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评估、协同合作、改善工作条件

SLCP 验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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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简介 介绍 以及验证流程。

验证流程概览 概括性地介绍评估流程以及某制造商的经验。

验证前的工作 现场 验证前的工厂工作。

休息 中场休息下☺

现场验证 现场验证中的工厂角色以及来自品牌验证员的提示。

验证后工作 验证报告的生成以及制造商的经验。

质量保证 介绍确保 验证质量的质量保证程序。

若还有疑问，欢迎您提问。



互相认识



今天的讲师

最喜欢的食物
肉

最喜欢的食物
番茄、土豆

最喜欢的食物
鱼、牛肉

最喜欢的食物
素菜

最喜欢的食物
鱼、牛肉

最喜欢的食物
鱼



请告知：

1) 您来自哪里？

2) 您公司的类型？

3) 您已经参与了验证流程吗？

4) 关于吃…

关于您



验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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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着重点 验证

数据收集
工厂通过（仅工厂）自我评估或（工厂+外部支持）联合评估填写数据收集工具。

数据托管与共享
➢ 经验证的数据存储在Gateway (网关)上，工厂可以从Gateway与最终用户和托管平台

（AH）共享这些数据。
➢ 由工厂来决定与谁共享数据。

验证

➢ 在评估完成后的2个月内，SLCP许可的验证员，按照验证协议检
查工厂所收集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 然后，验证员通过审查文档、员工访谈和/或现场巡查所发现的
证据，确认或修改工厂的评估数据。

➢ 验证监督组织（VOO）批核验证员并确保总体验证质量。



验证是流程中的必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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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员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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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完整可信
➢ 品牌和其他最终用户可以放心地用

SLCP流程取代他们自己的审核方法

确保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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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国家/地区已经可以开展验证

SLCP 运作于

51 个国家/地区

到2021年末, SLCP 将运作于

55 个国家/地区

详细列表，请访问Gateway.

4月份开始试行，5/6月份起全面运行

CAF v1.4 推行后加入的国家/地区，巴基斯坦将在5月份加入

已经运作

https://gateway.slconvergence.org/#rol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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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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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bine Li
Senior Manager Soci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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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A SLCP-DATA INTEGRATION

Compliance Answer to 
CAF based on own CoC

Compliance 
Classification and 

Scoring
Translated by FFC

Facility shared SLCP 
Assessment Report

PUMA SLCP CAP 
populated with rating

CAP Review 

Remediation Follow 
Up

Report Release 

SLCP Adoption Plan Target SLCP Factory

2021 25%

2022 50%



有疑问吗

是对是错？

❑ 验证协议为SLCP验证设置规则

❑ 在SLCP评估过程中，验证是可选项

❑ 必须在完成评估后的两个月内进行验证

❑ 验证员的角色是检查工厂自我/联合评估
数据的正确性

❑ 验证监督组织 (VOO) 管理验证员的选择
过程并进行质量检查

有别的问题吗？



验证流程概览



问题

审核和验证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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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是受审方

审核报告及附带整改计划书均由
品牌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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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发挥积极作用

工厂通过以下方式来确保验证成功：

➢ 完成自我/联合评估（完成率至少95％）

➢ 选择验证公司（VB）进行验证

➢ 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利于 VB 报价

➢ 与VB /验证员一起安排验证时间

➢ 允许验证员进行现场审查，包括有关文件和人员

➢ 澄清并尽早回答所有问题（至少在现场验证后48小时内）

➢ 在最终确认验证报告前，请仔细检查验证报告内容



验证流程概览

现场验证前 现场验证中 现场验证后

➢接受VB的报价后，工厂在托
管平台上将VB选上

➢ VB为该验证指定一个（或多
个）验证员

➢工厂与验证员设定现场验证
的日期

➢验证员查看工厂评估数据并
制定计划

➢ 工厂在现场接待验证员，并
向其提供走访、查阅相关文
件和人员访谈的便利

➢ 验证员主持见面会和总结会
➢ 验证员评估工厂数据是否正

确

➢ 验证员在AH平台上提交调查
结果

➢ 工厂审查验证员的发现，并
在48小时内给予反馈

➢ 工厂批准报告或提出异议
➢ 工厂获得一份经验证的评估

报告，可以对外共享



验证前的工作



确定验证公司 (

www.slconvergence.org/verifierbodies

您所在的国家/地区

合理的报价

评估完成后的2个月内

….

