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评估、协同合作、改善工作条件

数据收集工具

社会劳工整合项目(SLCP)



欢迎



使用方法



今日议程

主题 用时 目标

互相认识 了解谁在线上，以及我们今天的目的。

简介 介绍 以及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

评估流程 概括性地介绍评估流程以及托管平台。

数据收集工具的内容 说明在工具中收集的数据类型。

休息 中场休息下☺

使用离线工具 介绍离线工具及其功能，帮助您使用和提交。

填写工具 填写工具的指引和提示。

若还有疑问，欢迎您提问。



互相认识



今天的讲师

最喜欢的电影
《美丽人生》

最喜欢的电影
《当幸福来敲门》

最喜欢的电影
《肖申克的救赎》

最喜欢的电影
《牧马人》



今天的讲师

最喜欢的电影
《间谍之桥》

最喜欢的电影
《长歌行》

最喜欢的电影
《 》



请告知：

1) 您来自哪里？

2) 您公司的类型？

3) 您对数据收集工具的掌握程度？

4) 您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

关于您



简介



什么是社会劳工整合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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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景

整合评估
协同合作
改善工作条件

使命

执行融合评估框架，为各利益相
关方就改善全球供应链上的工作
条件提供支持。



数据收集

数据验证

数据共享

工具和流程

融合评估框架 包括

不评分（不评价、不排名）的验
证评估报告

数据收集工具 验证协议 指南文件

作用于
含三个步骤的评估流程

三个步骤的评估流程产生一份 验证评估报告



使用 数据的制造商

具体的接受范围（如供应链层级、所在地等），请在我们的网站上查阅。

http://slconvergence.org/manufacturers-using-slcp


一个制造商在2019年的经历

年总共进行了7次
评估和验证。

包括中国3家工厂和斯
里兰卡4家工厂。

％买家愿意接受来
自这些工厂的 验

证数据，代替其自有审
核。

根据他们的估计，
在 年为他们减少了
约 次不必要的审核。

该制造商在 年将继
续推行 ，涵盖毛里

求斯和马来西亚的工厂，
并将减少 次审核。

“我们相信，通过鼓励我们的客户接受 数据，
品牌和工厂都可以减少多余的审核，从而专注于改

进计划、培训以及合规之上的其他项目。”

该制造商分享：



具体的接受范围（如供应链层级、所在地等），请在我们的网站上查阅。

接受 验证数据的品牌

https://slconvergence.org/slcp-data-acceptance


William Weng
RS Senior Consultant

责任采购部门资深顾问





• Converged industry tools for both 
social labor assessment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Reduction in audit fatigue for
the industry

• Collaborative remediation with 
industry peers

• More resources dedicated to
supply chain improvement and 
worker engagement

• Vendor ownership of compliance

• Proprietary Target Audit for all 
levels of oversight

• 1000’s of unique Target audits 
annually

• Target centric remediation

FRO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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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Foudy, SVP & President Owned 
Brand Sourcing and Development

At Target we recognize that the actions that we take can make a big 
impact. We believe that to drive sustainable, systemic improvements 
in any sector, collaboration i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tipping point to 
drive lasting change. This includes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industry tools such as the Social Labor Convergence as 
part of an eco-system that is rooted in improving worker lives 
and driv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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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arget’s Support and Adoption Plans

201920182017

• Target 
became a 
signatory

2016

•Working Group 
Participants in 
Tool 
Development & 
Verification

• Piloted in
supply chain

• Financial 
Support

•Working 
Group 
Participants

• Light Ops

• Apparel, 
Footwear and 
Accessories 
rollout

• China & India 
Focus

• 150+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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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Apparel, 
Footwear and 
Accessories, 
selected T2

• 15 COPs

• 400+ sites

By 2022 all of our Apparel, Footwear, and Accessories facilities will 
adopt SLCP or Better Work

• Apparel, 
Footwear and 
Accessories

• 550+ sites 



有疑问吗?

是对是错?

