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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ISEAL良好实践规范》

《ISEAL良好实践规范》是一份实施“ISEAL可信度原则”的规范性参考文件。

《规范》定义了可持续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可信管理，这些组成部分包括标准
制定、审验、声明和影响（监测、评价与学习）。

2020年5月获得ISEAL董事会批准

参考条款：范围和目标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defining-credible-practice/iseal-credibility-principles


《ISEAL良好实践规范》

修订与整合过程

《规范》修订并整合了《ISEAL良好实践影响规范》、
《标准制定规范》和《审验规范》，还融入《 ISEAL 可持续
性声明良好实践指南》中的基本实践。

《规范》的制定得到多利益相关方指导小组的引导，并接受
ISEAL技术委员会的监督。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2019-06/ISEAL_Impacts_Code_Version_2.0.pdf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2017-11/ISEAL_Standard_Setting_Code_v6_Dec_2014.pdf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2018-02/ISEAL_Assurance_Code_Version_2.0.pdf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2017-11/ISEAL_Claims_Good_Practice_Guide.pdf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2022-04/Code-of-Good-Practice-Steering-Group-Terms-of-Reference_v2_ISEAL_11-2021.pdf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get-involved/resources/our-technical-committee


“修订与整合”程序的目标

› 更有效地支持《规范》的采纳与实施

› 对要求进行合理化解释

› 强化“可信度原则”与《规范》之间的联系

› 扩大整合版《规范》的范围，纳入主张管理中的基本良好实践

› 保留决策中的良好实践，纳入目前作为社区会员透明性要求中的额外良好

实践



《规范》的意见征询



“意见征询”的目标

› 意见征询于2022年9月22日启动，2022年12月16日结束。

› 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审阅《规范》草案，并提出反馈意见。

› 大家对意见征询稿的反馈意见将使我们能够评估：

• 预期成果是否明确且相关

• 要求是否可能实现预期成果

• 《规范》的结构是否可能支持对要求的采纳

›我们将把收到的所有意见进行匿名处理，并公开发布。我们还将公布反馈意
见概要，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反馈意见。



参与意见征询

› 审阅意见征询稿

› 完成调查问卷，提出对草案的反馈意见

› 也可在excel文件中就具体要求发表意见

› 参加《规范》意见征询研讨会和网络研讨会

› 与您网络中的其他人分享意见征询页面：#《ISEAL规范》

› 了解有关意见征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iseal.org/iseal-code-
consultation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get-involved/resources/iseal-code-good-practice-first-consultation-draft-requirements-chapter
https://forms.office.com/r/XG162zGCEB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get-involved/resources/iseal-code-good-practice-first-consultation-draft-excel
http://www.isealalliance.org/code-consultation-events
http://www.iseal.org/iseal-code-consultation
http://www.iseal.org/iseal-code-consultation


《规范》概况



《规范》结构

叙述性结构：八个章节，遵循方案实施的逻辑顺序

1. 影响策略

2. 方案治理、运行与完整性

3. 方案绩效与持续改进（监测、评价与学习）

4. 数据与信息管理

5. 利益相关方参与

6. 标准制定与维护

7. 审验

8. 声明



主要修订

› 拓宽应用范围

《规范》适用于各类标准与认证方案，以及更广泛的可持续体系，比如改进监测计划、
评级系统等。

› 减少规定性内容

更加强调成果，各项要求通常不太具有规定性。

› 影响

变革理论是方案运行的基础。绩效监测融入日常运行。监测、评价与学习（MEL）融
入整个方案，知识推动持续改进。



主要修订内容

› 体系管理

《ISEAL良好实践规范》的各项要求已保持统一，并应用于整个方案。

› 主张

主张首次纳入《规范》，借鉴了《ISEAL可持续性主张良好实践指南》中的基本实践。

› 尽责管理

要求阐明方案自身的责任，并支持方案定义其有意在企业尽责管理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旧版《规范》中用户关注的焦点领域

