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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组织深知，现在决定着未来。应对环境问题的商业因素关

乎“现在”，不仅仅是管理您组织对环境的影响，而是现在就要采

取行动来管理直接影响您组织和市场的那些因素。

这就是组织为何需要持续的、强有力以及广泛的环境管理。

本指南旨在帮助您满足新版环境管理体系 
(EMS)—ISO 14001:2015国际标准的要求，该

标准取代了ISO 14001:2004，规定了针对各种

规模的组织建立、实施、维护和持续改进EMS
的要求。

为什么要进行改变？

所有ISO管理体系标准都要按照所制定的规则

定期进行审查。在大规模用户调查的基础上，

标准委员会确定审查是适当的，并确立了下列

目标以维持标准在当今市场和未来的相关性：

• 与其他管理体系整合

• 为组织管理提供综合方法

• 反映组织运营所处的日益复杂的环境

• 增强组织应对环境影响的能力

ISO 14001设计出发点是环境，这也始终是 
ISO 14001:2015的优先要务。

特别提示：本转版指南应与最新版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 要求及使用指南一并参考阅读。转版指南不包含标准的完整

内容，不应当被认为是所发布的标准的主要的参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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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是世界上首个国际环境标准，自1992年，BSI制定颁布了

BS 7750以来，已帮助数以千计的组织改进其环境、可持续性和运营绩效。新版标准

既能够在当今的市场中维持其相关性，又能不断为组织提供改进的绩效和业务优势。

ISO 14001是与可持续性和环境管理相关的标准系列的组成部分。除了ISO 14001以外，您会发现

这部分内容对于进一步参考其他标准也非常有用：

什么是新标准以及它为组织带来了
哪些优势？

实施ISO 14001

借助ISO 14001:2015新版，您能够：

•  确保您的环境管理与组织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

•  引入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整合的综合方法

•  提高领导团队的参与度

•  改进环境绩效

新版标准比2004版更加详尽，更加清晰。这意味着您可以将

标准与组织的要求相关联，以实现可持续的业务改进。

ISO 14001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将环境管理和持续改进带入组织

的核心。这意味着新的标准为组织提供了机会，将其战略方

向与其环境管理体系保持一致。此外，更加注重改进环境绩

效。组织需要采取措施以保护环境，改进环境绩效。

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由于实施和采用了满足ISO 14001要求的体

系，他们获得了多种优势。新版标准将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

并提供更多价值。

标准：

•  改进环境绩效、节省资金、减少浪费并且有助于保护自然

资源。

•  改进风险和机会管理，确保系统化的持续改进

•  改进生命周期管理，有助于识别特定的产品改进

•  有助于遵守相关法规，减少罚款和负面宣传的风险

•  提升企业责任，满足您的供应链要求

•  帮助您成为始终保持实力的竞争者

•  借助更加高效的流程，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参与感

1 ISO 14004:2015，环境管理体系 — 针对原则、体系和支持技

术的通用指南

2 ISO 14006:2011，环境管理体系 — 包含生态设计的指南

3 ISO 14031:2013，环境管理 — 环境绩效评估指南

4 ISO 14044:2006，环境管理 — 生命周期评估 — 要求和指南

4 ISO 50001:2011，能源管理 — 要求及使用指南

5 ISO 20121:2012，项目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 要求及使用

指南

6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排放评估规范

7 PAS 2060:2014，碳中和证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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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2015与 
ISO 14001:2004对比

ISO 14001:2015基于Annex SL — 最新的高层次结构 (HLS)，该结构为

所有管理体系提供了一个通用框架。这有助于确保一致性，使不同的

管理体系标准保持一致，根据高级结构提供匹配的子条款，并使所有

标准采用通用的语言。

借助新的标准结构，组织将会发现，可以更加简便地将其环境管理体

系整合到核心业务流程，并且能够让高级管理层更多地参与。

Plan（策划）-Do（实施）-Check（检查）-Act（改进）(PDCA)循环还可

被应用于所有流程以及整个环境管理体系。右侧的示意图（图1）显示

了条款4至条款10能够如何被分组至相关的PDCA。

图 1

改进

10. 改进
5.领导力

4. 组织环境
6.策划

7.支持

8. 运营

9. 绩效评估

检查

策划

实施

新的/更新的概念 评述

组织环境

问题

利益相关方

领导力

风险和机会

合规义务

环境目标和实现

目标的规划

沟通

信息文档化

运营策划与控制

绩效评估

合规评估

不符合项和纠正措施

管理审查

会对组织管理其环境责任的方式产生影响（正面或负面）的问题（如下所示）的范围

问题可能是内部或外部、正面或负面，并且包含可能影响组织或受组织影响的环境条件

有关考虑其需求和预期然后决定是否将其中的任何需求和预期作为合规义务的更多详细信息

特定于高级管理层的要求，高级管理层被定义为在最高层级指引和控制组织的个人或一组人员

细化的规划流程取代了预防措施。现在是风险模型一部分的各个方面和影响

取代了措辞“组织同意的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更加细化的环境目标，现在必须反映变化的规划流程（参阅上述“风险和机会”）并包含相

