构和政府也是保障 ISO 正常运
营的基础。（详见 48 页）

环境管理
城市指标
社会责任

未来挑战

声明

环境标签和

设施

础
智慧社区基

气候行动
消费者保护

统

智能运输系
全
业健康与安

智慧城市

灾难管理

职

体排放

量化温室气

最佳实践
价

环境保护评
海上风能

管链
林木制品监
和水产养殖

可持续渔业

理
船上废物管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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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

可持续农林

安全和环境的标准。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ISO 主席张晓刚说。“展望

气候变化

未来，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世界面临着许多跨国界的挑战。气候变化、水资源
匮乏、网络安全和大规模移民仅仅是众多问题的一部分，需要协调统一的全

可持续
发展
目标

球应对行动。”
上述提到的许多挑战已经囊括在 2015 年联合国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这些 SDGs 确立了未来
15 年的目标，将帮助汇集全球行动来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和保障人类福祉。
“ISO 大家庭制定了许多可以帮助组织机构和公司落实这一议程的标准，”
张晓刚博士说。“我们愿意提供有效的工具，来帮助全球不同的地区应对这些
挑战，打造更加美好的世界。”标准化的未来前途无量。■

土壤质量

护

海洋环境保

“过去 70 年，ISO 制定了推动产业进步、促进全球贸易和改善健康、

生物多样性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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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years

of historic moments

ISO技术管理局（TMB）召开第50次会议。

ISO 70 年历史时刻回顾

祝贺ISO成立70周年！

70 年来，ISO 制定的标准推动了工业进步，
促进全球商业发展并帮助改善健康、安全和环境。
让我们一起回顾 ISO 发展中的重要时刻。

1951年，ISO发布了第一项标准
ISO/R 1：1951《工业长度测量用
标准参考温度》。
迄今为止，ISO共发布了21,500
余项标准。

消费者政策委员会
（COPOLCO）成立，
旨在保护消费者
在标准化领域的权益。

ISO 26000
社会责任
标准发布

新的里程碑：
ISO召开第100次理事会会议。

2017

2015
2011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标准发布

随着规模扩大，ISO中央秘书处迁至日内瓦
瓦朗贝街国际中心，分两处办公。

2007
1947

1949

1952

1946
第一任ISO主席霍华德·孔利
（Howard Coonley）

1987

1951

1961

1970

1996
1978

1956

2016

2008
2010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
标准发布

ISO/IEC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音频、图片、
多媒体和超媒体信息编码分技术委员会（ISO/
IEC JTC 1/SC 29）荣获艾美奖。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发布

首届ISO大会
在巴黎举办

再一次迁入新址……

1949年，ISO搬进了
位于日内瓦的一个小型
私人住宅办公楼里。

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
会（DEVCO）成立

ISO理事会批准
成立认证委员会
（CERTICO），
之后于1985年更名
为合格评定委员会
（CASCO）

ISO迁入新址，办公处合二为一。

包晗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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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game
changers
of the tech revolution
技术革命背后的力量
文 / 玛利亚·拉扎特 by Maria Lazarte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电脑或互联网的世界，但
在 2017 年，这已经是过去式了。更多令人激动的技术
发展不断涌现。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假如我们要
为即将到来的一切做好准备，首先就要了解我们来时
的路，并且厘清铺平道路背后的驱动力量。

我

们似乎正无比接近真正的魔术：每个人拥有将梦想化
为现实的超能力。技术就是我们打破以往的自然限制，

标准将确保技术
能够造福更多人。

转变我们生活乃至世界的方式。远上天空，下入深海，

都已不再是不可能。有了技术，我们可以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我们投入更少，收获更多。技术也是攻克疾病与残疾的有力武器。
技术意味着舒适、安全与互联，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毁灭。
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可以回溯到人类首次将自然资源变成基本
工具的时候。但如今技术创新突破的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发展势头迅猛，正不断变化并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
随着增材制造（普通人所说的 3D 打印）技术的进步，肢体残疾儿
童的父母已经能够“打印”一些修复材料，非常方便，成本很低，
耗时也不长。
英国一家名为 Open Bionics 的仿生创业公司近期将 3D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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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其研发的一款 3D 打印仿生手原
型能够有效辅助并改变使用者的生活，极大降低这类装
置高不可攀的成本。我们在科幻小说中看到的技术终于
要到来。就在去年，“阳光动力号（Solar Impulse）”
飞机证明了利用太阳能完全可以实现全球航行。脸书
（Facebook）宣布正在研发通过意念来操控智能手机的
技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么，接下来呢？

国际标准的出现
在高新技术的
迅猛发展中发挥了

演变的潮流

意想不到的作用。

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是
无法实现的。这让我们不禁开始思考：我们与技术的关
系在如何演变？对人类会产生什么后果？获取和利用技
术是否已经成为一项人权？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
必须首先了解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有趣的是，国际标准的出现在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
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果没有国际标准为健康与
成功创新奠定的坚实基础，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
能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仅以标准化最基础的两个益处为

即 ISO/IEC 信 息 技 术 联 合 技 术 委 员 会

当然，只有操作系统开发者开放应

例：兼容性与互操作性。正是基于这两方面，信用卡可

（ISO/IEC JTC1）。 事 实 上，ISO 早

用程序接口（API）之后才能使用，而

以被全球各地的机器识别通用，电脑文件可以被不同程

期的技术委员会都聚焦在技术领域，因

API 提供了一种人人可用的通用技术语

序读取，不同设备间可以无障碍互相连接。如果没有这

为标准让产品零部件与应用程序的规范

言。语言互通的理念仍是标准化的核心

些基础，新技术将无法与现有技术兼容，物联网也将不

化生产更加简单，厂商不必再从头建立

所在，因此数百项的 ISO 标准都涉及术

复存在，电动汽车等电力网络相关的创新也将遭遇更加

整套的产品规范。比如，车辆生产商可

语、词汇和统一的测量方法。这听上去

复杂的状况。

能外包生产轮胎，以此降低成本，优化

并不高深，但你能想象没有标准的国际

当然，自古以来，人类就普遍依赖计量、流程和技

投资。从坚果和螺栓到汽车和轮船，国

合作吗？ 1999 年，美国航天局（NASA）

术等方面的标准。但当 70 年前 ISO 成立时，更特别的

际标准展现了当时的先进技术，促进了

损失了一颗价值 1.25 亿美元的火星卫

变化随之而来。ISO 第一次将不同技术领域的全球最佳

大规模生产与规模经济的发展。

星，就是因为一个与其合作的工程师团

专业知识融入了协调一致的标准研制，从螺丝钉标准到

如 今， 共 享 知 识（ 如 同 标 准 中 的

队采用了英制单位，而航天局采用的是

飞机标准，并且实现了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因此，

技术知识）与开放式系统已经促进了创

公制计量单位。这颗卫星发射后不久就

标准效益呈指数级增长，ISO 才能够将全球各地的研究、

新 的 多 样 化 与 大 众 化。 以 智 能 手 机 为

在半空中爆炸了。规范不统一可能带来

人才与能力汇集起来。

例， 像 安 卓 这 样 随 时 待 用 的 操 作 系 统

灾难性的后果。

（OS）可以让手机制造商集中资源开

所见略同

发硬件。研发人员不必考虑我们希望手

只是开始

机上安装什么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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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立伊始，ISO 就脚踏实地，作为由各个国家成

程序，供大家下载，比如闪光灯、高度

然而我们还只是在简单地探讨 ISO

员体构成的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关键利益相关方保持

计 甚 至 用 阿 诺 德· 施 瓦 辛 格（Arnold

标准如何促进创新。标准在实现可复制

着长期的密切合作。例如，ISO 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Schwarzenegger）的声音进行播报的

性、保持质量及确保安全的同时，还为

共同设立了规模最大、产出最丰富的技术标准委员会，

GPS 应用。

技术原创性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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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公司率先开始研发下一代辅助型车间与护理机器
人，也是首批在设计阶段就按照 ISO 13482 国际标准
安全性要求的标准用户。这家公司认为这项关于个人护
理机器人的安全标准能够给潜在用户带来保证，有利
于产品分销。“ISO 对于新型设计的推广来说非常重
要，”Cyberdyne 公司首席执行官三阶吉行（Yoshiyuki
Sankai）表示，
“没有 ISO，我们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挑战极限

标准为技术原创性
顶尖人才不断探索创新和科学的极限，而标准为他
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升了信心，成为这场技术革命