❑ 旨在减少审核疲劳

❑ 多个品牌已承诺用 代替自己的

审核

❑ 评估流程将产生有关贵厂社会和

劳工条件的得分

❑ 评估流程分为两个阶段：收集数
据，共享数据

有别的问题吗？



评估流程



问题

当前，工厂进行社会责任审核时：

审核员进入您的工厂进行访谈、巡视、查看记录及您的制度。

工厂投入大量时间来协助审核。

在 流程中，工厂还要在现场验证之前做自我评估。

这需要工厂投入更多资源。

那么，为什么 流程要包括自我评估部分？



回答

在审核中，工厂是被动的。而最终用户，例如品牌或标准持有者
拥有数据和最终报告。

在 中，

✓ 工厂掌控着流程：您来启动流程，然后在结束时拥有数据，
并决定与谁共享。

✓ 通过填写数据收集工具，您可以全面了解工厂中的工作条件。

✓ 您能够识别改进措施和商业机会，并加以利用。



评估流程概述

为什么 流程从自我/联合评估开始？
✓ 使得工厂拥有 流程和数据的所有权

✓ 了解您自已工厂的工作条件
✓ 为改进计划打下坚实的基础

验证流程要求您：

数据收集工具用来涵盖：
1. 常见的社会责任话题
2. 管理体系问题
3. 超越合规的实践
并取代了对自有社会责任审核的需求。

选定用于数据收集的
托管平台

召集您需要的人员，
填写数据收集工具的

问题点
在线提交您的数据后
的两个月内完成验证



注意：该工具您只需填写一次。 在
评估过程结束时，您可以将

数据从一个平台共享到另一个平台。
无需在两个平台上都完成该工具！

在线及离线工具

http://www.higg.com/


在线工具

https://ffc2.fairfactories.org/Home/Login


在线工具

https://portal.higg.org/


确保您拥有完成数据收集工作的所有信息和人员

这需要团队合作！

评估乃基于最
近12个月的数
据*。

问题集中在诸如人力资源、安全、
管理主题等，您需要多个部门和
人员的参与。（如果适用） 还建
议让员工和/或工会代表参与。

包括协调、协作、文档
收集和审查等工作，工
厂大约需要2周才能完
成评估。

*注意：您可以将附件附加到每个问题。 但是，所有附件都将附在最终经
验证的评估报告中。 所以，不要附上机密记录。



在托管平台上提交您的数据

在托管平台上
在线填写数据

收集工具

线下填写数据
收集工具，再
上传到托管平

台上

托管平台检查您的数据，以确
保：
• 所填写文字为英文（要求当

地语言的除外）；
• 必填的问题都已填写；
• 总完成率 95％ 以上；
• 自由文本答案字段中最多包

含1000个字符； 和
• 特定的问题可以正确回答为

数字或日期。

在AH平台上分配VB之后，
您填写的内容将与验证员
共享。 验证员将使用这
些数据准备非现场审查
（取决于工厂需求）和验
证。 验证需要在评估完
成后的2个月内进行。



Hu Yan
Assistant Manager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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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棉籽到衬衫

溢达是一家纺织及成衣的全方位服务供货商， 通过纵向一体化严格控制从棉籽研究

到产品零售的每一项流程，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集团成立于1978年， 每年

为自己以及世界知名品牌生产约一亿件优质衬衫。

棉 花 纱线 面 料 辅料衬衫 品 牌研发

关于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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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开始前， 先与相关方沟通， 以便工厂能选择合适的Step 及 托管平台

• 评估开始前， 先组织相关部门/人员熟悉SLCP工具内容

• 确保填写的数据及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

• 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及时与SLCP 或 AH团队联系以获得帮助。

• 在选择验证机构前， 先线下通过邮件或电话多咨询几家验证机构， 以对比报价及对方能提供
的审核日期。

关于评估流程的Tips分享



是对是错?

❑ 工厂在托管平台(AH)上完成填写数据收集
工具

❑ 工厂须在所有托管平台(AH)上完成填写数
据收集工具

❑ 必须从 下载数据收集工具以开始
评估

❑ 工厂数据基于最近 个月有关社会和劳工

条件的数据

❑ 所有自我评估的数据都必须经过验证才能
共享

有别的问题吗？

有疑问吗



数据收集工具内容



工具的内容和逻辑

内容
✓ 问题涵盖主要社会责任主题，大部分与国际劳工标准 和国家劳动法
✓ 如果需要，包含非关键的社会劳工合规问题以及有关管理体系的问题
✓ 如果需要，包含超越社会劳工实践的问题

逻辑
该工具遵循劳动合同的生命周期，涉及以下方面的问题：
o 招聘雇用
o 工作时间
o 工资福利
o 员工对待
o 员工参与
o 健康安全
o 终止雇佣



工具的STEP(步骤)与数据点

工厂概况

招聘雇用

工作时间

工资福利

员工对待

员工参与

健康安全

终止雇佣

工厂概况

招聘雇用

工作时间

工资福利

员工对待

员工参与

健康安全

终止雇佣

管理体系

工厂概况

招聘雇用

工作时间

工资福利

员工对待

员工参与

健康安全

终止雇佣

管理体系

超越合规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1 = Essential 涵盖主要社会劳工合规问题，大
部分与国际劳工标准 (ILS) 和国家劳动法 (NLL) 有
关。

