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评估，协同合作，改善工作条件

SLCP培训
[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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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参加今天的深入学习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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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15分钟 了解SLCP评估流程的第三个阶段

3. 从Gateway（网关）分
享经验证的数据

10分钟 学习如何在Gateway（网关）分享经验证的数据

4. 从 FFC平台分享经验证
的数据

20 分钟 学习如何在 FFC平台分享经验证的数据

5. 小测验 15分钟 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测验

休息时间 5 分钟

6. 从Higg平台分享经验证
的数据

20 分钟 学习如何在Higg平台分享经验证的数据

7. 把数据分享给品牌托管
平台

10分钟 了解品牌托管平台，并知晓您将数据分享给品牌托管平台后，他
们可以用这些数据做什么

8. 分析经验证的数据 10分钟 了解你可以怎样分析经验证的数据及相关的费用

9. 小测验 15分钟 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测验

10. 答疑 20分钟 答疑时间



学习内容

目标

Ø 学习经验证的评估的用途

Ø 了解经验证的数据分享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Ø 了解如何使用经验证的数据

Ø 学习已有的资源来提升经验证的数据的价值

学习形式

Ø 课件

Ø 小测验

Ø 答疑



上次课程总结

登录SLCP Helpdesk（服务站）可以找到课程录像

深入学习验证流程，从选择一个验证公司到批准您的经
验证的评估

什么是SLCP验证，它与审核有什么不同

验证时间表概览

怎样保证您的数据是质量高，一致性强的



简 介



⾃我介绍

Jessica Jia
SLCP Support 

China

Jack Zhong
Technology & 
Data Insights 
Coordinator

Richard Zhang
CSR经理

公司质量&可持续
发展

Joe Liu
全球技术服务主管

您最想拥有哪
种超能力？

读懂婴语

您最想拥有哪
种超能力？

美猴王七十二
变

您最想拥有哪
种超能力？

消灭新冠病毒

您最想拥有哪
种超能力？

自由自在的在
天空飞



⾃我介绍

Vic Lau
Customer Success 
Manager APAC, 

Higg

Echo Hu
可持续发展部合规

经理

Crystal Zhang
高级企业责任专员

Enka Li
可持续供应链高级
发展专员

您最想拥有哪
种超能力？

拥有蜘蛛侠的
超能力

您最想拥有哪
种超能力？

与所有生物沟
通

您最想拥有哪
种超能力？

瞬间移动或者
时空旅行

您最想拥有哪
种超能力？

消除痛苦
永远开心



关于您

1)您在什么组织工作？

2)您是否已经完成了SLCP评估（包括验证）？

3)您工厂总体的社会审核数量是否由于参加SLCP减少了？

4)您最想拥有哪种超能力？



数据分享简介

Richard Zhang



SLCP 评估流程

SLCP评估流程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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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完成验证

ü 工厂浏览数据/报告
并向合作伙伴分享
报告



分享数据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SLCP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倡议，旨在减少审核疲劳、改

善工作条件。

50+

1000万美金

公开承诺接受SLCP经验证的
数据的品牌及零售商数量

数千美金

2021年做了4,000个经验证

的评估，预计在此过程中解
锁的金额

工厂在2021年的非必要审核
中的节省



接受 SLCP 数据的品牌和标准持有者

如需更多详细信息，包括品牌和标准持有者接受来自哪些国家/供应链层级的
SLCP 数据，请查看我们网站上的最新列表。

Updated: March 2022

https://slconvergence.org/signatories/


工厂取得的成就

BBI 2021评级周期:

超过20%的回复者称他们的买家接
受SLCP。

大多数回复者称他们的节省大约
为几千美金（最多的高达2万美金）

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投资在工作场
所改善、新科技、改善工人及社

区的社会保障项目上

2021年减少了12次不必要的审核.

由于审核次数减少，他们节省了
32个有效工作日。

可以与占其生产量80%的客户分享
SLCP经验证的数据

SLCP的签约制造商:

制造商1:

制造商2:



Crystal SLCP 之旅

2015

成为SLCP签约制造商
参与工作小组的工具开发

(Tool development)

2017 2018 2021 2022-2023

参与SLCP 试点 (Pilot)

参与 Light 
operation

所有中国工厂均采用
并完成SLCP验证

所有越南和孟加拉
工厂将采用SLCP或
者BW-SLCP

中国工厂2021年减少至少10次审核

至少节省约16个有效工作日

集团90%的客户都在接受SLCP的品牌列表之中



说服您客户的资源

可以鼓励客户看一看SLCP已有的资源。我们会支持你！

分享其他的品牌如何从SLCP项目中获益(品牌接受清单, 案例学习, 签约
方支持视频)