国家、区域

工厂规模

员工人数

….

http://www.slconvergence.org/verifierbodies


选择验证公司

Fair Factories 
Clearinghouse (FFC)

Hi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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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填写自我/联合评估时，就可以选定您的验证公司。

http://www.higg.com/


验证公司分配验证员

验证公司分配验证员的要求

➢ 没有参与验证工厂上一次自我

联合评估

➢ 没有参与当前的自我 联合评估

➢ 至少一名验证员必须有资格在工

厂所在的国家 地区进行验证

➢ 至少一名验证员会说工厂员工所

使用语言的其中一种

推荐做法

➢ 验证员的性别与上一次的验证员

不同（假如性别的变化有助于收

集不同观点的话）

➢ 验证员的性别符合工厂情况

➢ 所有验证员都有资格在当地进行

验证

➢ 每个验证员都会说工厂员工所使

用语言的其中一种

如果分配给您的验证员不合格，请联系
slcp@sumerra.com

mailto:slcp@sumerra.com


工厂档案中的语言选项

注意：请确保在网关档案中选择
工厂内使用的所有语言



计划现场验证

工厂与验证员制定计划

➢ 至少在现场 非现场验证活动开

始 个工作日前进行

➢ 工厂提供信息以确定现场访问所

需的时间，例如：工人人数，场

地大小

➢ 工厂和验证员讨论支持非现场验

证活动所需的工厂的 系统和其

他要求

现场验证计划

➢ 在现场验证前至少五个工作日发

送计划

➢ 与现场验证计划相比，非现场

现场组合验证计划需要的细节更

多

➢ 除了验证计划外，验证员还将包

括文件清单， 道德行为要

求以及对 申诉机制的描述



现场时间估算

进行访谈的次数和要审查的记录的数量取决于您工厂的规模。
验证不得超过4个连续的日历日。

^适用范围，因为小组访谈是一组4-6名员工。
** VB 必须安排至少两名验证员以限制在现场的天数（除非工厂提供了明确的许可
并且验证员获得了 VOO 的批准，否则，不能超过 4 个日历日）。
重要提示： Step 2 和 Step 3，至少要增加多 0.5 天。 这意味着， Step 2 的建议人
日是Step 3 的最小值。

最低要求
步骤 2和步骤3需要至少比“最低
要求”多 0.5 人天的时间。以下只

是建议的总人天数。

员工人数
个人访谈数

*
小组访谈数

*
人事档案 工资工时记录

人天数
（Step 1）

人天数
（Step 2）

人天数
（Step 3）

1-100 8 1 12-14^ 10 x set of 3 = 30 1 1.5 2

101-200 12 2 20-24^ 20 x set of 3 = 60 1.5 2 2.5

201-500 15 3 27-33^ 27 x set of 3 = 81 2 2.5 3

501-1000 20 4 36-44^ 40 x set of 3 = 120 3 3.5 4

1001+ 28 6 52-64^ 55 x set of 3 = 165 4 4.5** 5**



可能的非现场验证活动

在进行现场验证之前， 允许通过非现场验证活动，来减少验证员在现场花费
的时间。但是，是否允许验证员进行非现场验证活动，始终是工厂的决定。

非现场验证可以包括以下活动：
✓ 验证前会议
✓ 开始会议
✓ 文件审查
✓ 在线访谈，以进一步了解所提供的文档
✓ 在线看厂
✓ 工资和工时记录审查

尽管可以通过非现场验证活动来减少现场验证时间，但将此类活动包括在内可能会
增加验证所需的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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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Liu
刘伟

Global Technical Service Department -
Supervisor



尽量避免的错误—选错语言

87%

13%

的工厂没有正确的选择
工厂档案中的语言选项，导
致：
◆无法定位到正确的验证公

司
◆无法预约正确的验证时间
◆需要增加翻译，从而增加

了验证费用和验证时间

历年的统计数据



尽量避免的错误—未在2个月内完成验证

90%

10% 的工厂没有在 个月内
完成验证：
◆浪费了时间
◆增加了流程和成本
◆重新更改自评内容

历年的统计数据



是对是错?

