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评估，协同合作，改善工作条件

SLCP网络课程
[4月21日]

Social & Labor
Convergence Program
社会劳工整合项目(SLCP)



欢迎来到深入学习课堂



培训议程

议题 时长 目标

1. 互相认识 15 分钟 认识主讲人及嘉宾，互相认识

2. 验证流程 25分钟 了解验证流程及在此流程中验证员和工厂扮演的角色

3. 小测验 15分钟 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测验

休息时间 5分钟

4. 验证流程 35分钟
全方面了解验证流程，从选择一家验证公司到批准经验证后的评
估

5. 质量保证 10分钟 了解如何保证数据的质量及真实性

6. 小测验 15分钟 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测验

7. 答疑 30分钟 答疑时间



学习内容

目标

Ø SLCP验证包含的内容及时间表

Ø 工厂在SLCP验证中扮演的角色

Ø 如何完成一份可以被分享的经验证的评估

形式

Ø 不同嘉宾的讲解

Ø 小测验

Ø 答疑环节



SLCP入门指南

SLCP Helpdesk服务站上有许多资源：

课程: 在Gateway(网关)注册 课程:数据收集工具介绍

访问SLCP Helpdesk服务站来学习提前录制好的培训资料：
ü 数据收集工具
ü 网关及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4417271505042-How-do-I-register-my-facility-on-the-Gateway-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23923633-Data-Collection-Tool-1-4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4417595595932-SLCP-Facility-Training-Webinars
https://youtu.be/GH424Bwqjkc
https://youtu.be/nNi4ZNJoL5c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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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Jessica Jia
SLCP Support 

China

Jack Zhong
Technology & 
Data Insights 
Coordinator

Vita Zhou
项目主管

Stella Wu
可持续发展

Hop Lun

您最喜欢的闲
暇活动？
旅游

您最喜欢的
闲暇活动？
享受美食

您最喜欢的
闲暇活动？

购物

您最喜欢的闲
暇活动？
跑步



自我介绍

Michael Hu
项目经理

Amanda Xu
联合创始人&运营

总监

Echo Hu
分析师

Agnes Chan
经理

您最喜欢的
闲暇活动？
马拉松

您最喜欢的闲
暇活动？
看电影

您最喜欢的
闲暇活动？
看电影、户
外活动

您最喜欢的闲
暇活动？
购物、烹饪



关于您

1)您在什么组织工作？

2)您是否已经在Gateway(网关)完成了注册？

3)您是否已经完成了SLCP评估（包括验证）？

4)您最喜欢的闲暇活动是什么？



SLCP验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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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CP评估流程

第一阶段:
数据收集

第二阶段:
验证

第三阶段:
数据共享

ü 工厂通过自我评估
或者联合评估填写
数据收集工具

ü 工厂选择验证公司，
验证公司指派验证员
验证（工厂）已收到
的数据

ü 工厂浏览数据/报告并
通过网关以及托管平台，
决定与谁分享报告

SLCP评估流程的三个阶段:

1 3



验证是必要的

负责确保SLCP验证的完整性和已验证评估的质量。管理VB+验证员的甄
选流程并执行质量保证活动。

验证公司
(VB) 

验证员
(Verifier)

验证监督组织
(VOO)

由VOO批准SLCP验证资质。
由VB派出到您的工厂进行验证。

VB由VOO批准。候选验证员由VB提交并管理。
请与他们联系以获取您的验证报价。

在流程中，您会接触到:

确保数据真实可信
Ø 品牌和其他最终用户可以放心地用
SLCP经验证的数据取代他们自己的审
核数据

确保数据质量统一

Ø 数据质量全面一致，并可以在工厂、
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



审核和验证的区别



审核和验证的区别

社会审核

审核员检查工厂的劳动条件

按社会和劳工合规要求判断通过与
否

工厂是被审核方

审核报告由品牌商所有，而且附带
整改计划书

SLCP验证

验证工厂在工作条件方面的自评数
据

不作“好”、“坏” 评判的数据
收集

工厂积极参与验证流程

验证评估报告由工厂所有，例如，
数据经工厂允许才能分享



SLCP验证范畴
关于劳工，验证过的数据包含：

ü 年龄

ü 工时
ü 工资
ü 健康安全
ü 工厂管理体系

及与终端用户分享此数据

不在SLCP验证范畴
数据判断及后续跟进措施如：

→ 打分/评级
→ 对比

→ 对标行业标准
→ 遵守公司行为准则
→ 证书
→ 补救措施

验证不会有打分/排名/评价



验证员将如何验证？

验证员的作用是通过查看工厂在数据收集工具中的回答，检查评估数据
是否完整和正确，来判断其是否准确。

如果工厂： 那么，验证员必须：

提供不准确答案 提供正确的答案，解释查看了哪些证
明文件

未提供答案 提供正确的答案，解释为何工厂未提
供答案

工厂必须 验证员必须

需要填写数据收集工具中至少95％的
问题。一些问题必须作答，AH平台将
执行检查。

填写数据收集工具中100％的问题。

在批准之前，全面检查验证过的评估
报告，确保此报告包含所有必要的信
息。

应在完成现场验证后的10个工作日内
提交经过验证的评估报告。



验证协议 (PDF)

• 主要由验证员使用

• 验证规则和程序

验证员指南 (PDF)

• 由验证员使用

• 有关如何回答工具问题的具体指引

在《验证协议》中明确地说明了验证方法。

重点在于确保高质量的经验证数据，以准确地代表贵厂的工作条件，并为制定好的
改善计划打下基础。

可用资源

https://slconvergence.org/helpdesk

SLCP服务站的资源

https://slconvergence.org/helpdesk


给到工厂的验证Tips

充分准备:
验证准备阶段
Ø 确认验证步骤，按要
求完成并提交自评

Ø 查看状态和时间点，
ASC后2个月内必须
进行验证

Ø 完成所有IT系统操作，
如AH链接到网关

Ø 提前准备自评中涉
及的数据和资料

Ø 与VB/Verifier提前沟
通验证安排

全力配合:
现场验证阶段
Ø 建议安排填写自评
人员到场

Ø 涉及部门窗口人员
到场，如HR/HS等

Ø 数据资料准备齐全，
现场提供到位

Ø 多方协调沟通，有序
推进验证进程

仔细确认:
澄清/批准阶段
Ø 尽早澄清疑虑（建议
在验证中或结束会
议时澄清）

Ø 仔细研读经验证的
报告，是否与现场沟
通不一致

Ø 若对报告有疑问，及
时联系验证员（时间
点：VRC后14天内）



工厂在验证中的角色

工厂通过以下方式确保验证成功：

为VB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报价

与VB/Verifier 合作安排验证

在现场验证时，向验证员提供支持，包括：相关文件和人员

尽早澄清疑虑（建议在结束会议时澄清）

在最终确定之前详细审查经过验证的评估报告

完成自我/联合评估（至少 95%）

选择验证公司 (VB) 进行验证



确保自我评估的数据是正确的：

填写自我评估的注意事项
来自制造商的提示

注意每个问题的问法，防止产生歧义。（比如有些问题是双重否定）。

要认真仔细不要填错数据。

下载数据收集表并清晰阅读问题内容，查看工具对应的要求，从而针对性的回答。

与各自板块的负责人沟通讲解提供专业培训后再收集数据

收集支持的文件记录，如有需要可上传支持文件。

按工厂实际运营情况填写。



小测验



对还是错？

1. 验证是SLCP评估流程的第二个阶段。

2. 验证在SLCP评估流程中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

3. SLCP评估流程最终会产生通过或失败的评分。

4. 经SLCP认证过的验证员会检查工厂的自我/联合
评估的完整度和正确性。

5. 许多文件资源，包括验证协议和验证员指南都可
以在Helpdesk服务站找到。





验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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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流程概览

