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评估、协同合作、改善工作条件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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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 的 系统 介绍 以及其 系统。

使用 分步解释如何使用 。

休息 中场休息下☺

托管平台 详细了解全方面的托管平台，如何使用以及其增值服务。

若还有疑问，欢迎提出来。



互相认识



今天的讲师

你想与谁共进晚餐?

苏轼

你想与谁共进晚餐?

我的家人们

你想与谁共进晚餐?

曹雪芹



今天的讲师

你想与谁共进晚餐?

我的太太

你想与谁共进晚餐?

非素食的人

你想与谁共进晚餐?

爱酒之人



请告知：

1) 您来自哪里？

2) 您公司的类型？

3) 您已经历过验证流程吗？

4) 如果您可以选择与任何人共进晚餐，您会选择谁？

关于您



的 系统



Erika Lee
Regi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r,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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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和平台

SLCP 评估流程从线上开始。

SLCP 创建了一个包含Gateway (网关)和多个托管
平台 (AH)的系统。

简单来说：

➢ Gateway 连接所有 SLCP 用户，并安全存储

SLCP 验证数据。

➢ 托管平台支持数据收集和数据验证。他们还可
以为最终用户分析 SLCP 验证数据。

作为工厂，您需要在Gateway和其中一个托管平台
上拥有一个帐户。



和托管平台

SLCP Gateway

全方位托管平台

单向信息分享托管平台

• 在其平台上提供 SLCP 数据收集工具
• 工厂和验证员在上面填写数据
• 将验证数据发送到
• 可以从 接收已验证的数据

• 通过增值服务（例如评分/分析）向其
会员/客户展示已验证的数据

• 存储所有 SLCP 验证数据
• 由 ITC 建造
• 托管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服务器上

• 可以从 Gateway 接收已验证的数据
• 通过增值服务（例如评分/分析）向其

会员/客户展示已验证的数据

当前的全方位托管平台：

即将上线的单向信息分享托管平台：



流程从 开始



在全方位托管平台上开展数据收集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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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外观，相同的问题和方法。

注意：您只需要在其中一个平台上完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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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平台帮助分析 SLCP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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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平台服务



全方位和单向信息分享托管平台的数据分析

通过全方位和单
向信息分享AH进
行数据分析/评分
/转换为标准

https://www.supplyshift.net/
http://www.higg.com/


哪个步骤用哪个平台?