留下了充分的

背后的驱动要素。“太阳动力号”飞机的飞行员之一安

发挥空间。

德烈·伯尔施伯格（Andre Borschberg）在谈论依靠太
阳能完成的环球航行时表示：“莱特兄弟那时并没有标
准……如果当时有标准，他们肯定能更快实现目标，甚
至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
不断取得进展的原因所在。”
未来，创新者将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打造和改变我们
的世界。但不管我们做什么，都必须避免陷入“为技术
而技术”或者以“幸福的少数人”为目标的陷阱。国际

带来广泛的争议和恐慌。这种不确定性通常让投资者对未

无人驾驶飞行器（UAS）——或者叫做无人机，从农业到
披萨外卖等各个行业都在兴起无人机应用的潮流。

知技术充满担忧，但 ISO 标准通过设定参数来引导安全和

目前，无人机行业在通信协议、导航和控制方面还几

检测质量，可以解除一些疑惑，建立信任。ISO 纳米技术

乎没有统一的设计标准、规则或法规。美国航空产业协会

技术委员会（ISO/TC 229）的专家们专注于这些标准的研

民航设施负责人康特妮·罗宾逊（Cortney Robinson）认为，

制已经有些时日。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这个领域的情况将越来越复杂，

同样，潜力巨大的 3D 打印行业也面临着与精准的传

随着越来越多无人机与传统的、有人驾驶飞机共享同

261）主席琼克·伦茨（Jorg Lenz）认为，“这个行业的

样的飞行空间，我们必须确保无人机不会给人、财产或其

确需要国际标准来提供清晰的规范，消除质疑，确保可靠性、

他飞机带来严重的风险。“国际标准对于建立无人机全球

接受度和安全性，来进一步推动技术的市场化。”国际标

商业市场……保障安全，提供航空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准有助于确保可复制性水平，为产业与制造商提供他们迫

康特妮表示。ISO 无人机标准将通过共享知识，鼓励更多

切需要的技术保证。

创新者参与标准研制，让这项技术得到更快的发展。对消

如果标准研制过于滞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并行的技

费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增加竞争意味着成本

术方案，从而增加了复杂性和不必要的浪费。当然，所有

更低；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依托产业标准可以有效减

标准都需要维持一定的灵活性，并随着技术发展适当调整，

少监管压力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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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乃至人力成本。通过鼓励良性竞争和降低成本，
标准将确保技术能够造福更多人，为更多人所用。我们
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创新的本质就是人们希望创造
更美好的生活。不要让美梦变成噩梦。■
孙加顺 / 译

有可能对社会整体利益带来损害。

统制造业竞争的局面。ISO 增材制造技术委员会（ISO/TC

避免给技术创新造成阻碍。面临标准缺失的领域之一就是

标准之所以作用重大，是因为它关注安全、可持续性、

标准化带来的另一优势是市场准入。Cyberdyne 机

Photo : CYBERDYNE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纳米技术的发展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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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being “ social ”
社会责任标准的兴起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生源于针对公司社会责任
的探讨。目前普遍认为人、环境和效益之间可以
和谐共存，相互包容。
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从最初的讨论发生了许
多转变，其中包括 ISO 26000 社会责任标准的发
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标准的公信力得到
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一直以来，我以为只有自己在事业和家

自七年前发布以来，ISO 26000 已经被 80 多

庭平衡上苦苦挣扎，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聆听了

个（还在增长）国家采用为国家标准，被译成

管理者和其他同事的分享之后，我了解到原来

大约 22 种语言。此外，该标准被超过 3,000

可以同时兼顾到孩子和工作！” 作为日本电器

篇学术论文、50 本书籍和大量博士学位论文引

公司（NEC）的众多日本女性员工之一，藤伊

用，还被各种类型和规模的组织机构采用，诸

（Fujii）参加了一个支持女性获得职业发展机

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法国航

会的活动。但是在日本，女性积极参加工作的

空公司、英国电信公司、NEC、诺和诺德制药

比例较低。

公司（NovoNordisk）和玛莎百货（Marks &

为了实现帮助女性获得职业机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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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等等。

NEC 公司开始采用全球首个社会责任自愿性标

对包括 NEC 在内的一些组织机构来说，

准 ISO 26000。该标准已经帮助上千家组织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践行社会责任了；但是对其

构以对环境、社会和经济负责的方式进行经营。

他组织机构而言，该标准帮助他们把社会责任
#ISOfocus_123 | 31

这个概念提升到对未来发展进行思考的高度，现在此标
准被欧盟委员会作为推动社会责任各方面进步的关键工
具，同时也是社会责任战略的根本。

“社会化”风潮
在 1947 年 ISO 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制造商是 ISO
标准的主要用户。ISO 最开始制定的是螺丝螺帽等基础
标准。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ISO 开始关注消费者需
求，主要是因为消费者积极发声，要求制造商顾及他们
的需求。为此，ISO 于 1978 年成立了消费者政策委员

ISO 26000被

会（COPOLCO）来鼓励和促进消费者参与标准化流程。
从那时起，消费者体验成为标准化工作的主要驱动

80多个国家

力之一。尽管 COPOLCO 的早期工作重点仍然以自行

采用为国家标准。

关注重点开始延伸到更加社会化的问题上，比如服务、

车和洗碗机等消费产品为主，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无障碍和安全。当时，关于老龄社会等方面的标准和指
南纷纷出台，例如 ISO/IEC 于 2001 年发布了“应对老
年人和残障人士标准化需求”政策声明。
COPOLCO 总是在标准工作中认真倾听消费者的需

ISO社会责任工作组领导（从左至右）：联合秘书爱德华多·坎波斯·圣蒂亚戈，副主席卡塔丽娜·芒克·罗森司谷德（2005），主席乔治·E.R.·卡扎泽
尔和秘书克里斯蒂娜·桑德伯格。

求，COPOLCO 秘书长戴纳·基辛格 - 马特雷（Dana
Kissinger-Matray）说。“ISO 标准正在朝更加社会化

合作的典范

的方向转变，考虑社会普遍期望，扩展产品或零部件规范
范围，与消费者对市场要求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保持一致。”

2005 年，在巴西技术标准协会（ABNT）和瑞典标准协会（SIS）的

事实上，COPOLCO 于 2002 年提议制定社会责任

联合领导下，ISO 社会责任工作组深入到企业之中。这是一项持久性的工作，

标准，后被 ISO 技术管理局（TMB）采纳。最初的新项

需要不断投入。该工作组召开了时至今日最大的利益相关方讨论会。此外，

目提案委托书上明确写道：“该标准应该协助组织机构

该工作组历时五年，召开了八次国际会议，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从澳大利亚

解决社会责任问题，同时尊重文化、社会、环境和法律

到智利再到泰国，并处理了来自全球 99 个国家和 40 个国际组织 450 位专

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情况。”

家的共 25,000 余份意见。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国际消

“当时企业社会责任（CSR）还是个流行新词，”
据 ISO 社会责任工作组副主席斯塔凡·索德伯格（Staffan

迄今为止，ISO 26000 的制定是 ISO 在凝聚共识方面令人印象最深刻

Söderberg ）回忆道，该工作组负责制定了 ISO 26000

的典范，专家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协商、思考、探讨和制定标准，这

标准。社会责任运动快速发展，尤其在美国，该国采取

一标准已经被广泛采用。所有决定都是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做出的，且重点

了各种减税优惠和鼓励措施，来补偿那些一定程度上符
合可持续性和环境标准的公司。
然而，当该标准提案向所有 ISO 成员发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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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协会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ISO 26000的
影响力巨大。

工作聚焦在通过结对组合、利益相关方分类、语言和性别等方面平衡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
欧盟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出席了所有会议并做了笔记，索德伯格回忆说。

他们的一致看法是：“为什么这个标准只针对于企业？”

2011 年，ISO 26000 发布一年之后，欧盟委员会召开了新一轮企业社会责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简化为“社会责任”，范围更加广阔。

任交流会，会议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所有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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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规定组织机构应该如何着手处理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条款和

与 ISO 26000 中给出的定义非常相像——指的是企业战

核心主题而制定，这样可帮助组织机构理解、分析和处理社会责任问

略建立所依据的系列指南和原则之一。

题，明确行动重点并通过组织机构及其关系整合负责任行为。
发布七年以来，ISO 26000 事实上证明了自身的强大影响力，

成功的味道

已经成为许多其他标准制定的灵感。这些标准包括帮助在组织机构中
培育诚信、透明和正直文化的 ISO 37001 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或