❑ 当国家/地区和语言匹配时，可以将验证员
指派给工厂

❑ 品牌选择验证公司并要求其验证供应商

❑ 非现场验证活动总是会减少现场验证所需
的时间

❑ 现场验证的时间不得超过连续4个工作日

❑ 工厂应在现场验证开始的5天前收到现场验
证计划

有别的问题吗？

有疑问吗



休息 分钟



现场验证



验证员将如何验证？

验证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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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释查看了哪些
证明文件

未提供答案 提供正确的答案，并解释为何工厂未
提供答案

工厂必须 验证员必须

完成数据收集工具中 ％以上的问题
作答。有些问题是必答题， 平台将

检查它们是否完成作答。

填写数据收集工具中 ％的问题。

应在完成现场验证后的 个工作日内

提交经过验证的评估报告。



离线数据收集工具



支持现场验证

见面会

管理人员访谈

现场观察

文件审查

员工访谈

结束会议

准备好人员和文件可以帮助验证员并节省您的时间。就像进行自我 联合评估一样，
您需要一个团队来支持现场验证。

在现场访问期间，验证员将进行：

验证协议

验证规则和程序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13050413


数据收集工具中“员工”的定义

“员工”在数据收集工具中频繁出现。它的定义是验证协议的基础。那么，“员
工”是哪些人呢？

➢ 员工是指处理工厂产品、确保机器运转或直接参与工厂运营的人员。

✓ 员工包括那些参与生产产品，以及相关运营（如配送）的人员。

✓ “员工”的例子包括裁切工、缝纫工、质量控制人员、包装工等（所有有
助于生产产品的员工）、锅炉工、机械师（机器维修人员）、电工以及将
产品装到卡车上的工人。

➢ 他们不是主管人员，也就是说，没有人向他们报告。



验证员的发现

与验证员探讨验证、做出修改的机会

在现场验证的结束会议上
验证员将解释工厂评估与验证之间的不一致之处

验证报告完成后 小时内
验证员在现场验证结束后有 个工作日来完成验证评估报告。报告完成后，
工厂将可以登录托管平台，查看报告内容，包括验证汇总、准确 不准确的回
答、违法项等。

如果需要修改，工厂可以与验证员进行讨论。



Richard Zhang
Manager, Corporate 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如何看待验证

➢ 一次展示自身的机会

➢ 一次全面检验工厂社会责任体系的机会

➢ 享受与验证员的深入交流

➢ 邀请相关部门的同事共同参与

➢ CAF 1.4 vs CAF 1.3

➢ 人天数

➢ 最终报告

➢ 品牌方的认可度



验证后工作



审查验证评估

验证员完成验证评估报告后（现场验证后的10个工作天内），您可以登录托管平
台，从“验证摘要”开始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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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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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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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工厂对最终验证报告的质量负责。收到报告后，工厂有14个日历日（自
然日）来审查验证评估并批准，或提出争议。



审查完成后，且没有问题，或者，
虽然有问题，但已经和验证员协
商解决了，工厂就可以（在托管
平台上）批准报告了。

假如工厂没有主动去批准报告，在验证员提
交报告14个日历日之后，托管平台会自动批
准该报告，并将它发送到Gateway。

接着，工厂就可以共享该验证报告了。

批准经验证的评估

如前所述，经过验证的评估报告非常全面。
Reader Guide（阅读指南）将有助于您的

审查。



申诉经验证的评估

必要时，工厂可以对 SLCP 验证的结果提出申诉。 这可以在托管平台上完成。

一些限制：

工厂可以在14个日历日内，对经验证的评估报告提出申诉。但只能在托
管平台上提出。

不可在问题的层面上提出申诉。仅当由于验证员行为或在验证过程中未
遵循验证协议，而导致质量和/或完整性问题时，才可以提出申诉。

由验证监督组织 (VOO) 在审查后，申诉可能被证实，也可能不被证实。
当申诉结束后，不可以提出新的申诉。



Sindy Zhang
Senior Operation Manager



来自ESTS的分享

1. 开始自我/联合评估前，与客户沟通确认 Step 的选择。

2. 自我/联合评估和验证所参考的数据是自我/联合评估提交日期之前 12 个月
（工厂概况除外）。

3. 对于联合评估，建议工厂要实际参与到自评中，以避免自评和验证的内容相
差很大。

4. Does the facility conduct maintenance on live electrical equipment? 
这点注意看More information的解释。

5. 为了更好的完成自评和验证，建议工厂认真阅读“工厂指南”。



质量保证



Lillian Lee
Project Manager



SLCP收集高质量数据

从可靠的数据开始
信任及协作是保证信息透明及数据可靠的
关键。

改进计划
有效的改进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数据之
上。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建立合作互信对成
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现工作条件的改善
价值链上的所有合作伙伴都需要投入到促
进改变和维持工厂良好工作条件的工作上
来。