Step 2 = Progressive 侧重于支持性社会劳工合规问
题但不太关键的管理体系和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出现
在社会责任行业和认证标准中。

Step 3 = Advanced 涵盖超出社会责任行业标准、国
家或国际法律不作要求，而力求提升工作场所福祉和
社区影响的问题。

Step 2 包含 Step 1 的所有问题, Step 3 包含 Step 1 

和 Step 2 的所有问题。



内容

数据点主题 问题类别

工厂概况 选择 基本信息 建筑结构 员工人口统计 国籍 语言 经营许可证 认证 生产 运营资料 生产 运营所用分包商

招聘雇用

童工 年龄记录 最低年龄 历史性童工 岁以下员工 危险工作及其他最恶劣的形式 学徒 见习 实习项目 招聘实践 押
金 外籍劳工 招聘费 强迫劳动 监狱劳动 歧视 招聘 雇用 怀孕和生育 残疾 感染或疾病 雇佣实践 工作场所规则
记录保存 合同 条款和条件 外籍劳工 试用期 利益规避 家庭工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记录 基本工时 加班时间 休息 休息期间工资 休息日 强迫劳动 强迫加班 加班 自愿加班 特殊情况

工资福利
工资福利 最低工资 工厂信息 记录 加班工资 其他加班费 计件工资员工 工资 法定预扣款 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 实物福
利 假期 补假 停工

员工对待
强迫劳动 强制策略 暴力或威胁 武力 行动自由 扣留 骚扰和虐待 骚扰和虐待 歧视 性骚扰 晋升和获得培训 报酬
工作条件怀孕状况 婚姻状况 残疾 感染或疾病 纪律处分 措施

员工参与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结社自由 工会 工会运作 干涉和歧视 集体谈判 集体谈判协议 劳工行动 工作场所合作 员工代表
干涉和歧视 双边委员会 申诉机制 解决

健康安全

一般工作环境 温度和通风 照明 噪音水平 清洁、卫生和废弃物 卫生间 厕所 卫生间 厕所使用 饮用水 饮用水获取 建
筑安全 许可证和证书 结构 坠落防护 风险评估 政策 合格的健康安全人员 委员会 员工参与 合作机制
应急准备 火灾探测和报警 消防设备 疏散标志 紧急出口 疏散程序 应急小组 易燃和可燃材料 化学品和危险物质 储存
处理 员工保护 迫在眉睫的危险 特殊类别 个人防护装备 机器设备 人体工程学 热作业 材料搬运和储存 储存

安全警告 电气安全 安全警告 配电盘 电线 维护 机械 急救和医疗 急救 健康检查 医疗 获得医疗服务 工伤和职业病
宿舍 食堂 儿童照管 设施

终止雇佣
强迫劳动 债务 雇佣实践 不公正的解雇 通知 辩护的机会 不正当的理由 拖欠工资 遣散费 及时支付解雇费 未用年假
其他解雇福利 复职 补偿命令 停职 裁员 歧视



增加内容

在 相同的主题下，进一步收集其他数据，包括新的不同主题或 问题
类别 。以下是额外的主题或 问题类别 。

工厂概况 建筑结构 非厂内住房

招聘雇用 童工 补救 招聘实践 招聘机构 强迫劳动 政府类的强迫劳动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总工时

工资福利 工资福利 工作相关活动 加班津贴 工资 加工资 奖金 扣款

员工对待 骚扰和虐待 纪律处分 安全人员 纪律处分 沟通 申诉 记录

员工参与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非工会代表 申诉机制 系统 外界协助 报复 记录

健康安全
一般工作环境 空气质量 建筑安全 地板 楼梯和升降平台 电梯 密闭空间 石棉 现场车辆 应急准备 应急计划
化学品和危险物质 气瓶 材料搬运和储存 爬梯 叉车 电气安全 高压区域 变电站 应急系统 压缩机和发电机 急救

