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的
生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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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可持续性，
增强持久生存力

前瞻性地倡导可持续性 —— 包括增强的福祉、企业社会责任、符合道德的供应链管理、谨慎
使用自然资源以及减轻环境退化 —— 对二十一世纪全球议程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并且会促进
个人、组织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的适当响应。

在个人、组织和体系层面增强韧性日益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经济、社会和环
境可持续性的持续关注，以及可持续性对维持更高质量的生活的贡献。

通过可持续性实现持久的组织生存力具有成为一股涵盖整个世界的正能量的潜力。同时，
它还能够提供立竿见影的商业益处、促进循环经济并为实现更长期的增长开辟新的机遇。

BSI 坚信，重视可持续性对于实现持续和长期的韧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提供全局
化的流程和标准制定框架，以支持组织努力满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

BSI —— 凭借其领导地位 —— 致力于帮助组织通过采取行动和倡导可持续性，发挥其潜
能，同时，证明其在借助差异化和战略优势实现积极影响方面所具有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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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开发和利用您现有产品的可持续性能力来拓展新的客户和市场，并且针对当前
的趋势和可持续性需求积极管理您的产品组合，我们能够帮助您实现更大的愿望，创造可
持续的产品。

我们将客户与能够引导其逐步减少浪费和实现更高资源效率的行动相关联，对于缓解环境
影响以及采取积极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这是两大主要促进因素。

我们还认识到一些寻求遵循所有相关法规的组织所面临的紧迫的优先要务。风险和信誉管
理是通过可持续性实现韧性的关键要素。

无论驱动要素是竞争优势、增强效率还是简化合规，我们的客户都能信任 BSI 可以为其提
供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这一切都根植于我们过去三十多年引领许多开创性可持续性
举措的优良传统。

这种创新的一个衡量标准是我们灵活的定制审核方法，我们是首家提供完全远程和沉浸式
审核以克服远距离帮助组织实现卓越的挑战的组织。在诸如绿色金融和循环经济等领域，
我们也有类似的市场第一之举。

确保可持续性和持久的组织生存力需要致力于完成一段复杂、极富挑战和目标明确的改进
之旅。为了对此提供支持，我们提供与开创性技术和前沿洞察相结合的多样化的知识、创
新和最佳实践组合。

BSI：激发信任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的世界。



专为各类组织设
计的可持续性服
务方案

无论您的组织规模和专注领域如何，BSI 都能与您合作在组织生存
力之旅中践行可持续性目标。无论是致力于改进文化和公司治理、
更高效地利用资源还是减少浪费以及环境影响 —— 将运营、信息
和供应链韧性融入组织的可持续实践能够为您提供最大的机会和增
长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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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经济
•  气候变化
•  能源管理
•  环境管理
•  GHG 管理
•  污染管理
•  可持续金融
•  废物管理
•  水管理

•  贿赂和腐败
•  商业道德
•  健康、安全与福祉
•  人权和劳工行为
•  治理与风险管理
•  供应链管理
•  沉浸式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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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 与 Skanska UK 合作实现针对其碳管理计划的认证，认证帮助这
家建筑巨头强化了其旨在减少排放、促进内部认可以及实现更大
价值的方法。Skanska 有长期碳减排战略，并且在 2018 年与 BSI 合
作来帮助其依据《PAS 2080：基础设施中的碳管理》实现对碳管
理流程的验证。借助我们的支持，帮助其将专业知识正规化增强
了 Skanska 在面对媒体、客户和利益相关方的审查时对其资质的信
心。通过与 BSI 合作，Skanska 将 PAS 2080 流程扩展到其整个供应
链，并且将其绩效衡量目标重新聚焦到所使用的材料而非成本上。

SKANSKA 英国碳经理 Conor McCone 坦言：“PAS 2080 对进步的
促进作用不仅局限于可持续性团队，这一标准有助于明确碳减排所
具有的潜在益处，以及如何以清晰阐述业务并获得关键利益相关方
支持的方式重新包装我们的产品。最终，PAS 2080 促使我们设计
出可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的更好产品。” PAS 2080 由 BSI 

与建筑领导理事会 (Construction Leadership Council) 的绿色建筑委
员会 (Green Construction Board) 共同开发。它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框
架，在整个基础设施价值链评估和管理碳排放。