七年以来，ISO 26000 已帮助数以千计的组织机构

者最近发布的完全依据 ISO 26000 标准制定的 ISO 20400 可持续

提升社会责任战略，包括 NEC 这类此前已经建立相关政

采购指南标准。此外，新的项目还在制定中，包括第 26 号国际研讨

策的公司。NEC 企业社会责任前总经理、现任可持续性

ISO 26000帮助

研究智库 IISE 的总裁仁铃木（Hitoshi Suzuki）说，在
管理供应链和与利益相关方交流等方面，ISO 26000 能

数以千计的组织机构

够帮助公司走得更远。

提升社会责任战略。

“我们现在能更好地了解供应商，了解他们如何工
作以及如何发现可以提升的领域，尤其在工作条件以及

会协议（IWA 26），旨在帮助组织机构将 ISO 26000 中的社会责任
原则与其他 ISO 管理体系标准结合起来。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ISO 26000 引发了综合性思维，比如
ISO 第 82 号指南，致力于帮助标准撰写者解决标准中的可持续性问
题。该指南不仅让世界更可持续和更有社会责任感，还将标准化进一
步融入该领域的发展。”斯塔凡·索德伯格总结说。无论是平衡工作

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方面，”铃木说。“我们建议采取

和家庭生活的藤伊，还是平衡供应链和环境影响的大型跨国企业来说，

整治措施，共同研究如何实施这些措施。”

这绝对是件好事。■

玛莎百货也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领军企业，该公司

靳吉丽 / 译

于 2017 年启动“A 计划”，通过负责任采购、减少浪费
和帮助社区来协助保护地球。但是，如果没有供应商的
支持，该公司就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所以在 2013 年，该
公司采用 ISO 26000 标准来了解如何在整个供应链促进
相互尊敬和公平实践。

2010年，ISO社会责任工作组副主席斯塔凡·索德伯格在瑞士日内瓦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ISO 26000。

玛莎百货成就斐然，拥有 20,000 个工厂和 20,000
个农场，以及大约 200 万名工人，并与 70 个国家的供
应商建立合作关系。该公司的举措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零售业务上，其在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
的一些大型服装制造商收到邀请，将 ISO 26000 的社会
和环境可持续原则融入他们的经营战略。
但是 ISO 26000 绝不仅限于大型国际私营公司，
而是被全球各种规模的组织机构使用。此类例子不胜枚
举，比如通过该标准，非政府机构上埃及教育和发展协
会（AUEED）赋予当地社区采用环境和社会政策的权利。

什么是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指组织机构就其
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承担责任，
表现为以下透明、合乎道德的

可持续的发展

行为：
• 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包括社会健康和福利

201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这一系列鼓舞人心的目标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和确
保人类福祉。这些目标在 ISO 26000 标准中也有所体现，
标准中的社会责任原则直接有助于实现目标。ISO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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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
• 遵守适用法律并与国际
行为规范相一致
• 全面融入组织并在其
关系中得到实践
（摘自 ISO 26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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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oll down

Quality Street
漫谈管理体系标准

“

文 / 加里·兰伯特 by Garry Lambert

“ISO 9001是个奇迹。它能告
诉我们，真正履行职责的是谁，

三 十 年 前，ISO

什么在发挥作用，并预见可能会

9000 开 启 了 管 理 体 系 标
准（MSS）的改革之门，
也激发了安全、防护、健
康、医药、能源、信息技
术和环境等重要领域的 60
余项 ISO 管理体系标准的
出台。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MSS 发展历程中的亮点，
探索其对用户组织和机构
产生了哪些影响。

出现问题的领域。”

“

“ISO 14001帮助我们显著提
高了环境影响力。仅在2014年，

芬兰新闻出版商

1987 年是个重要的开端。三十年前，全球首
个管理体系标准（MSS）ISO 9001 发布。该标准不仅

任何一家组织机构。以前仅有质量管理体系并通常只应
用于制造企业。毋庸置疑，这已与往日大为不同！

成为所有 ISO MSSs 中最成功和应用最广泛的典范，

迄今为止，全球 170 多个国家通过了超过 150 万项

而且是 60 余项 ISO 管理标准的先驱。这些管理标准提

ISO MSS 认证 1）。并且，ISO 管理标准还被成千上万

23吨，粉尘释放量减少了20多

高了世界各地工业、服务业和商业组织的管理实践、效

的组织机构用来改善运营、达到规范要求和提高底线。

吨，此外我们还重复利用了116

率和效能水平。

考虑到使用时间，仅 ISO 9001 质量管理标准的认证证

我们的碳排放量就减少了超过

立方米的水资源。”
西班牙建筑公司

本文着眼于 ISO MSSs 精彩发展历程中的一些亮
点。如今，MSSs 为组织机构实施多标准协调统一的管

书就超过了一百万张，而后发布的 ISO 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的认证证书超过 32 万张。

理体系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并能最大程度地适用于全球

1）《2015年ISO管理体系标准认证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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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产品供应商实施了以ISO
9000为基础的体系（QS
9000）之后，五年来我们的质
量提升了85%。”
美国“大三”汽车生产商

“我们从ISO 9000中获得的
收益是：节省了27%的直接管
理费、15%的可变成本以及4%
的原材料成本。”
新西兰面粉厂经营者

“通过ISO 9000认证使我们

ISO 9000 和一切的开始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所有标准的开始。它在
市场压力刺激下制定而成，用于确保产品和服务始终满足客
户需求并不断提高质量。30 年来，这项管理标准已经激发了
60 多项关键领域的 ISO 管理类标准的制定和发布。
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QMS）
标准系列发布之初，人们对其持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它只适
合制造业。也有人担心实施该体系的公司会因此箝制创造力
和创新精神，因为此体系最初被认为是严格并具有官僚主义
色彩的。
然 而， 随 着 英 国 首 相 玛 格 丽 特· 撒 切 尔（Margaret
Thatcher）要求英国工业符合日本的设计和质量要求，20 世
纪 80 年代末 ISO 9001 和质量管理得到大力推动，曾积极参
与制定 ISO 9001 的 ISO 质量体系分技术委员会（ISO/TC
176/SC 2）秘书查尔斯·科莉（Charles Corrie）回忆说。
“通
过大幅度提高资金水平，撒切尔夫人为建立全国质量计划提

“
“

“ISO 14001的一个重要好处

基准年

是让我们把组织机构所有的生

自 1987 年起，ISO 9001 经历了多次修订，

态效益行动融入计划之中。”
欧洲航空航天制造商

最开始是 1994 年，紧接着是 2000 年和 2008 年，
最近的一次是 2015 年。自 2000 年修订之后，为
了响应近 15 年以来在科技、多元化业务和全球贸
易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以及服务领域日益凸显
的作用，该标准进行了最新的一次修订。
2015 年是标准升级的一个基准年，采用新的
高 级 结 构（HLS） 的 2015 版 ISO 9001 和 ISO
14001 正式发布。该高级结构由 ISO 制定，为今

“2014年，我们的能源节约量相

后所有的 ISO 管理体系标准提供了同样的结构、

当于全球消耗量的6.7%。”

文本、条款和定义。目前，所有 ISO 管理体系标

（评价ISO 14001环境管理标准）
美国跨国商业机器公司

准是协调一致的，有助于组织机构将内部标准纳
入统一的管理体系。
“ 对 组 织 内 外 部 业 务 环 境（ 背 景）、 领 导
力、 战 略 方 向 和 风 险 思 维 理 解 的 重 视， 使 ISO
9001:2005 和其他以高级结构为基础的管理体系

供了动力，该计划旨在鼓励企业实施 ISO 9001。人们对质量

标准成为“真正的”管理体系，旨在解决导向与

管理价值的认识大大提高，因此最初英国企业通过 ISO 9001

控制、战略思维和卓越运营方面的问题，”迪克·霍

认证的比例占全部认证总数的 80%。随后几年，英国工业与

尔登修（Dick Hortensius）说。他是荷兰标准化

日本工业的质量差距显著缩小，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 ISO

研究院（NEN）环境与社会部门管理体系高级顾问，

9001 的影响。”

曾参与 ISO 质量和环境标准的制定。

在全球市场上具备竞争优势，尤
其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ISO

“问题在环境！”

标准的时候。”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的环境意识逐渐增强，

美国大型快递 / 运输服务

“相比那些没有采用标准的企
业，采用ISO 9002必然为我们

保护地球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若将 1992 年比
尔·克林顿竞选口号中的关键词“笨蛋，问题在经
济！”改为环境，可能更符合当年的情况。1992 年，
在巴西里约举办的地球峰会首次探讨了对于全球
环境管理体系（EMS）标准的需求。该会议明确
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政策性议题，为 ISO 14001
的制定注入了动力。
ISO 14001 最早发布于 1996 年，被誉为世

提供了在市场上立足的优势。”

界上最成功的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用于帮助大大小

美国跨国制药公司

小的组织机构改进业务、改善环境、降低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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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
所有的设备都通过了ISO
9001、ISO 14001、ISO/TS