和医疗 接触性传染病 承包商安全 在工作场地

终止雇佣 强迫劳动 通知 歧视 因病缺勤 投诉 诉讼

管理体系 计划 政策和程序 执行 角色和职责 沟通和培训 检查 监控 自我评估 处理 持续改进

主题和问题类别贯穿 和 ，但 包含了 所没有的内容。



增加内容

主题和问题类别贯穿 和 ，但 包含了 所没有的内容。

在 、 相同的主题下，进一步收集其他数据，包括新的不同主题或
问题类别 。以下是额外的主题或 问题类别 。

工厂概况 无新的主题或类别

招聘雇用 无新的主题或类别

工作时间 无新的主题或类别

工资福利 工资福利 绩效评估 贷款与预付款

员工对待 骚扰和虐待 书面记录

员工参与 员工反馈

健康安全 无新的主题或类别

终止雇佣 无新的主题或类别

管理体系 计划 战略和目标

超越合规
工作场所福祉 发展计划 市场准入 经济赋权计划 工资愿望 认可 社区影响 供应商参与 社区服务 慈
善捐赠 社区投资 外部互动和协作 目标 采购实践 土地抢夺 公开披露和透明



Step 选择指引

买方关系：如果您在特定社会责任项目/要求方面与买方合作，则与其讨论
最适宜的 Step。Step 2包含了在社会责任行业标准或品牌行为准则中虽非
关键，但常见的问题。您可以在Gateway主页上找到接受SLCP验证数据的品
牌和零售商的列表，以及他们要求的Steps。

合规： 如果您的目的是评估贵司在国际劳工标准（ILS）和国家劳工法
（NLL）方面的合规情况，那么Step 1将可以提供所有信息。

规模：如果工厂的规模较小（如员工少于 500 人），且您不想要评估贵司
的管理系统，则 Step 1 可能最适合您。

期望值：如果您对社会绩效有较高的期望值（如员工福祉和社区计划），则
选择 Step 3。

工厂在进行 Step 选择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Vita Zhou
Project Leader







休息 分钟



使用离线工具



打开数据收集工具

➢ 在 Microsoft Excel 中打开该工具。不要使用 SharePoint 或 Google Docs 等
共享平台，也不要同时打开任何其他 Excel 文件。

➢ 关闭所有已打开的 Excel 文件。关闭任何其他大型应用程序。“重新”打开
Excel 应用程序，然后继续打开该工具。

➢ 打开文件时，会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并且/或者您会在屏幕顶部看到一则安全警告。
您必须启用内容和/或启用宏。



数据收集工具的结构

（使用说明）

了解如何：
o 打开该工具
o 让自已熟悉情况
o 填写必填内容
o 了解适用的标准
o 范围和期限

含有工厂要完成的问题，除“工
厂概况”外，其他内容被划分成

个主要部分。

（概述）

关于该工具的重要
信息，包括启用宏、

流程信息和使

用条款



数据收集工具的

Step 1: EssentialStep 2: ProgressiveStep 3: Advanced

选择您想完成的 Step（共三个）：

• Step 1 Essential - 主要社会劳工合规性问题（ILS 和 NLL）

• Step 2 Progressive - 非关键问题以及有关管理体系的问题（包含 Step 1 的所
有问题）

• Step 3 Advanced - 超越社会责任行业标准的问题（包含 Step 1 和 Step 2 的
所有问题）



Step 选择

在“工厂概况”中选择您希望在此工具中完成的“Step” :

重要事项：打开数据收集工具之后，您可以选择 Step。选择后，问题将显示出来。注意：为了
能够看到所有适用于您工厂的问题，请务必完成整个“工厂概况”部分。



说明和完成百分比

从评估的角度指出该工具的
完成度——目前 未完

成
工具每个主题部分各自的完
成百分比

提供您所处工具议题部分的说明，提及适用的
核心公约。注意：并非所有议题部分都会

有议题说明

点击该工具的一个单元格时，将指
出您目前所处的主题、议题和类别

提供您所处工具主题部
分的说明



工具的问题

与每个类别有关的问题

为工厂和验证员额外提供的澄
清信息

由工厂根据当前运营情况选
择一个回答或以英文输入一
个回答



留意提示、更好作答 (1/2) 

“Facility Response”（工厂回答）字段前的“提示”显示此问题的答案类型：

➢ “Select”（选择）为一个下拉列表

➢ “Number Here”（此处为数字）要求工厂输
入一个数字而不是文本

➢ “Response Here”（此处回答）是一个自由
文本/叙述框，最多 1000 个字符



留意提示、更好作答(2/2) 

“Facility Response”（工厂回答）字段前的“提示”显示此问题的答案类型：

➢ “Date Here” 年-月-日格式(YYYY-MM-DD)