BSI：支持 Skanska UK 减少碳排放

充分利用您的战略优势和
领先地位
早期采用可持续性举措的组织完全有能力受益于市场领先地位和战略优势。我们致力于帮助组织通过
一整套有利于增强品牌资产及市场份额的创新、独特和多维度解决方案来充分利用这种成熟度。

无论是投资于可持续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充分利用现有产品的可持续性以扩展新的客户和市场或者管
理产品组合以顺应可持续性方面的趋势，我们都有创新和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来支持您在组织中积极倡
导可持续韧性并实现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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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 支持一家全球领先鞋类品牌的供应商确定其一处设施工作时间
过长的原因，该公司认为这与员工高流动率有关。BSI 制定并提供
了旨在强化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并增强管理体系的改进计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帮助该供应商找到了过度工作的根本原因。
关键在于了解导致员工流动的动因并制定人员保留策略。在一年的
项目期内，BSI 通过其供应商合规经理 (SCM) 工作流和报告平台以
现场、在线和电话方式提供了支持。该计划将员工的年流动率从 

18% 降至 3%，减少了生产缺陷和返工，使该供应商能够重新建立
对工作时间的控制，提升员工的福祉。

BSI：帮助全球鞋品生产商减少
过度工作时间

增强您的运营有效性
在可持续组织生存力之旅中，BSI 还能够通过提高运营效率帮助组织增强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可支持组织部署管理体系或者报告框架。它们由内部、可定制和沉浸式审核加以明
确，并由针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定期报告支持。组织能够获得的益处包括长期员工发展、健康和绩
效、由可持续产品提升的商业绩效；通过价值链增强的产品管理；以及减少排放、增强能效、更高效
用水和减少运营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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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第二大的茶叶公司，Tata Global Beverages 营业额达 14 亿
美元，在全球拥有 3,000 名员工。BSI 支持其通过 ISO 14000 认证
将环境问题置于组织的核心。该公司技术经理 Denise Graham 指
出：“在我们所处的行业，有时候客户会要求认证，认证能够证明
我们认真遵循最佳实践而不仅仅是口头承诺。认证还使我们能够经
得起食品行业的严格监管，从而让我们可以轻松证明满足 —— 甚
至超越 —— 所要求的的标准。”BSI 的支持对该企业的运营产生了
积极影响。“BSI 提供非常清晰的要求和时间表，在每个阶段都进
行有益的观察。他们没有狭隘的视野，而是采取整体的方法。”

BSI：支持 Tata 构建可持续的未来

通过合规管理风险和信誉
BSI 还引导组织着手制定方案以通过可持续性实现更强的韧性，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可能是实现合规、
降低风险并提升品牌信誉。我们拥有长期建立起来的提供环境合规服务的优良传统，这些服务涵盖环
境管理、污染、温室气体管理和气候变化。我们的服务还包括能源管理合规；健康安全合规；商业道
德；风险管理合规以及供应链采购。全球主要的管理体系标准 —— ISO 9001（质量管理）、ISO 14001

（环境管理）、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以及 ISO 37001（反贿
赂和腐败），均源自英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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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 可持续性服务方案 
组合简介
BSI 认为，许多成功的组织将可持续性作为其实现长期组织生存力的愿望的一部分。鉴于对资源的竞
争性需求，我们的目标是引导您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为您提供可增添价值的相关服务方案。

我们的可持续性服务基于可支持组织需求并且增强韧性的框架。它能够帮助您的组织应对真实世界的
挑战，并在以下三个重点领域提供支持：

•  运营韧性

•  信息韧性

•  供应链韧性



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客户管理风险、实现业务连续性并提高业务绩
效。这一目标的核心是所有组织最重要的组成要素 —— 人。我们
在可持续性框架这一部分的目标是使 BSI 能够帮助企业发现并留住
积极、高效的员工 —— 通过确保遵循相关的健康安全法规以保证
员工的福祉。不过，一切并非仅止于此，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
是商业道德以及确保采用在员工关系、包容性和多样性、人权以及
现代奴隶制等方面的最佳实践。

企业要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不限制组织对社会和人
力资本的改进，而且还会帮助组织应对环境问题。我们支持组织采
用最佳实践，通过减少浪费和成本、污染和排放，确保实现企业目
标并向着具有更广泛意义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而努力。