在...上创建您的工厂档案，并将其链接到您
在...上的帐户。

工厂下载数据收集工具（Excel）进行离线评
估

工厂上传已填写的工具并提交进行验证

工厂选择验证公司

验证公司分配验证员

验证员进行现场验证并提交验证结果

工厂审核、批准验证报告或提出争议

工厂共享验证报告

Gateway

Accredited Host
Active

Accredited Host
Active

Accredited Host
Active

Accredited Host
Active

Accredited Host
Active

Gateway
Accredited Host
Active + Passive

Gateway
Accredited Host
Active + Passive



系统的费用

服务 工厂 品牌 验证公司

帐户 免费 N/A
验证员年费200美元

（访问费：在验证员申请
并考核成功后收取）

在托管平台 (AH) 上使
用数据收集工具

可能有小额费用 N/A 免费

验证
取决于所在国家、工厂规模等，由验证公司确定，可

以由工厂或品牌支付。

对每次验证收取300

美元附加费

在 AH 上访问
验证报告

N/A
已含在 会员费

或服务费内
N/A



来自 的提示

❑ 注册SLCP GATEWAY 账号： 工厂的名称及所在地要跟账号的一致

❑ 创建SLCP GATEWAY 帐号需时 （至少2-4天）， 请提前准备： 工厂提交资

料后， 会前后会收到2封系统发出的邮件; 如超时还未收到， 请查看JUNK 

BOX/SPAM EMAIL， 或是联系 SLCP HELPDESK 

❑ 注册SLCP 的电子学习平台账号： 要正确地选择“工厂” 为用户种类

❑ 正确地选择工厂所使用的语言（按工厂所说的语言），以配对验证公司

❑ SLCP验证是需要在完成SLCP自评后的2个月內完成，工厂可提前跟验证公司

先协调预期验证的时间



有疑问吗

是对是错？

❑ Gateway 是 的中央数据库，存储
所有经过验证的评估

❑ 评估和验证数据/结果必须在全方位的托
管平台上提交

❑ 只有单向信息分享的托管平台才可以分
析数据

❑ 您必须将 帐户链接到 帐户

❑ 托管平台可以为最终用户分析 验
证数据

有别的问题吗？



使用



Stella Wu
Sustainability Manager



是 的中央数据库

全方位的托管平台 全方位及单向信息分享的
托管平台

工厂和验证员用来完成
SLCP 评估和验证的平台

所有已验证 SLCP 评估的中央
存储库。工厂在这里控制数据

共享。

通过其他服务（例如分析或评
分）将 SLCP 验证数据分发给
最终用户（例如品牌）的平台



您与

我们为什么要开发 Gateway ？

✓ 将数据安全地存储在联合国服务器上

✓ 与您的业务伙伴（例如：品牌）共享经过验证的数据

✓ 将您与其他 SLCP 用户（即验证公司、验证员、托管平台等）建立起联系

您在网关上做什么：

用公司邮箱注册
创建工厂档案并获得

批准
邀请同事加入您共同

管理工厂档案

与其他AH或最终用户
共享您的验证报告

查看评估状态 链接到AH



开始：在网关上注册

http://slcpgateway.sustainabilitymap.org/


输入您的信息、创建帐户



让系统知道您不是机器人



提示：如不在收件箱，请检查是否被过滤到垃圾文件中

提示: 将 加
入受信任列表。

mailto:donotreply@slcpgateway.sustainabilitymap.org


点击注册邮件中的“确认”

注册用户名

notifications@slcpgateway.sustainabilitymap.org



创建密码，准备填写档案 (此时尚未批核)

已自动填写



提交您的工厂档案以获得批准



确保您已选择工厂中使用的所有语言



注册提示

注册时，请输入您的个人名称（以创建Gateway用户）。
您的工厂名称稍后会包含在“工厂档案信息”中。请根据您的营业执照，用英语填写您的工
厂信息。

工厂只需注册一次。如不清楚您的工厂是否已经注册，您可以在 SLCP 公开工厂列表 里搜
索工厂名称来确定。

请记住：创建和管理档案信息的同事可以“邀请”您共同管理现有档案。

https://slcpgateway.sustainabilitymap.org/facilities


添加您的

在 档案中包括您
工厂的 ，以标记您

的工厂，并将您的工厂档
案连接到其他平台上。

访问
https://openapparel.org/ ，
查找您的OAR ID并了解更
多信息。

https://openapparel.org/


可选：链接到您的品牌合作伙伴

选择与您合作的品牌*，以提醒他们您正在开展 SLCP 流程，并告知他们：

✓ 您使用哪个托管平台

✓ 您的评估状态

✓ 您已准备好与他们共享验证数据

* 仅适用于少数品牌。



链接至可持续发展地图



来自 的提示

✓ 确保电脑有良好的网络,建议使用中国电信的光纤网络。

✓ 及时去SLCP电子学习平台完成学习并且获取完成代码，大概需要花费3-
6个小时完成。需要在注册Gateway工厂账户后，于两周内，将代码填入
账户内，完成注册。

✓ 在选择工厂所使用的语言时，要选择正确的语言，因为系统会根据工厂
所选择的语言来匹配相对应的第三方审核公司。

✓ 工厂名称的一般规则: 1. 名称与营业执照一致; 2. 如果同一制造集团
旗下有多个工厂，请将集团名称放在工厂名称前面如：某某集团公司 -
某某工厂; 3. 名称没有被其他工厂使用; 4. 使用英文名称.



Ray Zhang
Senior Social Compliance Manager



批准后，您可以重新登录到网关



您的菜单将有更多选项



贵厂显示在Gateway公开工厂列表上

https://slcpgateway.sustainabilitymap.org/facilities


邀请您的同事

可以邀请您的同事（使用不同的电邮地址）访问和管理贵厂的档案资料。

注意：该功能不可用于向第三方共享您的工厂数据！



链接到托管平台



在AH平台上开始和完成SLCP评估



了解评估状态



准备好后，便可分享报告



查阅评估

点击“查阅评估”图标，您会进入下一个屏幕。

您可以下载PDF或Excel格式的验证报告，然后共享。



与另一个 共享

只需要两步，就可以将您验证过的评估数据共享到另一个 ：

）链接到另一个

）选定其中一个评估，然后，点击“与其他 共享”