找到一个SLCP认可的
验证公司，确定验证

日期

平台上提交自我评估
组织虚拟验证（可选
择项）及现场验证

接收来自验证员的验
证计划

最多两个月

最少5天*

在结束会议时和收到验证
报告的48小时以内与验证
员讨论验证结果

审查并批准，或对经验
证评估报告提出申诉

最多48小时

最多14天**最多10天*

* 工作日
** 日历日



https://slconvergence.org/verifierbodies

如何查找验证公司

https://slconvergence.org/verifierbodies


在启动评估时寻找验证公司

提示：尽量不要等到年底再安排验证，因为届时大多数的验证员日程紧张。



所有经SLCP批准的验证公司都可以选择

您可以选择任何在册的验证公司，商业合作伙伴必须接受这些验证公司。如果他们
不接受，您可以提交此表格来反馈。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report_nonacceptance


询价并确定验证公司

工厂为验证公司提供必要的数据以便验证公司报价。不同的验证公司的现场验证费用
可能会有所不同。

工人数量

虚拟验证活动的数量/完全虚拟验证活动的数量

国家/地区

工厂/场地大小

…



选择验证公司

注意: 您无法选择验证员.
验证公司将为您安排一个匹配的验证员。

Fair Factories 
Clearinghouse (FFC) Higg

https://higg.com/


在经认可的托管平台提交评估

工厂在经认可的托管平台提交评估后，验证员必须在2个
月内开始验证流程。



分配验证员

验证员未参与工厂上一次的验证/联合评估 验证员与上次的验证员性别不同

验证员未参与工厂此次的自我/联合评估 根据工厂情况分配性别合适的验证员

如果验证安排超过一名验证员，至少其中
的一名验证员得到在此国验证的许可

所有验证员得到在此国家验证的许可

如果验证安排超过一名验证员，至少其中
的一名验证员可以说一种与工人相同的语
言

每个验证员至少可以说一种与工人相同的
语言

工厂不可以选择SLCP验证员。验证公司将分配SLCP认证的验证员。

强制项 推荐项



注意:请确保在网关的工厂档
案中选择工厂使用的所有语言。

确保安排合适的验证员



验证员启动验证流程



审阅验证计划

验证员至少会在虚拟/现场验证前5个工作日发送验证计划。验证计划包含以下细节：

对于见面会的期望，包括谁应该参加见面会

必须进行访谈的最少数量

具体的现场验证日期（如果是半通知性验证，则会给出验证持续的时间）

每日验证时间(每天起始及结束时间)

必须进行审阅的工资/工时/人事记录的最少数量

待审阅文件清单



与自我/联合评估一样，您需要有内部团队为现场验证提供支持。将人员和文书工
作准备妥当，辅助验证员的工作，节省双方的时间。现场验证最多不超过4个连续
的工作日。

在现场验证期间，验证员将进行：

支持现场验证

文件审查

员工访谈

管理人员访谈

现场观察



在进行现场验证之前，工厂可以使用虚拟验证以减少验证员在现场花费的时
间。是否进行虚拟验证活动，始终由工厂决定。

查看工厂虚拟及现场验证指南来获取更多信息。完全虚拟验证即将到来，届时将会更新指南。

虚拟验证活动

虚拟验证可能会包含以下活动:
ü 虚拟验证前会议
ü 见面会
ü 文件审查
ü 虚拟访谈以进一步了解共享的文档
ü 虚拟现场审查
ü 工资工时记录审查

备注：虚拟验证活动可以减少现场验证时间，但是，此类活动可能导致总验证时间
反而增加。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工厂和验证员而言，完整的现场验证仍然
是最佳选择。



验证员的发现点

与验证员讨论验证并进行修改的机会：

Ø 验证员解释工厂评估和验证数
据之间的差异之处

Ø 如有需要，工厂可以要求澄清
和修改

现场验证的结束会议

Ø 与验证员讨论还未解决的分歧

Ø 如有需要，工厂可以提供支持
自己观点的文件

评估报告经验证后的48小时内



在Gateway（网关)上可以跟踪经验证的评估
状态



审查验证评估

现场验证后的10个工作天内，您可以登录托管平台来审阅验证评估，您可以从“验证摘要”
开始。

验证摘要从系统自动输出，其中包含工具每个部分中的所有“不准确”和“不合规”项目。

待审查的验证摘要包含：

Ø 准确性指数：将工厂正确答案的数量与所回答的总数进行比较。注意：这不是评分

Ø 法律合规性：在问题层面上，显示国际劳工标准（ILS）和国家劳工法（NLL）的要求



验证评估申诉

如果需要，工厂可对SLCP验证的结果提出申诉。 VOO(验证监督组织)将会裁决此
申诉。VOO的裁决为最终决定。

限制条件:

工厂可在14个自然日内对验证评估报告提出质疑。申诉在AH平台上操作。

不可以在问题层面作出申诉。只可对验证员未遵守验证协议而产生的验证质
量或诚信问题进行申诉。

Verification Oversight Organization (验证监督组织) 在审查后，可以对申诉
做出证实或否定。申诉流程结束后，将不能对该验证评估发起新的申诉。



批准经验证的评估

在14个自然日内，工厂需要在AH平台上批准
或申诉经验证的评估。

由于该验证报告非常全面，请查阅Reader 
Guide（阅读指南）获得帮助。

确保检查报告的全部内容。工厂应确保验证
数据包含所有终端客户即他们的商业伙伴需
要的所有信息。

14个自然日后，报告将自动被接受并发送到
Gateway。此时您就可以共享此报告了。



准备好后，便可分享报告



反馈

SLCP期望不断改善您使用SLCP的体验。验证结束后，请填写如下反馈表来帮
助改善。您的反馈将匿名发回给验证员（验证公司）。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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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SLCP认可的验证
员验证

系统性的检查结果，
包括多项质量检查

在公开前自动进行质
量检查

经验证的数据质量高，一致性强

SLCP和数据质量

• 至少3年的社会审核经验并具有相关培训/认证
• 必须成功完成SLCP审批流程（完成电子学习并通
过考试）

系统包括:
• 桌面文件审查
• 陪同验证/重复验证/审查验证
• 验证公司管理系统审查

当数据输入网关时，会根据验证规则自动检查每项
经验证的评估。在系统内接受数据前，与验证员解
决任何已发现的问题



为什么诚信的数据对于Target是重要的?

获得数据资料从而为合适的补救行动及能力建设战略提供支持

Target 采用Equivalency项目所以信任SLCP及验证公司展开的验证

能夠与其他品牌及用户分享透明准确的数据



为什么Target信任SLCP?
以下因素加强了数据质量:

与品牌共同参与质量項目

公开透明性

覆盖全面的问题设定

为工厂提供申诉机会

质量保障行动

验证监督组织

对验证员的评估



小测验



对还是错?

1. 工厂在经认可的托管平台上提交自我/联合评估后的两
个月内，验证应该开始进行。

2. 到年底再安排评估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3. 验证总结会简要陈述法律不合规项。

4. 工厂如果不同意一个数据收集工具上的问题的答案，
可以进行申诉。

5. 工厂应仔细审阅经验证的评估报告，确保评估报告包
含工厂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包括终端客户需要的信息。



问题?



如果仍有疑问...

www.slconvergence.org/helpdesk

Sahana
Kubsad

Sevinc
Aktas Ilgun

Urtty
Majumder

Huyen Le
Thi Thu

Jessica
Jia

http://www.slconvergence.org/helpdesk


参加后续网络课程

访问SLCP Helpdesk服务站您可以找到:
ü 所有即将进行的网络课程的注册信
息

ü 网络课程的培训录像及培训材料

在本次课程中，我们会帮助您了解自己如何使用和分享这些经过验证后的（VRF）
评估，了解其他相关方将如何使用这些经过验证后的数据。以及如何做才能保证
这些数据是高质量的数据。我们希望经过此次课程，您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好SLCP
验证后的评估。

深入学习：如何分享SLCP验证过的数据（中文）
4月28日 | 2pm-4:30pm 北京时间 | 点此注册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4417595595932-SLCP-Facility-Training-Webinars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srIiCEJwQzKBN4XuO87rMQ


结束前…

请填写您对本次培训的反馈意见，
以帮助我们改进，这是匿名调查，

谢谢！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CYMHSVW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CYMHSVW


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