➢ “X”to select（以 X 选择）为一个下拉列表



工具指南
当您将光标悬停在“Info”（信息）链接上方时，
将出现一个弹出框，解释该问题并为您提供关于如
何回答该问题的更多信息

任何时候，凡有问题涉及到法律（如“符合法律要求”、“法律要求的”），工厂就必须参阅适用
的法律要求以评估如何回答问题。
“Info”链接提供了在没有适用法律情况下如何作答的说明。



工具中的条件性问题

如果 RH-CHI-2 的回答变为“其他”，则会出现条件性问题，即“如果‘其他’，请说明：”。这是出现一个

条件性问题的示例

此工具也可以一次取消隐藏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并非总是紧跟在已回答的问题之后，而是在工

具的更下面部分。最重要的示例在“工厂概况”部分，其中这些回答会取消隐藏其他主题部分的问

题。这也是为什么在“Step 选择”之后立即填写“工厂概况”很重要的原因。

有时，工厂的回答会引发一个以前不曾有的相关问题。

在此屏幕截图中，问题 RH-CHI-2 的回答为“14”，后面跟有问题 RH-CHI-4。

您还可以在最左边的行编号列中看到有一行被隐藏。



让工具的颜色指引您

工具的浅灰色和深灰色区域，分别代表已填写问题和还没有
填写的问题。

浅灰色表示您已经填写。

深灰色表示您仍需要提供一个答案。工具中有 5% 的
问题可以留空不作答，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必答题，
当您在AH平台上提交评估数据时，AH 将检查必答题
是否已经作答。



工厂意见

在每个部分的末尾处，都有一个区域用来描述对本部分所列问题的任何疑惑或困难。您可以自
由文本形式提供信息，最多 1,000 个字符。这些意见将不予验证。

以下情况时，请完成“此处回答”部分：

➢ 您在将特定问题应用于您工厂的情况时遇到困难

➢ 某个问题未提供答案供您选择

• 注明具体的问题编号以及您疑惑的详细信息。

如果您利用“工厂意见”字段，则请遵循“信息”指引输入反馈。

照片/文档

• 此外，在 AH 平台上，您可以将文档附加到每个问题。

• 所有附件将成为最终经验证评估的一部分，可以与您的业务伙伴分享。请勿包含机密信息。



至少回答该工具 95% 的问题

在回答工具的问题时，请注意单个完成百分比和总体完成度条。您至少需要完
成此工具的 才能提交。

记得经常保存！如果您在使用此工具时遇到问题，或收到错误消息：

➢ 请在收到错误提示消息后按“ ”键，或者关闭错误提示。

➢ 关闭工作簿。

➢ 关闭整个 程序。

➢ 重新启动 程序，然后打开工作簿并启用宏。

工作簿应该可以正常运行了。

不幸的是，自您上次“保存”以来，该工具的所有录入都将丢失。您必须再次填写最后的
录入。因此，请经常保存！



Helen Zhou
Sustainability Analyst

Jack Dong
Sustainability Project Manager



有疑问吗

是对是错？

❑ 工厂须完成工具中95%以上的问题点

❑ 工厂选择以下 之一来完成评估：
、 、

❑ 此工具有 个关键主题部分，外加一般

“工厂概况”信息

❑ 颜色可帮助您使用离线工具

❑ 打开工具时，所有问题均可见

有别的问题吗？



填写数据收集工具



填写工具的一般提示

SLCP 旨在:
✓ 收集有关工厂工作条件的客观真实数据
✓ 与所有品牌和标准持有人共享可比较且经过验证的高质量数据
✓ 消除审核疲劳，释放并重新部署资源

这意味着在数据收集工具中:
o 填写内容反映了实际的工作条件，但不包括对这些条件的判断，例如 “ 5”

或“是”，而不是“足够”或“很少”。
o 除了常规的社会责任审核问题之外，还包含了许多问题。 SLCP已尝试识别所

有可能的答案选项，但是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请选择可用的最佳选项或
将它留空。
注意：切记在工具末尾部分的“工厂意见”下包括您的疑虑，以便验证员和
最终报告的用户可以了解您的情况。

记住
✓ 填写“客观”数据，以准确反映您工厂中的状况



工具中的法律问题

工具中许多问题都提到了国家劳动法（NLL）和国际劳工标准（ILS）。其中一个例
子：关于工作时间，WH-WOR-11问：

“所有加班时间是否都符合法律规定？”