全，ISO/IEC 20000关注服

年修订版结合了管理体系标准（MSS）的高级结构（HLS）
和“全生命周期思维”的概念，确保 ISO 环境管理体系
紧跟因环境变化问题引发的与日俱增的环境意识。

标准起源
ISO 9001 和 ISO 14001 推动了全球最全面的管理

29001和ISO/IEC 17025的认

体系标准族的制定。这些标准由来自企业、行业和政府

证，建立了全球发展框架。”

的专家团队制定，旨在积极响应标准需求，令世界更美好、

印度管道制造商

“

“2004年，我们每生产一升饮
料要用3.21升水，但到2011年，
生产每升饮料的用水量降低到
2.2升，在此期间节水量提升了
31%。”

（ISO 14001环境管理标准应用于28
个国家的75个装瓶厂）
希腊主要软饮料瓶装厂

更安全、更可持续以及减少浪费。
其中一些“重要的”管理标准已经催生了相关标准
系列和具体行业标准版本，比如在 ISO 9001 基础上开
发的航空领域标准 AS 9100、电信领域的标准 TL 9000
以及汽车行业的标准 QS 9000。如果全球认证数量是
衡量成功的一种方法，那么凭借庞大的用户基数，几项
ISO MSSs 格外引人注目。在 ISO 9001 和 ISO 14001
的引领下，以下是使用最广泛的一些 ISO 管理体系标准：
ISO 50001 能源管理标准

务，除此之外也让我们通过设置
基线加强管理体系，同时注重未
来发展。”
美国信息系统供应商

“

“自实施ISO 50001起，队友
们更加积极地提交关于降低能
耗的想法。例如，我们正在安装
新灯泡，预计每小时可以节省至
少180千瓦特电能，一年可节约
1,532,768千瓦时的电能。”

ISO 50001 发布于 2011 年，已有超过 12,000 家组
织机构通过此标准认证。这些机构将能源效率融入日常
业务中，旨在节约资金、保护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
ISO/IEC 27001 信息安全管理标准
全球大约 28,000 家通过认证的组织机构使用该标
准来保护信息资产安全，使企业免遭不断增加的安全风
险，例如网络攻击。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标准
超过 32,000 家食品相关企业通过 ISO 22000 认证
体系来发现和控制食品安全危害，保护全球食品供应链
的安全。
ISO 13485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标准
迄今为止，超过 26,000 家医疗器械行业的组织机
构通过使用 ISO 13485 来提供符合客户需求和监管要
求的医疗器械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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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 27001关注安

美国轮胎制造商

“

“实施ISO 22000：2005不仅
提升了食品质量和安全，而且减
少了生产成本和浪费。”
印度人道主义基金会每天为近 100 万儿童提供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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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施ISO/IEC 27001：2005
能让银行发现和分析风险，并设
法进行风险规避。”
俄罗斯银行

“我们公司通过了ISO 9000
认证，现在能参与项目竞标，因
此出口销售额增长了400%。”
印度电子产品制造商

“

“我们将重复劳动从15%
降低到1%至2%。毫无疑
问，ISO 9001已经成为了我
们开拓市场的工具。”
委内瑞拉化学品生产商

充满惊喜
许多 ISO 管理体系标准既不枯燥无味
也不官僚主义，而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将实用与创新完美结合。比如，2012 年伦
敦奥运会融入了 ISO 20121:2012 活动可持
续性管理体系，瑞典马尔默举办的 2013 年
欧洲歌唱大赛由于采用该标准才发展成为可
持续赛事活动。
去年，世界首个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
ISO 37001:2016 正式发布，而 ISO 9001
的应用也随着 ISO 17582 和 ISO 18091 的
发布扩大至各级政府选举组织和地方政府。

ISO 14001、ISO
22000和ISO/IEC
27001运营质量、环境、
食品安全和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并且从中获益良
多。”
西班牙葡萄酒生产商

那么过去 30 多年来，数十个 ISO 技术委员会的标准制定专家的
辛劳工作是否值得呢？自 ISO 9001 首次发布以来，ISO 已经发表了
各类组织的实施案例（它们规模有大有小，有公立有私营，有制造业
也有服务业，遍及全球许多国家），通过提炼它们实施 ISO 管理体系
标准的经验，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意见。以下摘自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和雀巢（Nestlé）的近期评论：
“一项针对通过 TL 9000 认证的无线基础设施产品供应商的研究
表明，在 2008 年至 2016 年期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不管是产品缺
陷还是未能满足客户预期），销售商品的退货数量全面减少，使得成
本缩减每年达到近 10 亿美元。”——来自思科系统的希罗达·杰弗里
斯（Sheronda Jeffries）代表全球电信领域优质组织 QuEST Forum
如此表示。
“作为国际性食品企业，雀巢积极参与以科学为基础的国际标准
制定工作。我们旗下所有工厂采用了 ISO 22000 等各类 ISO 标准，
我们相信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改善食品安全

此外，备受期待的 ISO 45001 预计将于明

效果。”——雀巢企业管理和科学事业部门的路德维卡·维泽格纳西

年年初发布，该标准将成为 ISO 首个职业

博士（Ludovica Verzegnassi）。■

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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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按照ISO 9001、

值得与否？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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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在 过 去 70 年 的 历 史 进

Talking about

my generation
谈谈我们这代人的标准故事

文 / 巴纳比·路易斯 by Barnaby Lewis

程中经历了卓越的转变，紧跟时
代的发展步伐，并重新定义了其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所发挥
的作用。但是，个人的态度和责
任在此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本文从家庭的角度来一起谈谈环
境问题。

通常是生活中的小事让我们停下来，思考自己有多幸运。上
周日我起得很早（再次感谢詹姆斯），之后整个早晨都忙于切剁、
磨碎、调味和烘焙。当看到全家三代人一起围在厨房的餐桌旁时，
一瞬间我充满感激。
朋友五岁的孩子指着我洗生菜时忘关的水龙头说，“把它关
掉！水是很宝贵的！”，这时我才回过神来。当然，他是对的。
即便瑞士常年绿草茵茵，降水充足，水和其它资源一样也需要保护。
我微笑着关上水龙头，这时岳父亲切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他们
从哪里学到的这些，可能是在学校，如今孩子们的生态意识很强。”
这些年来，关于环境的议题以及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
发生变化，这成了我们在家庭聚餐时的重要话题。我不禁回想起
ISO 的故事及其环境标准的发展，包括减少有毒物质排放，寻求
可持续发展。标准从工业初期开始发展到现在成为保护地球的基
准，而社会大众对生态环境的看法是如何影响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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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辈的经历

敲响警钟

我母亲的故事从 1947 年开始。她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当时战

事情开始变化得非常快。我记得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吃碘丸，记得得知科学家发现臭氧层“空洞”，

争带来的损失和毁灭逐渐被进步、重建和希望所取代。同年，ISO 成立了，

太平洋上漂浮的像一个国家那么大的垃圾堆而失眠。但与此同时，当我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到

而这并非巧合。如果没有协调合作，就不可能实现重生，而且所有的重

公众意识在不断提高。

建工作必须从工厂、工作、房子和基础设施开始。由此，ISO 需要发
挥的作用十分明确。
回首过去，母亲解释说，
“我们在丰衣足食的新时代长大成人。所以，

人们开始谈论这些事情。艾蒂安明确地指出：“当 80 年代结束的时候，海洋倾倒被禁止，政府间

公开探寻解决方案

气候变化小组成立以及氟氯烃被有效禁止，此间种种都给人们带来了希望。90 年代初期，地球高峰会在
里约召开，会议设置了以环保为主的议程。”政府、社会和企业纷纷开始新的转变，而 ISO 也面临着与

关水龙头、关灯、战争的惨况和一时的经济紧缩，这些似乎都被遗忘了。

并听取专家意见

1947 年成立之初截然不同的各种挑战。ISO 14001 环境管理标准于 1996 年发布，此后成为最受认可

我们有节省劳力的小工具、家用电器、神奇的电视机、前所未有的娱乐

是保持继续前行和决定

和使用范围最广的国际标准。

时光和经济实惠的旅行”。有人认为世界的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的，这
也无可厚非：70 年前，世界人口只有 24 亿，比现在印度和中国的人

最佳行动路线的方式。

好事连连

口之和还要少。
我妻子的兄弟艾蒂安（Étienne）是瑞士欧伯纳国家植物园的环境

大家的讨论继续进行着，当甜点撤去，咖啡端上来的时候，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2007 年，我来

工程师。他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背景信息：“如今，我们需

到瑞士开始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工作。当时，ISO 已经成立 60 年，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坚力量，影响了

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些事物的互联方式。但早在

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想法。那时，我的孩子已经上学了，地球的总人口也高达 65 亿。