SLCP 融合评估框架

补救及改善项目

协同合作

数据分析透明

更好的采购实践

价值判断：
标准及评分



认识

验证监督组织（VOO）是负责确保SLCP验证过程质量的管理机构。

VOO：

➢ 管理验证公司和验证员的甄选过程

➢ 进行质量保证（QA）活动以检查验证质量

➢ 提供建议以改善SLCP流程和系统

我们服务站的《质量保证手册》中对以上内容做出了说明。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14823394-Quality-Assurance-Manual


验证公司和验证员的甄选

VOO 活动包括:
• 验证公司和验证员的甄选
• 质量保证（例如，桌面文件审核，陪同验证和
审查验证）

VB可以是第二方或第三方。 要求:
• SLCP 签约方，至少有3年的社会责任审核经验

• 必须建立管理系统，以选择和监管 SLCP 许可
的验证员，并确保验证过程的质量

验证员要求:
• 任职于 SLCP 许可的验证公司
• 至少3年的社会责任审核和相关培训/认证经验
• 必须成功完成 SLCP 批准流程（全面的在线学
习并通过考试）

验证监督组织 (VOO)

负责确保 SLCP 验证的完整性和验
证评估的质量

验证公司(VB) 验证公司(VB) 

验证员 验证员 验证员 验证员



质量保证活动

质量保证活动旨在确保总体的验证质量，收集信息以改善系统和流程:

桌面文件审查

评估验证报告的质量

陪同验证

观察验证员执行SLCP验证

重复或审查验证

重复或部分重复SLCP验证工作，与原有验证比较，以评估

质量

验证公司管理系统审查

审查VB用于确保验证员质量的系统和流程



验证报告无效

质量保证活动有时会导致经过验证报告无效。极端情况会使经验证的评估报告无效：

1. 不符合基本质量标准：
➢ 数据收集工具未完成（并非所有问题都得到验证）
➢ 数据收集工具未使用英语完成（未使用英语验证）
➢ 大量的发现没有证据支持
➢ 大量的发现未明确传达（对发现的描述不清晰；发现可能以多种方式解读；问题未正

确回答）

2. 不符合验证员要求：
➢ 未经VOO批准的验证员进行SLCP验证
➢ 进行验证的验证员参与了工厂的联合评估
➢ 进行验证的验证员未在现场花费足够的人天数

3. 验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问题：
➢ 有贿赂证据（验证员要求或接受）
➢ 验证员被拒绝进入工厂（全部或部分）厂区
➢ 验证员被拒绝访谈员工
➢ 验证员被拒绝访问信息（文档）
➢ 报告中未记录在工厂的发现/关键观察点



寻求您的反馈

SLCP期望不断改善您的SLCP体验。 我们分析错误并使用它来改进流程和系统。

如您愿意积极参与，请在验证后填写调查表。 帮助我们也帮助您！ 您的反馈将
匿名反馈回验证员（验证公司）。



是对是错?

❑ 验证摘要为您提供了“不合规”的概述

❑ 现场验证包括见面会和结束会议

❑ 工厂可以随时联系验证员更改验证报告中
的信息

❑ 如果工厂不同意，则可以就问题层面提出
申诉

❑ 质量保证活动旨在确保整体验证质量，并
收集信息以改进SLCP流程和系统

有别的问题吗？

有疑问吗?



有疑问吗?



如有任何疑问 ...

http://www.slconvergence.org/helpdesk


服务站的资源

在 服务站，可以找到关于验证流程方面的帮助文件
➢ 进入 我是工厂 接受验证
➢ 或者 资源

可用资源

工厂指南

• 供工厂使用

关于验证流程每个步骤的
指引

验证协议

• 主要由验证员使用
• 验证规则和程序

验证员指南

• 供验证员使用
• 有关如何回答工具问题

的具体指引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_attachments/360023425600/Facility_Guide_Virtual_Onsite_Verification_CAFv1.4.pdf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13050413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18987779-Verifier-Guidanc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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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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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