让我们有机会与您的客户联系，增强他们的信任度。

使用邮件范本把您的经验证的数据发送给商业伙伴

提供SLCP的基本信息（SLCP信息包，介绍培训课件）



如何分享您的经验证的数据

Joe Liu



有三种分享数据的方法

直接从Gateway（网关）
分享

发送一个链接，终端用户会直
接收到PDF版本及Excel版本的

经验证的评估报告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从经认可的托管平台将经
验证的评估报告及数据发

送给终端用户

通过品牌托管平台

将经验证的评估报告直接发送
至您品牌客户的系统里



从Gateway(网关)分享经验证的评估
直接从Gateway
（网关）分享



点击“查看评估”图标，您会进入下一个屏幕。

查看评估

您可以下载PDF或Excel格式的VRF，然后分享。

直接从Gateway
（网关）分享



填写表格。
电子邮件收件人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用于访问报告的链接。

通过电子邮件分享
直接从Gateway
（网关）分享



点击复选框后，您可以共享已验证的评估。
重新登录到相应的AH，与特定的最终用户共享数据。

与另一个经认可的托管平台共享

只有Inditex的供应商才可以直接分享给Inditex

直接从Gateway
（网关）分享



分享报告时的常见问题与解答

工厂需要将报告发布以后才能够通过
Gateway（网关）/AH（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来分享数据么？如果是，怎么发布报告呢？

SLCP是不需要发布报告的。在数据完成验证
以后，验证报告批准生效了，或者验证员发
给工厂确认验证报告14天后，验证后的报告
信息会自动上传到Gateway（网关）上，那
时就可以开始分享这些数据信息了。

用Gateway（网关）和AH（经认可的托管
平台）分享数据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Gateway（网关）上分享的数据是
最原始的数据信息。而AH（经认可的托管平
台）可以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分析功能或附
加其他的服务。

数据分享需要收费么？

从Gateway（网关）上分享数据信息是免费
的。而从AH（经认可的托管平台）上分享，
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和费用。

数据分享可以用其他语言模式么？比如分享
中文的SLCP数据和报告 不可以。现在这些数据只能用英文分享。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How to Share a Verified Assessment with Brands on the FFC 
Platform

Enka Li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There are 2 types of shared assessments in FFC:

1. Assessment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on the FFC platform

2. Assessment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on another Accredited Host platform and 

shared with FFC

Share a Verified Assessment from the FFC Platform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1. Assessment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on the FFC platform

• Completed verified assessments can be found on the Verified SLCP Assessment(s) tab.

• By default, no brands are given access to facility assessments – facilities must grant brands access. 

• Brands in the FFC know that they must have a Status of “pending’ or ‘active’ on your facility profile 

else you cannot share your assessment with them.  Brands also have a button where they can 

send facilities and email and request access to the assessment.

• Assessments that are Deleted or Invalidated cannot be shared 

• There is no fee to share an assessment that was completed on the FFC platform with brands on 

FFC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To grant your brand access to an assessment completed on the FFC Platform:
Click the Verified SLCP Assessment tab
Click the Wrench icon to see a list of FFC Brands that are SLCP Signatories and are linked to your factory 
in the FFC.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Change the ‘no access’ to ‘has access’ next to the name of the brand you wish to grant access to
Once you give a brand access – the brand will receive an email letting them know access has been granted.  The brand 
will log into FFC and your SLCP assessment will be visible to them on the Assessment related tab (your brands are very 
familiar with finding assessments here!)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2. Sharing assessments with FFC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on another Accredited Host platform

FFC has been an Accredited Host since SLCP's inception. SLCP charges FFC a fee for assessments that are shared with FFC 
from another accredited host.  Since inception, FFC has allowed facilities to share SLCP assessments from other 
Accredited Hosts at no cost . 

Starting 17th Feb 2022, FFC will pass on the cost that SLCP charges FFC to the facility. 

You only must pay the fee once and then you can share the assessment with as many FFC brands as you wish. The fee 
is $60 USD – the only forms of payment accepted are credit card and Paypal.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Assessment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on another Accredited Host platform and shared with FFC

Facilities must be registered as an SLCP facility on FFC before they can share their assessment.  If you have not registered in FFC yet, please 
refer 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document for help with registration. 