通过电子邮件分享

填写表格。
电子邮件收件人将收到包含访问链接的电邮。



来自 的提示

1. 尽量使用快速和稳定的网络进行操作。

2. 使用Google Chrome或是火狐Firefox浏览器

3. 提前注册SLCP，并使账户激活。账户激活需要1-2个工作日。

4. SLCP 网关或是 AH 托管平台尽量有至少两名或以上管理人员

5. 开始进行评估前需要确保 AH 托管平台账号已经激活。

6. 将 SLCP 邮箱添加到公司的白名单。



有疑问吗

是对是错？

❑ 要启动SLCP流程，您需要在 上注

册

❑ 您可以在 档案中包含OAR ID、

勾选品牌合作伙伴

❑ 在 上获得帐户并创建密码后，贵

司档案资料就已经被批准可用了

❑ 您只需在贵司档案中选择管理层所使用的
语言

❑ 您需要在 上链接到 ,以开始填

写评估

❑ 您可以从 和 发起共享

经验证过的评估。

有别的问题吗？



休息 分钟



托管平台



Ding Ding
Director, Product and Analytics



AH平台提供数据收集、验证和分析

全方位的托管平台 全方位及单向信息分享的
托管平台

工厂和验证员用来完成
SLCP 评估和验证的平台

所有已验证的SLCP评估的中央
存储库。 工厂在这里控制数

据共享。

通过其他服务（例如分析或评
分）将 SLCP 验证数据分发给
最终用户（例如品牌）的平台



AH提供的服务

➢ 翻译成品牌要求或行为
准则（CoC）：

➢将 SLCP 验证数据映射
到品牌的行为准则

➢识别出的违规将作为问
题点

➢品牌评分系统可以自动
应用于问题点

➢品牌基于问题点来制定
纠正措施计划进行跟进

➢ 基准设定：显示不符合
行业标准的问题点

➢ Higg FSLM 评分和基准设
定：
➢ 提供评分
➢ 向所有Higg用户提供一

致的跨指标衡量方法

➢ 报告功能和绩效提升：
➢ 关键问题报告：与国际

劳工组织公约对比
➢ 标记性问题：突出显示

未遵守国际劳工组织核
心公约的问题

➢ 验证员报告：显示验证
期间发现的未准确填写
的问题

➢ 绩效评估：表明工厂相
对于其他工厂的表现

更多详情，请访问： https://slconvergence.org/system

➢ 管理您供应商的 SLCP 
数据

➢ 添加您的自定义评分

➢ 跟进供应商的纠正措施

➢ 创建仪表盘和分析

➢ 将 SLCP 结果与其他供
应链数据合并

https://slconvergence.org/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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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链接到

您需要先登录才能继续。 如

果没有登录帐户，请让您的
品牌合作伙伴或者 为您

创建登录帐户。



确保信息正确



链接后登出，再重新登录



开始评估（中文或英文界面）



仪表盘概览



选择您要选择的步骤



下载/上传工具



填写工具问题



选择验证公司



提交您的数据进行验证

更多指引，请点击此处.

https://slcp.zendesk.com/hc/en-us/article_attachments/360024876899/210412_SLCP_Facility_Training_on_FFC_AH_platform_1.4.pdf


Marianna Tsien
Senior Director, Membership



Higg & SLCP:

Facility Social and 
Labor Module 
(FSLM)



Who is SAC?

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 

an apparel, footwear, and textile 

industry’s leading 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What is 
Higg?

Higg is the sustainability insights 

platform for consumer goods 
industries, delivering software 

and services for measuring, 
managing, and sharing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data. 

What is Higg
Index?
The Higg Index is a suite of 

tools that enables brands, 

retailers, and facilities of all 

sizes to accurately measure and 

score a company or product’s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4

The Higg Index



5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Higg Index

































Higg Index Facility Tools Summit
Transforming manufacturers for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APAC: June 23 - 24, 2021
- Bengali, Mandarin and Vietnamese interpretations are available

AMER/EMEA: June 28 - 29, 2021
- Turkish, Portuguese and Spanish interpretations are available

REGISTRATION



有疑问吗

是对是错？

❑ Higg为制造商提供了评估其工厂绩效
的服务

❑ FFC可以将工厂验证过的数据集与品牌
的行为准则进行比较，确定其合规水
平

❑ 只有一个全方位的托管平台

❑ 您可以在SupplyShift上开始和完成评
估

❑ 品牌可使用不同的托管平台来下载数
据，但工厂只需要使用其中一个来收
集数据

有别的问题吗？



有疑问吗?



如有任何疑问 ...

http://www.slconvergence.org/helpdesk


注册为工厂用户，参加在线学习

电子学习平台即将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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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