1947 年，环境意识就已经开始萌芽了。”

十年之后，世界人口仍在不断增长，最年轻的一代人询问我们如何以最合理的方式管理资源。显然，

“事实上，那时美国最早通过的一部环境法规就是关于农药使用的

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取得进展。公开探寻解决方案并听取专家意见是保持

控制。而农药的使用量真正大幅度下降是在农业实现产业化的时候。”

继续前行和决定最佳行动路线的方式。ISO 在成立 70 年时还能续写辉煌，这是我对其充满信心的原因。
展望未来，下一代人会找到我们这一代无法想象的问题的答案，就像我们探寻上一代未曾想到的问题的

全球人口所占面积相当于整个牙买加 1

方案一样。■
靳吉丽 / 译

1977 年是 ISO 成立 30 年，也是我出生的那年，世界人口增长到
了 42 亿。我记得小时候乘车外出时，我经常和家里的狗一起挤在旅行
车的后座。几年之后，后座系安全带就变为强制性的了。事实上，当
ISO 13216 标准正式发布，与安全儿童交通相关的“儿童座椅安全固
定装置”一词变得流行起来，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岳父说：“那时候，
空气污染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开私家车时抽烟被当作是消磨堵车时间
的一种好方式！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燃料经济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导致了‘合适’车型的消失。”（尽管他以自己最新型的混合动力车为
荣，根据 ISO 23274 标准指标来看，这款车符合超低排放量标准）。
那时，可持续性的概念和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之间的折中方案还
没有得到普遍的理解。尽管人们知道铅有毒，但为了保持良好的发动机
性能，他们还是选择把铅加到汽油中。直到 1986 年，日本才首个开始
清洁汽车尾气。到 1988 年，ISO 9158 标准明确了加油泵标准来实现
更清洁的无铅燃料。

1）如果每个人所占面积大约是1平方米， 那么42亿人大约需要4,200平方公里。牙买加的国
土面积大约为10,000平方公里，所以算上峭壁、瀑布和其它地势，我们差不多能占满整个牙
买加。或许牙买加标准局（BSJ）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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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e
of collaboration
Photo : ITU

Photo : IEC

携手并进的文化传承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局主任李在摄

国际电工委员会秘书长弗朗兹·韦斯威克

ISO 一直积极推动与其他标准制定组织的合作。合
作能让我们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让他们从国际标准
化的协调方法中获益。此外，合作还可以减少重复性工作，

使用。

以往更加团结协作地制定解决方案来应对跨境规制、日

体的政策和倡议加强和推动国际标准化工作。从庆祝一

伙伴——IEC 和 ITU 向我们讲述了为何现代经济呼吁开展协作
以及它们打算如何开展协作。

弗朗兹·韦斯威克：我完全赞成这个说法。在如今
社会，公司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它们又必须比

和 ITU 之间的协作。WSC 成立于 2001 年，旨在通过具

之间的协作成为了当务之急。在本文中，ISO 的国际标准合作

如何让我们（IEC，ISO 和 ITU）更强大？

使国际标准更简单，价格更合理，便于所有利益相关方

世界标准合作组织（WSC）致力于促进 ISO、IEC

国际标准几乎已经渗透到所有领域，因此国际标准组织

ISOfocus: 你们如何理解“合作赢得未来”？合作

趋复杂的各种系统，让人们获得更好、更安全的产品和
服务。
这就需要标准化的新方法，而且协作是关键。事实上，

年一度的世界标准日到共同组织国际化活动，三大组织

仅仅一个组织无法制定出能应对日趋复杂的挑战所需要

之间的协作能提供创新型的解决方案，让人人都受益。

的所有标准。为了将各个不同的方面考虑在内，我们需

为了庆祝 ISO 成立 70 周年，ISO 与其 WSC 的合

要跨越传统界限，把各自的技术专长结合起来。

作伙伴共同探讨组织间协作的重要意义。在本文中，IEC

这也要求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来看待这样一种情况，

秘书长弗朗兹·韦斯威克（Frans Vreeswijk）和 ITU

一个组织机构有时引领标准的制定，有时也为其他组织

电信标准化局主任李在摄（Chaesub Lee）强调了协作

发布的标准提供技术支撑。这样可以避免重复性工作，

的力量，阐述了如何通过合作加强和发展国际标准体系，

形成协同作用并收获更快和更好的效果。

以及为何需要新的承诺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IEC 和 ISO 在技术和管理层面已经合作了很多年。
在 WSC 的带领下，三大组织成功地推动国际标准体系
的发展并联合组织了很多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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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体现出世界智慧城市论坛的模范价值。该论坛让城市领导者分享他们的城市所面临的

李在摄：我们由衷地赞成这个说法。ITU 是主管信

挑战。而标准制定组织认真倾听和学习，并思考技术标准如何帮助城市领导者实现智慧城市的目标。

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机构。协同合作在信息通信领
域尤为重要。

全球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同样需要协作来应对的挑战？

标准化带来了创新凝聚力，让创新者互通理解达成

弗朗兹·韦斯威克：展望未来，企业和标准组织等必须开展协作。这不是零和博弈，这对所

共识，不断迭代前行。如果标准组织不采取有凝聚力的

有人来说都是互利共赢的。城市面临的挑战很复杂，而且需要很多方面的专业知识。

行为模式，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IEC、ISO 和 ITU 之间的协作是实现国际标准化目

李在摄：随着其他行业领域更多地使用信息通讯技术来提高效率和创新服务，信息通讯技术

标的基础。作为全球三大国际标准组织，我们工作的凝

领域在近几年便有了各种各样新的利益相关方。各行各业目前都需要信息通讯技术标准，ITU 正

聚力至关重要。在推动很多标准化机构开展协作方面，

在与能源和水、汽车、医疗、金融服务行业以及发展智慧城市战略的当地政府一起建立协作关系。
支撑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领域融合同样也有挑战。不同的行业领域有不同的企业文化、

我们发挥着领导作用。

监管框架、产品开发流程和生命周期。信息通讯领域及其相关标准组织正在开拓与其他行业领域
目前，国际标准面临哪些重要挑战？最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什么？
弗朗兹·韦斯威克：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我们正
面临着城市化、交通、电力系统不稳定、气候变化和水
资源匮乏等许多社会挑战。只有从整体的角度看这些系

S TA N D A R D S
BUILD TRUST
WORLD STANDARDS DAY

工作为我们提供帮助，通过此次论坛，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新合作伙伴能阐述与其最相关的挑战，
从而支持信息通讯技术标准的制定。

14 OCTOBER 2016

#speakstandards

您认为哪次合作最能体现我们 70 年来成功的伙伴关系？为什么？
弗朗兹·韦斯威克：要说哪次具体的合作就能体现这种伙伴关系几乎不大可能，原因是自

统，这些挑战才能够得以解决。只关注技术、管理、政
策或者信息通讯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采用整体

沟通的新途径，努力了解它们的工作重点并确立新的合作方式。世界智慧城市论坛有望在这方面

今 年 IEC、ISO 和 ITU 组 织 的 大 型 活 动 之 一 是

ISO 于 1947 年成立以来，我们两个组织一直在不断地在技术和管理层面上协调标准工作。这在

的思维方法来解决这些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到

2017 年 11 月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智慧城市论坛。

某种程度上归功于第一任 IEC 秘书长查尔斯·勒·迈斯特（Charles Le Maistre），他还担任

标准，不仅包括 IEC, ISO 和 ITU 的标准，还有其他标准。

从标准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是什么？期待收获哪些成

英国标准协会（BSI）的首席执行官直至 1942 年；他对 ISO 的成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926

果？在支持智慧城市创新和参与方面，您有哪些期待？

年，他牵头成立了国家标准化协会国际联合会（ISA），1944 年他开始担任联合国标准协调委员

李在摄：随着 2020 年即将到来，ITU 的工作重点

会（UNSCC）的秘书长。在他的倡议下，这两个组织机构共同促成了 ISO 的成立。

之一将是 IMT- 2020（5G）系统的国际标准化。ITU 正

弗朗兹·韦斯威克：到 2050 年，接近 70% 的世界

在协助政府、行业和学术领域共同打造一个通讯极其稳

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地区。城市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系统之