Sharing is done from the Gateway – facility will log into the Gateway and select Overview of my SLCP Assessments from the menu.  
Click the share with another accredited host option from the Actions column.  
A list of all AH’s that the facility has registered with will display – choose FFC.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To grant your brand access to an assessment completed on another Accredited Host Platform:
Log into FFC and click the Verified SLCP Assessment tab
Click the Wrench icon to see a list of FFC Brands that are SLCP Signatories and are linked to your factory in the FFC.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Change the ‘no access’ to ‘has access’ next to the name of the brand you wish to grant access to.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If this is the first brand you are giving access to, you will be redirected to the payment page. 
Click the Continue to Payment button to proceed.
Click the Cancel button if you a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payment – the brand will not be given access if you click the 
Cancel button.

If you are not 
redirected to the 
payment page, 
this means you 
have already paid 
the sharing fee or 
you have 
completed your 
assessment on 
FFC and do not 
need to pay a fee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Select the form of payment and click the Continue button.
Fill out the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or the PayPal information (depending on your selection)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Once the payment inform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the facility lands back on the below Access Control page and the 
brand’s access status = Has Access
Now the facility can grant the other brands access to this assessment at no cost

Once you give a 
brand access – the 
brand will receive an 
email letting them 
know access has been 
granted.  The brand 
will log into FFC and 
your SLCP assessment 
will be visible to them 
on the Assessment 
related tab (your 
brands are very 
familiar with finding 
assessments here!)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LCP Facility Training on FFC Accredit Host Platform CAF 1.4

The email address that was used to log into 
FFC, will receive an email receipt of the 
payment from FFC.  A paid invoice is attached 
to the email.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reach out to us!
Send an email to:

SLCPSupport@fairfactories.org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C&A – 我们如何使用SLCP数据

Ø 公开承诺在2022年12月之前用 SLCP 取代C&A SSC审核

Ø 承诺接受在 C&A 供应链中已完成的 SLCP 验证报告

Ø 我们正在有序进行：到 2021 年底，我们已用 SLCP 取代了 50% 的C&A SSC审
核

我们如何使用数据

Ø选出SLCP CAF Step1和Step 2中最大程度反映C&A 
COC的问题

Ø为相关SLCP问题分配评级并设置评级矩阵
ØFFC自动将SLCP 数据转换为评级为A - E的C&A 报告

Ø供应商通过FFC平台将SLCP验证报告分享给 C&A 后，
会获得C&A内部评级以及FFC平台上的在线 CAP 链接

这种方式使得C&A能够在继续使用供应商熟悉的评级系
统的同时， 可以转为使用 SLCP 数据而不再是C&A 
SSC审核数据



小测验



对还是错?

1. 数据分享是SLCP评估流程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
个阶段。

2. 工厂自行决定他们想把经验证的数据分享给谁。

3. 工厂可以将经验证的数据从SLCP Gateway(网关)直接
分享给终端用户。

4. 工厂只可以通过他们做评估的那个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来分享经验证的数据。

5. 一些品牌与Gateway(网关)直接关联。





共享 SLCP 验证数据 Vic Lau



购买工厂订阅计划
请转至帐户控制面板上的订阅信息。

● 在 2022年 12 月 31 日之前购买单个 FSLM 或
FSLM 验证或两者的验证。

● 购买工厂 Plus 计划和 FSLM 验证。

FSLM 平台功能 ▏FSLM 与验证购买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FSLM 平台功能 ▏FSLM 共享

FSLM 共享

在 FSLM 模块页面上：
● 共享您的 FSLM 和 vFSLM
● 请求查看其他人的 FSLM 和 vFSLM
● 访问您的 FSLM 控制面板
● 在线查看 FSLM 评估
● 下载证书（如果您已发布 FSLM 模

块）
● 查看 SLCP 验证报告
● 下载 CSV 报告

*注意：CSV 报告仅提供给购买 Plus 计划的用户。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FSLM / vFSLM 共享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FSLM 平台功能 ▏FSLM 验证数据传输

FSLM 验证数据传输
用户可将其 FSLM 验证数据从其
他授权主机（如 FFC）传输至
Higg.org 平台。

● 购买 vFSLM 以传输验证
数据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将已验证的 SLCP 評估传输至 Higg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Demo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FSLM 平台功能 ▏FSLM 评分

FSLM 评分
FSLM 评分系统能够通用，从而推动全球各地的制造工厂提升社会
绩效。分数只涉及到能推动改进措施、决策和实践的普遍性问题，
从而帮助提升社会和劳工可持续性。

● 总分

● 部分分数

● 步骤分数

● 风险分数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ection Scores 
On the Section Scores page, you 
can see a total score as well as 
section scores for each of the 
content sections in the tool.

11

FSLM Platform Features  |  Section Score Report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Step Scores 
On the Step scores page, you can 
see the total points received for 
each applicable step in the FSLM. 
The total score is also displayed. 