BSI 致力于不断创新和激发最佳实践，我们制定了旨在帮助促进新
的业务模式（例如，循环经验）的新标准，以通过实现从产品向服
务模式的转变并减少对业务的影响，发掘新的增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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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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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于任何企业都至关重要 —— 在数字和互联的世界更是如
此。更充分地利用信息并将其融入知识将帮助企业改善并提高成功
率。BSI 致力于通过增强组织信息体系的韧性来支持其确保数据安
全，这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从我们的城
市到我们的建筑物及其组成部分、确保制定明智的供应链决策直至
医疗保健行业患者信息的保密。缺乏对体系安全的信任会带来广泛
的风险，使潜在投资者对投资望而却步，并且还会影响利益相关方
和股东的信心。

通过研究更高效的模式，我们能够减少差旅需求和碳排放。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视频会议成为常态，并且可能继续成为
克服差旅限制的有效解决方案。自动驾驶车辆的日益普及将带来全
球供应链的深刻变革，但也需要大量计算资源，而这类资源需要可
靠且安全。设计产品时充分考虑“可升级性”将有助于提升生产力
并增强韧性。

借助 IT 来促进社会、人文和环境的改善将需要相互竞争的企业之
间的协同与合作以共享信息，而标记化和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将有助
于提供强大的信息来源。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依赖于自动化，而现
有系统仍会面临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所有这些使关键基础设施的
保护成为优先要务。

信息韧性



当今企业的效率高度依靠有效的供应链。2020 年肆虐全球的新冠
疫情促使人们对供应链管理的合理性进行审视，使组织重新思考以
库存持有最少化和远距离生产为特点的准时制时代。

BSI 的专业知识和理念先导优势能够帮助组织预测全球战略转变，
并树立可持续采购的愿景。我们的解决方案包括了解供应链、简化
它们并提高透明度。我们能够引导道德采购政策的制定、鼓励协作
并且帮助解决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

在有这些基本绩效指标的背景下，BSI 拥有一整套在市场中具备最
广泛代表性的标准、指南、培训和认证服务方案。我们的服务方案
以最佳的行业知识为基础构建而成，能够在组织的可持续性之旅中
支持改进。

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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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审核、认证和培训的独特结合使 BSI 能够支持高绩效、有韧性的组织通过增强对个人、组织和社会的积
极影响来实现其可持续性的潜能。

作为皇家特许 (Royal Charter) 机构，我们是全球知名的标准初创者，这是我们独特的传统优势。我们是世界上
首个国家标准机机构，这一权威地位使我们完全有能力帮助组织让卓越成为一种习惯，同时，为子孙后代的发
展前景保驾护航。我们使组织能够更具竞争力、环境前瞻性以及社会责任感。

100 多年来，BSI 始终致力于开发世界领先的标准，并且在一些新的领域不断开拓。将传统和创新相结合是我
们的独特优势 —— 我们是唯一能够提供这种内部专业知识、国际影响力和创新强大组合的组织。

我们的全球专家团队以创新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支持，帮助它们定义需求并开发适合其目的的可扩展解决方案。

BSI 基于知识的工具、舆情以及最佳的标准和方法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提供全面的组织改进服务方案，包括我们的标准服务、审核、认证、培训以及合规软件。

我们对可持续性最大的贡献在于我们与其他组织共同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们在与可持续性相关的标准的制定方
面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为什么选择 BSI？



2019 年，我们发布了下列标准：

我们还更新了 ISO 22301（业务连续性管理）以反映在此方面的最新理念。 

BSI 以与英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的方式引领可持续金融和脱碳领域的新标准制定。

我们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与客户合作来帮助它们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做出更大贡献，并且提
供与以下重要标准相关的认证、监管和咨询服务：

这一面向客户的丰富的标准组合以及其他服务和解决方案尤其支持 SDG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并且
最终支持许多其他 SDG。

为什么选择 BSI？
ISO 14090（适应气候变化），这一重要领域中的全球首个标准；
PAS 2030、PAS 2031 和 PAS 2035（现有住宅安装节能装置的框架），支持政府的“Each Home Counts”（每个家庭
都很重要）举措；
BS 67000（城市弹性），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ISDR)、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 Habitat)、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以及英国城市代表的支持下，帮助保护关键资源、为企业创造和维持机会，以及为
个人、社区和地方赋能以适应形势和繁荣发展；
ISO 27701（隐私信息管理），在新的隐私时代帮助组织管理运营控制、监管和合规要求（例如，《欧盟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新标准。
 

BS 8001（循环经济）
ISO 50001（能源管理）
ISO 14064（温室气体验证）
ISO 26000（社会责任）
ISO 24000（可持续采购）
ISO 20121（大型活动可持续管理）
ISO 37122（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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