定的 5G 网络，值得信赖的信息通讯技术将成为每个行

一。2016 年我们在新加坡主办了首届世界智慧城市论坛，

Group 16）共同推动了视频编码标准化的发展，成为我们最成功的合作案例之一。这项工作的影

业领域创新工作的核心。5G 网络将需要支撑大量不同的

希望 IEC、ISO 和 ITU 以及其他组织的标准能够通过一

响深远，我们通过任何媒介观看的几乎所有视频都是通过使用我们长期合作制定出的标准来进行

信息通讯技术设施，每个设施都有不同的要求，所以 5G

致认可的方式让城市变得更智慧。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

编码的。

标准化需要大量行业参与者的投入。

城市领导者理解标准对智慧城市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每

物联网技术将是 5G 未来重要的一部分。物联网将

个组织如何为此贡献力量。

李 在 摄：ISO/IEC 运 动 图 像 专 家 组（MPEG） 和 ITU- T 多 媒 体 研 究 组（ITU-T Study

ITU H.264 | MPEG- 4（高级视频编码）仍然是全世界使用率最高的视频压缩标准。该标准
发挥的主导作用使我们三大组织荣获了 2008 年的“黄金时段艾美奖”。

使我们能在虚拟世界描绘各个经济体，利用数据驱动的

李在摄：对全球的行政部门来说，向智慧城市转变

继 ITU H.264 | MPEG-4 之后，我们又推出了高效率视频编码（HEVC），标准名称为 ITU

洞察力来判断，创新在哪些领域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和

已经很快成为关键政策点。城市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H.265 | ISO/IEC 23008- 2。HEVC 仅仅需要 ITU H.264 | MPEG- 4 一半的比特率，当高端产

更好的可持续性。这凸显了有效数据管理的重要性。在

的重要战场。为了解最新的标准化需求，IEC、ISO 和

品和服务超过了当前网络和显示技术的极限时，HEVC 能提供先进的屏幕解决方案。这种合作一

以知识为驱动力的现代社会中，数据正快速成为我们最

ITU 决定举办世界智慧城市论坛。

直在延续。HEVC 之后的版本将于 2020 年发布。按照惯例，下一代视频编解码器的视频压缩功

宝贵的自然资源。通用技术标准将通过防止各国不同领

城市领导者正在努力应对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效率

域出现的数据“竖井”，帮我们从快速增长的数据财富

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他们非常清楚要解决哪些问题，

中尽可能获得最大的价值。

但往往不太了解技术标准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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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望是 HEVC 的两倍。■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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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VA SPOTLIGHT ON HUMANITARIAN STANDARDS INITIATIVES
日内瓦关注人道主义标准倡议

MEDAL FOR QUALITY
ISO 专家获美国质量奖章

人道主义界的许多成员积极参与标准、质量和问责方案

2017 年 5 月， 日 内 瓦 人 道 主 义 联 络 机 制（Geneva

的制定，但大多数交流限于技术层面。这次会议为更全面看

ISO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质量

Humanitarian Connector）* 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人

待人道主义提供了机会：了解促进发展的因素、预期目标以

体 系 分 技 术 委 员 会（ISO/TC 176/SC 2） 主

道主义标准倡议”专题讨论会上提出了上述问题。除

及如何进一步发展。另外，会议还概述了标准概念上的异同

席倪国夫博士（Dr Nigel Croft）荣获美国质

ISO 标准外，人道主义组织也使用了许多标准倡议。

以及标准的关联性。

（Freund-Marquardt Medal）。该奖每年颁
发一次，旨在表彰那些将质量原则运用于管理

Photo : ASQ

量协会颁发的 2017 年弗罗因德·马夸特奖章

Photo : BZBS

如 何 利 用 标 准 来 协 助 人 道 主 义 事 业 的 发 展？

如何运用这些标准以及相关的工具和机制？它们是

通过此次非正式会谈，来自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

否可以实现预定目标？近期将有哪些进展？此次会议介绍

联合会 （IF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HQAI、

了不同的标准、各标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彼此互补。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 (PHAP)、Sphere、人道主义核心

标准的制定、实施和文献中的人。给予倪国夫

标准联盟（CHS Alliance）以及 ISO 的各代表结合自己在

的颁奖词是：“二十多年来，他挥洒激情、竭诚奉献，发挥领袖精神，在全
球范围内运用质量管理原则制定、推广和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1995 年，倪国夫通过巴西技术标准协会参与 ISO/TC 176 工作，自此开
始投身于标准制定工作。他曾担任 ISO 9001:2000 标准引进工作组组长，与
ISO 合格评定委员会（CASCO）和国际认可论坛（IAF）共同协调制定该
标准的过渡政策。他先后担任 TC 176 对 CASCO 和 IAF 的联络代表和 TC

BELIZE UNVEILS ITS NEW

METROLOGY
LABORATORY
伯利兹启用新计量
实验室

176 合格评定联络组的召集人。之后，他于 2010 年当选 TC 176/SC 2 的主席。
2017 年 4 月， 伯 利 兹 标 准 局
（BZBS，隶属于伯利兹贸易、投资、

国计量校准的参考。实验室的建设基
金来自欧盟和伯利兹政府（属于伯利
兹农村发展项目（BRDP II），斥资
近 140 万欧元建成，主要包括建筑实
体和实验设备。
目 前 它 设 有 六 个 实 验 室， 主 要
对质量、体积、长度、温度和压力进

2017 年 5 月 14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北京举行。

行 准 确 的 计 量 检 测。 这 是 伯 利 兹 首

ISO 主席张晓刚博士在“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平行主题会上就“政策

个 计 量 实 验 室， 也 是 加 勒 比 共 同 体

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内涵、意义和实践”议题发言。来自 20 多个国家

（CARICOM）首个专门建造的、最

的 22 名高级政府官员就该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先进的计量实验室。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ónio

伯 利 兹 现 在 还 与 牙 买 加、 特 立

Guterres) 和瑞士联邦主席多丽丝·洛伊特哈德（Doris Leuthard）在主题

尼达和多巴哥等加勒比地区国家共同

会上作主旨发言。会议从国际、区域和国家三个维度，聚焦政策沟通和发展

提供计量服务。伯利兹标准局局长乔

战略对接的重要意义、目标愿景和内容框架，以及区域合作政策沟通和发展

斯 ·E·特乔（José E. Trejo）指出，

战略对接的实践和启示。

该局将立刻开展相关工作，“力促本

会议发言人畅谈了共建“一带一路”及推动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的
内涵和意义，并分享了实践体会和经验。
共有 360 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部长级嘉宾和国际、区域组织负责人
约 1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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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S CALL
FOR ACTION

消费者呼吁采用
道路安全标准

以保障市场的公平性，并将此作为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强政策沟通促战略对接

际标准、质量和问责制的见解。

伯利兹政府和欧盟正式启用了新的计

该实验室将负责制定测量标准，

BELT AND ROAD FORUM

Gerundino）对人道主义界的观点作出补充，分析了他对国

ON ROAD-SAFETY SOLUTIONS

位于电力路的工程综合部举行。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的希望和期待。ISO 学院主任丹尼尔·杰伦迪诺（Daniele

私营领域发展和消费者保护部）联手
量实验室。启动仪式在首都贝尔莫潘

Photo : China Standardization Press

标准倡议方面的经历分享观点，预测未来趋势，提出对未来

国计量服务能力得到国际认可，最终
扩大计量范围并提高准确性，以满足
监管机构、工业、制造商、出口商和
消费者等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

2017 年 5 月 17 日， 在 ISO 消 费 者 政 策 委 员 会
（COPOLCO）全体会议召开之前，“道路安全设计”
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会上，COPOLCO
介绍了为减少全球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而采取的各项
行动。
每天大约有 3,500 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每年的死
亡人数则高达 130 万，其中 90% 的的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联合国十年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将道路死亡率降低 50%，主要针对汽车、自行
车、摩托车、行人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改装车辆等。
来自 ISO 技术委员会、研究机构和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UNECE）和全球新车评估计划（NCAP）

* 日内瓦人道主义联络机制是一个信息共享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联
络交流平台，主要服务于日内瓦的人道主义组织机构。

GROWING THE SERVICES SECTOR

WITH ISO STANDARDS
ISO 标准促进服务业发展
在 ISO 合格评定委员会（CASCO）的支持下，第二届
ISO 服务研讨会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
利益相关方代表共 140 余人参加了会议，共同探讨服务业标
准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分歧和机遇。
会上着重研究了合格评定问题。与会者就服务标准是否
需要更灵活的规则，包括如何更好地解决管理体系中的问题
（关于排他性原则和“轻型”质量管理体系的问题），以及
现有的合格评定方案是否能够满足服务业的需求开展讨论。
尽管辩论激烈，但与会者达成一点共识，即现有的流程
和规则足够健全和灵活，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就合格评定而
言，需要对其带来的益处加强宣传交流，更好地引导消费者，
而不是改变一切。研讨会的讨论结果将影响 ISO 服务标准化
策略的未来方向。
欲知详情，请关注即将发布的研讨会报告。