12

FSLM Platform Features  |  Step Score Report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Risk Scores 
The risk scores report 
highlights the total points 
received on questions based 
on each risk category and total 
points received on meeting 
legal compliance. A higher 
score means the better the 
facility performed. 

13

FSLM Platform Features  |  Risk Score Report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Areas of Focus 
and Improvement 
Report
This report shows the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ment 
and focus based on the high-level 
mapping of SLCP Questions to 
Better Work Zero Tolerance 
Protocols, ILO Core Conventions, 
and the level of risk to the 
employees and facility

14

FSLM Platform Features  |  Additional Results Reports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Legal 
Compliance 
Report
The legal compliance repor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ment and focus, based 
on legal requirements.

15

FSLM Platform Features  |  Additional Results Reports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Verifier Reports
The verifier reports provide 
verifier’s highlights on the 
verification result. 

● Flagged questions  report
● Verifier notification report

16

FSLM Platform Features  |  Additional Results Reports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17

FSLM Platform Features  |  Benchmarking

Benchmarking
The FSLM benchmarking tool 
allows users to compare their 
FSLM performance with all the 
industry data in the Higg 
platform. It helps users measure 
their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industry averages and highlights 
areas of focus and improvement 
for facilities.

*Note: The FSLM benchmarking tool is only available for benchmarking CAF 1.4 and to users who purchase the Plus plan.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 经第三方验证后，您可以在公司网站或 CSR 报告上传达 FSLM 评估

● 传达 Higg vFSLM 总分以及步骤分数和部分分数

● 不要公开比较您的 Higg FSLM 分数与其他工厂的个人 FSLM 分数

● 品牌可以在 Higg 指数传达指南中列出的相同条件下传达 vFSLM

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

https://howtohigg.org/wp-

content/uploads/2022/03/Higg-Index-

Communication-Guidelines-03_2022.pdf

FSLM：
传达 Higg 工厂社会和劳动模块 (FSLM)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部分 部分分数（已验证）

招聘和雇用 100%

工作时间 89.5%

工资和福利 98%

员工待遇 88.7%

员工参与 86.2%

健康和安全 51%

解雇 100%

管理体系 69.1%

超越自我 24.9%

第 1 步：基
本

步骤分数
（已验证）

第 2 步：稳
定发展

步骤分数
（已验证）

第 3 步：高
级

步骤分数
（已验证）

85.2% 60.4% 48%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部分 部分分数（已验证） 部分分数（目
标）

招聘和雇用 100% 100%

工作时间 89.5% 92%

工资和福利 98% 98%

员工待遇 88.7% 90%

员工参与 86.2% 86.2%

健康和安全 51% 90%

解雇 100% 100%

管理体系 69.1% 75%

超越自我 24.9% 25%

示例：

Higg FSLM 部分分数说明我们需
要在健康和安全部分做出更多改进，
因为它与其他部分相比分数相对较
低。因此，我们致力于通过实施......
来加强 2022 年的健康和安全实践
及绩效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 Higg FSLM 培训网站可供所有用
户免费使用

• 为 FSLM 和验证提供详细的书面
和视频指导支持

• 内容指南（多种语言），其链接
SLCP 的指导网站

• 即将举行的培训活动和以前录制
的网络研讨会

• 每天可用于任何问题，包括购买
和帐户管理、模块完成等。

• 提供 4 种语言
• 英语
• 西班牙语
• 中文
• 葡萄牙语

• 在此提交单据：
howtohigg.org/request

Howtohigg.org 支持团队

支持 |  支持和培训资源

通过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单项信息托管平台
及品牌托管平台

Echo Hu



更多分享的方式..

SLCP Gateway（网关）

由ITC构建的平台，可以
安全存储所有经验证的
SLCP评估，工厂在这里控
制他们的数据分享流程。 单向信息分享托管平台

这个平台只能为终端用户接收和
发送SLCP经验证的数据，并提供

额外服务

品牌托管平台

品牌托管平台直接从Gateway(网关)
接收SLCP经验证的数据

现有的品牌托管平台

工厂可以通过Gateway(网关)账
户来选择他们想使用哪个平台
来分享SLCP经验证的数据



分享至Inditex 通过品牌托管平台

只有Inditex的供应商才可以直接分享给Inditex



分析经验证的数据

Crystal Zhang



AH（经认可的托管平台）可帮助分析数据

AH

AH

AH

SLCP
验证数据集

• 分析

• 评分/排名

• 转换为行为准则

• 改善计划

• 能力建设

• 合作

• 其他服务和产品

AH服务：



经认可的托管平台的服务

Ø 转换为品牌原则或行为准则(CoC):
Ø 将SLCP经验证的数据对标品牌的行为准则CoC。

Ø 被发现的违规项以发现点的形式呈现。

Ø 发现点可以自动匹配到品牌的评分系统。

Ø 品牌根据发现点，制定改进计划。

Ø 行业基准: 显示行业标准的不合规项

需要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s://slconvergence.org/system