由于该工具适用于所有（已运作）国家/地区，因此，法律或集体谈判协议的要求可
能并不适用于您所在的国家/地区。那么，该如何作答？

如果所在的国家/地区没有适用的加班方面的法律要求，则应选择“没有适用法律要
求”。

对于与NLL和ILS有关的所有问题：如果不了解问的是什么，请将鼠标悬停在“更多
信息”链接上以获取指导、做出正确的选择。

注意：在托管平台上在线填写数据收集工具时，您可能会看到“法律重叠”。 “法
律叠加”指的是与ILS和NLL有关的问题的特殊指导。可以在Gateway主页上找到“法
律覆盖”可用的国家/地区列表。

https://slcpgateway.sustainabilitymap.org/home


避免错误

问题
工厂是否未根据法律要求基于以下条件支付员工津贴(Premium pay)：
• 员工的能力（例如经验，技能，培训）和/或
• 工作性质（例如危险津贴）？

常见错误
• 该问题问的是：工厂是不是没有

按照相关律要求支付了基于能力
或工作性质的津贴。

• 明明是符合了法律要求，但工厂
误解了题目并回答了“是”。

正解
• 如果工厂依法向所有适用的工人
支付了津贴，则工厂应回答
“否”。

• 查看“更多信息”以获取更多指
引。



避免错误

问题
种族、肤色、性（性别）、宗教信仰、政治见解、民族血统、社会出身、艾滋
病状况、性取向、怀孕/生育状况、婚姻状况、家庭责任、年龄或国籍/外籍劳
工身份是否是决定雇用的因素？

常见错误
• 工厂相信他们没有歧视，并填写
“否”。

正解
• 如果有任何一种选择（例如，工
人的最低年龄）是招聘的一个因
素，请选择“是”。



Amanda Xu
Operations Director



填写数据收集工具Tips

• 对于数据收据工具的问题要” 正确读题“

• 需要了解中国区域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果不适用， 则选择” 没有适用法律要求”

• 填写的数据区间为过往12个月的所有相关信息

• 工厂填写信息汇总时， 需要有专人最后交叉核对

• 填写” 客观、 准确” 的数据信息， 不要担心回答是否” 不合法合规”

• 不能为了省事及少填写问题， 而把应该回答” Yes” 的问题答成” No“ ,影响了验证结果



避免错误

问题
工厂的生产旺季是哪些月份？

常见错误
工厂在填写时，通常根据过往年度
的经验，填写生产旺季的月份，例
如10月至次年3月

正解
工厂在填写时，根据提交的过往12
个月的生产情况进行填写，例如
COVID-19对生产的影响。



避免错误 ，

问题 ，

依据营业执照，工厂的中文名称是什么(使用当地语言填写)？
依据营业执照，工厂的地址是什么(使用当地语言填写)？

常见错误
工厂在填写时，填写了工厂的英文
名称，以及使用英文填写工厂的地
址。

正解
工厂在填写时，应根据营业执照信
息，使用中文填写工厂的名称以及
地址。这是SLCP唯一两处使用中文
填写的数据信息。



避免错误

问题
工厂是否根据法律要求，提供给员工实物性福利？

常见错误
工厂在填写时，将春节、妇女节、
中秋节等节假日发放的福利写到这
里。

正解
工厂在填写时，如果有日常的非节
假日的实物性福利发放，例如印染
型工厂在夏季发放给员工沐浴液、
洗发护发用品，可以写到这里。



避免错误

问题
消防疏散演习是否覆盖了所有的班次，所有的楼层，以及所有的厂区内的建筑
物？

常见错误
工厂的生产班次涉及到夜班班次，
但是工厂只是在白班工作时进行了
消防疏散演习，自评时，回答YES。

正解
• 根据法律的要求，白班和夜班班

次都需要进行消防疏散演习。
• 如果工厂在白班和夜班分别进行

了消防疏散演习并且保留了合适
的记录，那么选择YES, 否则，
选择NO。



有疑问吗?



您可以从我们的 下载仅供测试的离线工具

培训着眼于离线工具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sections/360005179434-Converged-Assessment-Framework-CAF-1-4


指南是资源的汇编，可帮助工厂
了解评估过程以及如何完成自我/
联合评估。

工厂指南提供

✓ 来自SLCP多个渠道的信息

✓ 按 SLCP 评估流程组织起来的
内容

✓ 关于如何在自我/联合评估中提
高工员工参与度的三个指引

下载工厂指南

从 此处下载工厂指南

https://slcp.zendesk.com/hc/zh-cn/articles/360023572013


如有任何疑问 ...

http://www.slconvergence.org/helpdesk


作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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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CPFacilityTrainingFeedbac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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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