等机构的专家们提供了有助于解决该问题的实用经验。
与会者建议通过国家措施和国际合作分享最佳实
践。他们强调了国际道路安全标准的重要性，提出消费
者团体与政府机构联手实现安全目标（制造商也应考虑
所有市场的安全特性），并通过用于推广良好实践、抑
制冒险行为的国家提高认识计划来实现道路安全目标。
5 月 16 日，ISO 学院和 COPOLCO 共同举办了
一场关于能力建设的活动，会议激发了更多的观点并发
起了“行动呼吁”，强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和重点
工作。

包晗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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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 ISO
together
we make
a difference
UN 和 ISO
携手改变世界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Photo : UN/P. Albouy

联合国相关组织通过
多种方式参与 ISO 的国际

总干事迈克尔·默勒

今年是 ISO 成立 70 周年，同时也是 ISO 和联合国合作
70 周年。自 1947 年 ISO 成立以来，联合国就一直积极参与
ISO 的工作。在过去 70 年，ISO 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发生了

标准化工作。在 ISO 成立

深刻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参与方更多，工作重点也不断变化。

70 周 年 之 际， 本 刊 对 联

可或缺，并将继续成为未来我们努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
迈 克 尔· 默 勒（Michael
Møller）进行了面对面的

但二者之间悠久的合作历史对解决一些最具球性的挑战而言不

标的动力。而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2030 年前指导我们精诚合作
的全球路线图。
如今，700 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与 ISO 技术委员会建立
了正式的联络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专
业技术知识，更在于各机构间长期以来建立的联系。从食品安

采访。默勒先生畅谈了他

全到民用航空再到环境，联合国各组织在很多方面参与 ISO

的种种想法、当今世界面

段提供大力支持，这对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成功至关重要。在

临的最大挑战，体现了他
善于思考、积极作为的个
人担当。

的工作。联合国专家积极参与 ISO 标准制定工作并在实施阶

本文中，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迈克尔·默勒（Michael
Møller）对 ISO 与 UN 之间源远流长的合作关系进行了评价，
着重总结了双方持续合作的经验、实践和教训。

ISOfocus：联合国与数百个组织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包括 ISO 等非政府组织。ISO 标准通过什么方式为联合国及
其机构和项目提供解决方案？

迈克尔·默勒：首先，联合国本身是一个规范性组织。
在联合国的组织下，各成员国制定了机动车、电子商务和农
业质量等若干领域的标准。联合国制定了《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仙台减灾框架》、《巴
黎协定》和《新城市议程》等全球性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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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和其他标准制定机构制定的国际标准对这些框架

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全球性挑战？

进行补充，因为它们为企业、政府和公众提供了实际指导。

154 共同协作完成。ISO/TC 154 的工作范围是商业、行业和行政中的过程、
数据元和文件。

这些国际标准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得以广泛应用，将重要

联合国各组织在很多方面参与 ISO 的工作。联合国贸

标准在赋权女性方面也可以发挥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女企业家，应该有

政策转化为实际行动。例如：去年各国政府在巴黎气候变

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 (UN/CEFACT) 是联合国欧洲经

权使用体现创新最佳实践和前沿规范的标准。同时，我意识到目前女性在标

化大会上纷纷承诺，而 ISO 制定的标准可以帮助工厂经理

济委员会（UNECE）下设的一个政府间机构，主要负责

准制定和实施方面的参与度不够。我认为妇女在技术驱动未来中理应享有平

监测和减少有毒气体排放。

电子商务领域的工作，已发布 40 个 UNECE 推荐规范和

等的发言权。因此，最近 UNECE 与 ISO、联合国相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

440 项 UN/CEFACT 标准，旨在使交易便捷化、自由化和

多个标准组织以及日内瓦性别平等倡议活动组织开展了全面合作，共同发起

可持续发展。很多文件已被转化为 ISO 标准。

了“性别尊重标准（Gender-Responsive Standards）”倡议。我希望这

由此，国际标准组织经常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联合国全
球框架制定。ISO 及其伙伴组织 IEC 参加了世界减少灾害
风险大会（WCDRR）并见证《仙台框架》的通过，该框

其中一个推荐规范是推荐使用联合国贸易单证样式

架的内容对标准有巨大的参考价值。灾害等极端事件的预

（UN/Layout Key）以及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电子数据交

防和应对需要救援人员之间最高级别的协作和信任，而标

换（UN/EDIFACT）标准。其中，UN/Layout Key 是能通

同 ISO 紧密合作为我们的工作增加价值，我们的目标是制定解决方案，

准可以将其付诸实践。

过简洁的电子信息代替纸质文件的首批模板之一；而 UN/

帮助小公司获得商业机会、开展跨境业务，推进包容性的全球化。为使这些

EDIFACT 标准能实现电子文件的快速安全交换，仅在零

产品符合标准、准确匹配并且兼容，为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贸易商带来利益，

联合国下设的 20 多个组织积极参与了 ISO 技术委员

售业就有 10 万余家公司使用。这是 UNECE 和 ISO 合作

与 ISO 保持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会的工作。这种合作如何为联合国的工作增添价值，助力

的案例之一，由 UNECE 电子商务管理小组以及 IS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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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
世界各国团结一致。

项倡议能够得到 ISO 的全力支持，这样标准才可能充分反映女性需求和当务
之急，助力实现“2030 年议程”，尤其是第 5 项目标——实现性别平等。

再举一个例子，UNECE 已经制定了在制定和实施法规中如何应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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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标准（包括 ISO 制定的标准）的推荐规范。这有助于我们的

您最近在《赫芬顿邮报》的博客写到，
“为了推动创新发展和预防措施，全球必须团结一致。”

成员国发现并取缔市场中危险和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避免对消费者、

请您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全球领导人们应该怎样做，能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工人和潜存风险的工厂附近的居民构成威胁，此外，该规范还有助
于协同各国的技术法规，消除贸易壁垒。

要应对冲突、人为或自然灾害情况下的人道主义需求等全球性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团结一致，
来预防气候变化的负面后果，或处理移民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能仅靠一己之力解决
这些问题。我们正在日内瓦采取不同的方法促进全球团结，例如 2017 年 4 月联合国为也门发

为了在 2030 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标准制定领域需

出的人道主义呼吁。

要什么样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才能实现更安全、更公平、更可持续

为了提供救援并取得切实进展，我们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需要在有限、可支配的资源和

地球的美好蓝图呢？

充分利用标准中的最佳实践是支持向更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变的
关键。目前，很多联合活动正在进行中。在能源领域，UNECE 正

联合国各组织在很多方面
参与ISO的工作。

工具的利用方面不断创新。团结被边缘化的地区和人口有助于缓解饥饿或调解自然资源方面的
冲突，从而防止局部危机演变成全面危机。
在组织内部方面，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应对变革，适应新形势，以便找到创新性的解

在制定建筑能效标准。标准制定过程从制定建筑能效原则框架开始，

决方案。我们需要发挥带头作用，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复杂问题，这意味着要与学术界开展密

集结了包括 ISO 在内所有参与过建筑构件标准制定的利益相关方。

切合作，基于最新的研究，采用最新技术或者与私营领域开展合作。我们需要在全球团结上做

合作的一大关键要点是宣传。我们与 ISO 及其他标准机构开
展了合作，赋予联合国成员国在政策工作中使用国际标准的权利。

出表率，支持创新并寻求预防方法。■
包晗 / 译

例如，UNECE 和 ISO 共同组织宣传活动，主题包括在法规中引
用标准以及在特定行业中应用标准。最近的一项倡议是关于如何把
标准用作一项综合政策性解决方案，以减少成衣和服装业对环境的
影响。
第二个要点是标准实施方面的能力建设。联合国各组织和标准
制定机构已经制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倡议，如“让城市更具复原力”，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等。在具体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在其他全球
性框架中，
找到标准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
就可以开展新的合作。
如果现在已经有这方面的标准，我们就可以共同行动起来支持
企业、社区和政府。因为它们承担着将标准纳入日常决策、管理实
践和监管框架的短期成本。在那些缺乏标准的领域，ISO 和联合国
各组织可以合作共同制定新的标准。

ISO 和联合国都在战后才成立，那个时期想通过建立国际机
构来寻求和平。您如何展望未来 70 年的和平进程？

每个人在构建和平社会方面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无论政府、
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学术机构、民间团体还是普通大众，大家都
在努力创造和平、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这样的框架下，联合国将继续帮助建立国际规则，寻求复杂
问题的解决方案，
制定宏大的发展计划，
为那些被忽视的群体谋福利。