Ø Higg FSLM 评分& 基准:
Ø 有评分版本的融合评估框架：Higg工厂社会及劳动

模块(FSLM)

Ø 对所有的Higg用户来说，所有的指标都是运用一致
的标准

Ø 报告及改进表现功能:
Ø 重点及改善报告方面：基于高质量SLCP问题清单，

对标Better Work零容忍框架、ILO核心公约及对于
工人和工厂来说的风险等级

Ø 特殊标记的问题：ILO规定的主要不合规项：
Ø 验证员报告：展示在验证中发现的不准确项

Ø 法律合规报告：根据法律要求，改善的机会点和重
点

https://slconvergence.org/system


PVH CORP

CONFIDENTIAL – FOR AUTHORIZED USE ONLY

SOURCE ETHICALLY

100% of PVH suppliers will 
meet or exceed all of ou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by 2030

PVH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admired 
fashion companies, connecting with consumers in 
over 40 countries. Our global iconic brands 
include Calvin Klein and TOMMY HILFIGER. Our 140-
year history is built on the strength of our brands, our 
team and our commitment to drive fashion forward 
for good. That's the Power of Us. That’s the Power of 
PVH.

PVH is committed to adopting SLCP in lieu of the PVH CR 

Assessment to scale positive impact across our supply chain 

by leveraging industry tools. 

__  __  __  __ __ __ 

As of 2022, PVH will reach 100% adoption of SLCP in the supply 

chain.



PVH SLCP ADOPTION JOURNEY

CONFIDENTIAL – FOR AUTHORIZED USE ONLY

Piloted SLCP to 
understand 
operations

Adopted SLCP in 
China, India, Sri-
Lanka and Indonesia 
(via BW-SLCP pilot)

Adopted SLCP in 
limited countries in 
East Asia, South Asia, 
Europe, America’s

Scaled adoption of 
SLCP in all available 
countries 

100% SLCP adoption 
across our supply 
chains

2022

2018

2019
2020

2021

SLCP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our existing operations to allow PVH to fully adopt SLCP to assess facilities’ 
performance in 2022. PVH uses SLCP data to support remediation and capability building services, including 

training that promotes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and workers. 



制造商如何使用经验证的数据

“经验证的数据是监督工厂表现的一个内部选项和
参考。我们也把经验证的评估与我们的内审数据来
比对，从而找到差距，以便日后持续改善。”

“我们利用这些数据来管
理和评估工厂的社会责任

表现。”

“我们把经验证的评估数据作为一个基准线，以此
来制定工厂将来的表现改善计划并监督此计划的进

展。 ”

“我们把SLCP经验证的数据当作一个对标工具来使
用。我们全品牌都在使用它。”

“重点关注要改善的地方，
培训及意识的增强”



名目 金额 收款方 备注

数据在
Gateway(网关)

存储
免费 N/A 所有经认可的评估报告都无限

期地保存

数据从Better 
Work分享至

Gateway(网关)

Better Work服务包中
的一部分

Better Work
在评估周期开始之前，告知BW
您希望与 Gateway（网关）共

享数据

经FFC分享
部分评估费用: 185

美金

从其他平台: 60美金

FFC 与FFC联系了解更多价格及服
务

经Higg分享
部分评估费用: 

298美金
从其他平台: 
198 美金

Higg 与Higg联系了解更多价格及服

务

分享至Inditex 免费 N/A 只针对Inditex供应商

与分享SLCP经认可的数据相关的费用



小测验



对还是错?

1. 分享SLCP经认可的数据可以为工厂减少不必要的审核。

2. 有三个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FFC, Higg及Gateway（网
关）。

3. 经认可的托管平台可以为品牌及制造商提供数据分析服
务。

4. 从Gateway （网关）分享SLCP经认可的数据是免费的。

5. SLCP IT系统将会包含更多的经认可的托管平台。



问题?



查看Helpdesk上的培训课程

访问 SLCP Helpdesk（服务站），可以找到过去的培训课程录像及培训材料。
培训包括孟加拉语、中文、英语、印度语、土耳其语及越南语。

Sahana
Kubsad

Sevinc
Aktas Ilgun

Urtty
Majumder

Huyen Le
Thi Thu

Jessica
Jia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4417595595932-SLCP-Facility-Training-Web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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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