应指标的确定。

对于内外部沟通有明确和更加详细的要求

取代了文档和记录

一般是更加详细的要求，包括与生命周期观点保持一致，在采购和设计中考虑环境要求，

并就环境要求进行沟通交流

涵盖对EMS、会对环境造成显著影响的运营、运营控制、合规义务以及目标进展等的衡量

与维持知识和了解合规状态相关的更详细的要求

对不符合项本身更详细的评估以及所需采取的纠正措施

与审查输入和输出相关的更详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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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2015转版时间表

转版蕴含机会 
— 您需要做什么？

2015年9月
发布

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

转版过渡期三年

1. 对EMS有全新认识

2. 参加我们的转版培训课程以更详细地了

解差别

3. 重点关注主要变化以此作为改进机会

4. 对文档进行变更以反映新结构

  （如必要）

5. 实施针对领导力、风险以及组织环境的

新要求

6. 审查现有控制举措的有效性

7. 假设每一控制可能都发生了变化

8. 进行影响评估

您的转版之旅

BSI已明确了分步骤的转版之旅以帮助完成转版并实现 
ISO 14001:2015的优势。我们制订了一个框架，旨在指

导您完成选项并从BSI获得支持以确保您拥有所需的知识

和信息。

获得一份国际标准。这将帮助您熟悉新要求、术语以及标

准的设计布局。

访问BSI网站 (bsigroup.com) 以查阅所提供的最新支持和

转版资料，包括可帮助您了解变化的白皮书

选择所提供的广泛的BSI转版培训课程，以确保您完全了

解变化，包括简介和实施课程以及旨在帮助您了解核心 
ISO标准要求的深度课程

考虑进一步的服务以帮助实施变化。BSI可提供全面的服

务，包括差距评估和业务改进，以帮助您管理您的体系

和转版。这些服务可帮助您快速转版并获得早期采用者

优势。

对比ISO 14001:2004和
ISO 14001:2015之间的主要差异
下载我们的对照指南，其中包含针对ISO 14001:2004和 

ISO 14001:2015之间变化、删除、新增或增强的要求的概述，

请访问bsigroup.com/iso14001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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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提供的转版培训

无论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BSI均已设计了一系列能够

满足您需求的培训课程。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课程均由

直接参与标准开发的相关领域的专家设计。

我们经验丰富的讲师可帮助您掌握对您和您组织至关重

要的知识 — 无论是在组织内部提供还是作为可能有其

他学员分享其经验的公开课一部分。

转版课程包括：

ISO 14001:2015高层意识培训

半天面对面课程

• 了解ISO 14001:2015的目的以及标准所规定的领导责任

• 对于正在负责ISO 14001:2015转版的组织高管很重要

ISO 14001:2015标准精要

为期一天的课堂培训课程

• 了解新的 ISO高层次结构以及 ISO 14001:2004
和ISO 14001:2015之间的差异

• 对于参与ISO 14001:2015转版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 从经理到实施者和审核员

10

Transition training from BSI

Whatever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 BSI has designed a series of 

training courses that can meet your needs. It’s worth noting that 

all courses have been designed by experts in their fields who 

have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s. 

Our experienced tutors can help you get to grips with the 

matters that concern you and your organization directly, whether 

delivered in-house or as part of an open course where other 

delegates can share their experience.

The transition courses include:

ISO 14001:2015 Senior management briefing

2 hour face-to-face session

•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ISO 14001:2015 and the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ies outlined in the standard

•  Important for top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s transitioning 

to ISO 14001:2015

ISO 14001:2015 Transition

1 day classroom based training course

•  Learn about the new ISO high level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SO 14001:2004 and ISO 14001:2015

•  Essential for anyone involved with an ISO 14001:2015 

transition, from managers to implementers and auditors

ISO 14001:2015 Implementing changes

2 day classroom based training course

•  Discover how to apply the key changes to ISO 14001:2015 and 

formulate a transition action plan

•  Combines the one day transition course with an additional day 

of implementation activities

•  Recommended for those responsible for transitioning an 

existing system to ISO 14001:2015

ISO 14001:2015 Auditor transition

2 day classroom based training course

•  Learn how to audit the key changes to ISO 14001:2015

•  Combines the one day transition course, with a supplementary 

day of ISO 14001:2015 auditing activities

•  Ideal for existing internal and lead auditors who need to 

convert to ISO 14001:2015

ISO 14001:2015 Deep dive 

2 day classroom based training course

•  Gain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se important ISO 14001:2015 

concepts: process approach, risk-based thinking, control of 

external provision and auditing leadership.