58 | #ISOfocus_123

#ISOfocus_123 | 59

Why

TWINNING IS WINNING
结对实现共赢

文 / 伊丽莎白·加西洛夫斯 - 丹尼斯 by Elizabeth Gasiorowsk-Denis

结对有哪些好处？
本 文 中 的 六 位 ISO 成

普鲁登斯·阿萨莫阿—邦蒂（Prudence Asamoah- Bonti）
和劳拉·莫特（Laura Mout）每个月在会议室或通过网络进行一
次时长约一小时的会议。她们都参与了 ISO 首个可持续和可追溯

员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

可可技术委员会，这是 ISO 的一个新技术领域。阿萨莫阿—邦蒂

者，他们用蕴含大道理

她 们 的 每 月 例 会 是 从 三 年 前 开 始 的， 当 时 加 纳 标 准 局

的小故事回答这个问
题，而且人人都可以将
这些道理付诸实践。让

在国际标准制定上没有什么经验，而莫特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GSA）与荷兰标准化协会（NEN）刚开始在新成立的 ISO 食
品技术委员会可可分委会（ISO/TC 34/SC 18）开展密切合作。
该分委会由荷兰标准化协会、加纳标准局和科特迪瓦标准化局
（CODINORM）——两个主要可可生产国的 ISO 成员共同管理。
它和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可持续和可追溯可可技术委员会（CEN/TC

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

415，秘书处由丹麦标准协会承担）共同制定 ISO 34101 可持续和

结对是所有 ISO 成员的

莫特是荷兰标准化协会的农产品和消费者部顾问，也是 ISO

制胜策略。

可追溯可可豆系列标准，旨在解决可可行业面临的一些挑战。

结对计划的导师。ISO 结对计划的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具体
标准化项目。由此，阿萨莫阿—邦蒂成了“结对对象”。你在词典
里根本无法找到结对对象这个词，但在标准领域会越来越多地接触
到。特别是在热衷于国际标准事业的发展中国家，结对项目不断增
加（详见《ISO 发展中国家行动计划 (2016- 2020 年 )》）。

1) 在加纳标准局和荷兰标准化协会结对之初，普鲁登斯·阿萨莫阿—邦蒂曾担任重要
职务，后来将ISO食品技术委员会/可可分委会（ISO/TC 34/SC 18）结对秘书的
职责转交至麦克米伦·普伦蒂斯（MacMillan Pren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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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伙伴
结对关系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一个成员国向更有经
验的成员国发出请求，“你愿意成为我的结对伙伴吗？”
这 正 是 瑞 士 标 准 协 会（SIS） 的 卢 迪 维 格· 胡 本 迪 克
（Ludvig Hubendick）和卢旺达标准委员会（RSB）的
皮斯·阿巴博（Peace Ababo）2) 在 ISO 职业健康与安
全管理体系项目委员会工作组（ISO/PC283/WG1）中
开始结对合作的方式。三年前（2014 年），阿巴博向当
时的卢旺达标准委员会主任马克·西乌巴希罗·巴加比
（Mark Cyubahiro Bagabe）博士提出了此请求。在获
得同意后，卢旺达标准委员会与瑞士标准协会签署了协
议，建立了结对关系。
2015 年 9 月，委员会集体讨论和推进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草案。期间，这两个 ISO 成
员召开了首次“重要”结对会议。来自 30 个 ISO 成员
和 10 个联络组织的 100 多名专家出席了此次在瑞士日内

结对的宗旨在于
ISO成员之间的
互相帮助。

瓦举办的历史性会议。
瑞士标准协会项目经理兼 ISO/PC 283 工作组现任
秘书比约恩·尼尔森（Björn Nilsson）认为，管理这样
大规模和重量级的会议有点复杂。他说，“我们在很多
对莫特来说，这一切归根结底都在于标准内容：“有

方面需要进行讨论、建立共识以及迅速作出重要决定。

了可可生产国之间的结对项目，我们能推动可可的未来

同时，我们要确保所有记录材料的可靠性。坦白说，我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结对呢？其中一个原因是，

发展，提高世界上许多可可农民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

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联合秘书，这一切该如何实现。”

ISO 标准制定程序复杂，更重要的是需要国际层面的参

此外，阿萨莫阿—邦蒂和莫特都强调了专业团队的重要

对与胡本迪克共同承担秘书的阿巴博而言，通过结

与。例如：70% 的 ISO 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中的

性，它能使结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赢”合作。正如

对方式来进行意见处理和制定新的国际标准草案是难能

很多国家仍然面临挑战，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积极参与标

非洲格言所说，“若要走得快，独自前行；若要走得远，

可贵的学习机会。她希望并获得了对自身优缺点的真诚

准制定工作。

结伴同行。”

评价，并对秘书承担的实际工作有了深入了解。阿巴博说，

结对理由

“尽管 ISO 被视为国际组织，”莫特说，“许多委

ISO 于 2002 年正式启动了结对计划，加纳和荷兰

员会仍然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专家也往往也来自发达

是最新加入的志愿成员。从 2014 年开始，ISO 发展中

国家。”她强调结对的目的是更好地平衡国际标准制定

国家成员与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建立的结对组合已经在秘

工作的参与和主导比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都

书处层面开展了很多合作（参见 “关于结对”介绍）。

结对会议“帮助我使用 ISO 信息技术工具、处理意见和
应对限期，确保没有国家错过投票。”

知识传递

会从中受益，“相互学习战略、技能、经验和文化等”。

该计划面向所有希望与其他成员国加强沟通、树立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将提升 ISO 标准的“国际

担当和搭建良好关系的 ISO 成员国开放。参与计划的发

性”。这渐渐变得不再是标准制定问题（首先要制定出标

达国家为结对伙伴提供知识和技术，其结果是：重要的

也为经验丰富的成员传递知识提供了途径。“瑞士标准

准），而是质量问题（召集所有合适的专家）。确保 ISO

专业知识与技能通过伙伴关系得到传递，而在其他情况

协会是健康和安全标准方面的专家，”卢旺达标准委员

成员和关键人物的全球代表性是维持有效、高质量全球标

下则无法实现。

准的关键——使 ISO 成为真正独一无二的国际组织。

结对被认为是缺乏经验的 ISO 成员的一大发展机遇，

2) 瑞士标准协会的比约恩·尼尔森（Björn Nilsson）接替了卢迪维格·
胡本迪克在ISO/PC 283/WG 1秘书的职位，简·尼亚姆伍姆巴（Jane
Nyamvumba）接替了皮斯在该工作组联合秘书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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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主任马克·西乌巴希罗·巴加比说。“我们的共同兴趣是保
护人类和环境，而且瑞士政府很尊重国家的立场和政策——我们
认为这点很重要。”
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加入结对计划的一大重要原因，埃
塞俄比亚标准署（ESA）标准制定部主任莱吉斯·格布雷（Legesse
Gebre）说。埃塞标准署接受了结对伙伴奥地利标准学会（ASI）
提供的现场培训，这是结对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从结对中受益匪浅，”格布雷说。“我们从奥地利标
准学会获得的知识、原则、承诺和认识是无价的。而且我们取得
了快速的进展。总之，结对让埃塞标准署收获良多。”
知识转移不仅仅是单向的，奥地利标准学会标准制定主任卡
尔·格律恩（Karl Grün）认为，奥地利标准学会也从结对关系中
获得了很多好处。“我们从结对关系中学到的是，”格律恩分析道，
“永远不要将标准化中简单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这是互惠互
利的双向合作，他说，“因为求同存异，我们成为了世界标准化
家庭中的伙伴。”

团结协作
当 今， 结 对 是 团 结 各 成 员 的 重 要 方 式， 帮 助 创 造“ 共 同
ISO”的团结感。但结对仍然遵从最初的宗旨，即增强发展中国家
的能力建设，更多参与标准制定工作。ISO 成员通过在友好的气

提高发展中国家
关于结对
各国可根据需要、背景和预期结果来选择以下四种结对
方式：
·参与（P）成员之间结对
·召集人和联合召集人之间结对
·主席和副主席之间结对

的参与度将提升
ISO标准的“国际性”。

氛中建立结对关系、商讨和应对难题，增强专业知识、技能和组织方面的知识，从而实现国际
标准界的共同利益。
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全球化时代，结对对于将人类和社会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承担共同
的责任（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为未来国际发展设立的一系列目标）发挥着重要作
用。结对的宗旨在于 ISO 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一次帮一个，这是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的
极佳方式。毕竟，ISO 的工作就是通过全球成员制定高质量的国际标准。■
包晗 / 译

·秘书处和联合秘书处之间结对
进一步了解结对工作，请查阅《ISO 标准制定活动结对
指南》手册、联系技术项目经理（TPM）或 ISO 中央秘书
处技术管理局（TMB）秘书处（tmb@is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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