•  Valuable for anyone involved with an ISO 14001:2015 

transition, including managers, implementers and auditors.

ISO 14001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 Transition Guide

ISO 14001:2015审核员/主任审核员转版

为期两天的课堂培训课程

• 了解如何对ISO 14001:2015的主要变化进行审核

• 将一天的转版课程与另外一天的ISO 14001:2015审核

活动相结合

• 适合需要转版至ISO 14001:2015的现有内部和主任审

核员

ISO 14001:2015内审员

为期两天的课堂培训课程

• 全面了解ISO 14001:2015系列

• 了解如何设定目标、制定计划和执行质量标准审核

• 了解员工行为对质量管理审核的影响

• 能够充满信心地报告结果和采取纠正措施

ISO 14001:2015主任审核员

为期五天的课堂培训课程

• 巩固您的ISO 14001质量管理体系知识

• 有能力根据ISO 14001:2015进行有效的审核

• 始终了解最佳实践，借助更好的高质量的产品/服务增

强客户满意度

• 充满信心地引领和管理审核团队及流程

• 提升分析和报告技能

• 通过ISO资格认定和专业认可证明您的QMS能力



7

bsigroup.com

更多资源

更多服务

网站(www.bsigroup.com/iso-14001)提供了各种可供在

线访问的资料，其中包括：

领导力的重要性

新版标准有专门针对领导力的完整条款，是最重要的变

化之一。本白皮书解释了为什么需要管理层现在在QMS
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确保其被顺利实施、融入

运营、有效沟通和持续维护。

修订：ISO 14001常见问题解答

我们注重解决那些您在开启新标准转版之旅时可能会遇

到的初始问题。

Annex SL简介

最新的通用框架包含核心文本、通用术语和定义以及针

对所有管理体系标准的发展蓝图 — 通过我们的白皮书

更充分地了解这一结构。

差距评估

转版差距评估是一项预评估服务，使我们能够更深入了解您的转版计划和关键管理体系，并将其与ISO 14001:2015要求进行

对比。作为您转版之旅的第一步，差距分析能够帮助确认您的体系已合规的部分以及体系中的任何差距，从而帮助您

节省时间和资金。

帮助您的小型组织有效管理环境影响并促进增长的十大

简单步骤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介绍了企业为了支持实现环境可持

续工作实践所应做的十件事。

此外还有：

• 新旧ISO 14001对照指南

• 自评估检查表

• 新版ISO 14001:2015的转版之旅。

我们还提供广泛的服务以帮助您实施变化，了解您的进展情况。例如：



从初创伊始，BSI便始终处在ISO 14001的前沿位置。这一标准—首个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最初是由BSI于1992年（第一届里约地球峰会）制定颁布的BS 7750转化而来。自此，我

们一直都致力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开发与发展，直至如今这种规模。这就是为何我们是

最具资格帮助您理解、实施标准以及从中受益的原因所在。

BSI致力于通过标准助力客户的成功，进而实现卓越。我们帮助组织将韧性融入业务运

营，帮助其实现可持续发展，适应变化并保持长期繁荣。我们让追求卓越成为习惯。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专家一直向平庸和自满发起挑战，旨在将卓越变成一种习惯融

入人员和产品中。BSI在全球182个国家/地区拥有超过80000家客户，其标准在全球成为

实现卓越的“助推器”。

为什么选择BSI？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为您提供独特的产品和服务互补组合，这些产品和服务通过我们的三大业务流（知识、认证

和合规）进行管理。

要了解更多信息

关注bsi微信

www.bsigroup.com
400 005 0046
infochina@bsigroup.com

知识

我们业务的核心在于所创建并传

授给我们客户的知识。在标准领

域，我们不断强化我们作为专业

机构的信誉，汇集来自行业专家

的集体智慧打造本地、区域和国

际不同层次的标准。全球十大管

理体系标准，其中八个是由BSI
制定颁布的BS标准转化而来。

认证

根据特定标准对流程和产品

符合性的独立评估可确保我

们的客户能够实现高水平的

卓越性。我们会就世界级的

实施和审核技巧对我们的客

户进行培训，以确保他们能

够最大限度发挥标准的优势。

合规

要获得实实在在的长期优势，

我们的客户需要确保持续合

规，满足市场需求或标准，并

让合规成为一种植入组织的习

惯。我们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和

具备差别化优势的管理工具来

促进这一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