› 《影响规范》 1. 影响策略；2. 方案治理、运行与完整性；3. 方案绩效与持续改进；
4. 数据与信息管理；5. 利益相关方参与；8. 主张

› 《标准制定规范》 1. 影响策略；2. 方案治理、运行与完整性；4. 数据与信息管理；
5. 利益相关方参与；6. 标准制定与维护；8. 主张

› 《审验规范》 2. 方案治理、运行与完整性；4. 数据与信息管理；5. 利益相关方参与；
7. 审验；8. 主张

› 《可持续性主张良
好实践指南》

2. 方案治理、运行与完整性；5. 利益相关方参与；7. 审验；8. 主张

当前《规范》/《指南》 《规范》草案中的相关章节



《规范》每章概要



Collecting baobab, the African ‘superfruit’ © David 
Brazier for UEBT

方案制定明确的焦点和策略，以推动实现可持续性成果和影响。

意图

要求概要

› 利益相关方的分析与意见为方案的焦点和策略及其变革理论的制定、审
查和修订提供依据；

› 影响策略指导方案的活动及其与合作伙伴的工作。
› 与公众、合作伙伴和员工有效沟通变革理论。

第1章：影响策略



Collecting baobab, the African ‘superfruit’ © David 
Brazier for UEBT

› 拓宽变革理论的范围，使其明确适用于整个方案并为方案的所有活动提供

依据。

› 更加强调制定、审查和修订变革理论的各个过程。具体说明为策略选择提

供依据的背景分析，明确职责和程序，以确保变革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依

然保持相关性。

› 加强变革理论的沟通，同时具体说明需要与公众、利益相关方以及在方案

内部开展合作。

主要修订内容

第1章：影响策略



方案的治理与管理具有完整性和透明性，产生可靠的结果。

Bonsucro week  © Joe Woodruff for Bonsucro

要求概要
› 方案实施良好的治理实践，其运行和治理保持透明。
› 管理体系确保方案得到高质量且一致的实施。
› 对方案完整性面临的风险进行管理。
› 对业务伙伴开展尽职管理。
› 实施各项措施，以确保员工和外部合作伙伴的胜任力。

意图

第2章：方案治理、运行与完整性



Bonsucro week  © Joe Woodruff for Bonsucro

› 方案得到管理体系的支持。

› 风险管理和人员胜任力要求适用于方案层面。各项要求不太具有规定性，且更加

强调成果。

› 引入对业务伙伴开展尽职管理的要求，以此拓宽和加强使用合同措施管理方案完

整性面临的风险。

› 基于ISEAL社区成员的要求，引入良好治理实践。

主要修订内容

第2章：方案治理、运行与完整性



监测、评价与学习（MEL）系统评估方案及其客户的绩效。学习过程推动持续改进。

Cocoa Ivory Coast © UTZ

要求概要

› 监测、评价与学习系统旨在回答优先问题，让方案能评估绩效。
› 变革理论推动监测、评价与学习系统。
› 绩效监测融入日常运行。
› 利益相关方能够获取优质信息。
› 基于监测、评价与学习系统中获得的知识，调整方案策略。

意图

第3章：体系绩效与持续改进



Cocoa Ivory Coast © UTZ

› 更多强调监测、评价与学习系统的目的，更加明确监测、评价与学习系统应该

解决的评价性问题。引入成本-收益考虑因素的主题。

› 评价的格式和频次不再那么明确，有关开展或委托开展研究过程的详细信息

已转移到配套的指南文件。

› 变革理论与监测、评价与学习系统更加融入方案。监测、评价与学习系统获

得的知识为方案的改进提供依据。

主要修订内容

第3章：体系绩效与持续改进



方案利用数据管理自身的绩效、完整性和持续改进。

要求概要

› 方案收集、分析、存储和管理自身所需的数据。
› 监测、评价与学习系统、风险管理和利益相关方管理受有效数据使用的影
响。

› 方案对数据质量、数据保护和数据使用的合法性负责。

意图

第4章：数据与信息管理



Coffee cherry, Guatemala © Rainforest Alliance

› 有关数据与信息管理的要求得以整合，并在更广范围内应用。数据在整个
方案范围内使用，作为日常运行一个不可或缺的综合要素，同时强调监测
客户和方案的绩效。

› 更加明确纳入数据与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的范围。
› 对有关数据收集、分析、存储和治理的要求进行编辑修改，使其意思更加
明确。

主要修订内容

第4章：数据与信息管理



LEAF Marque certified peppers © Tangmere Airfield Nurseries

识别利益相关方，并对其赋权，使其能参与方案。

要求概要

› 让代表性不足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
› 建立机制，让利益相关方提供反馈意见，或提出投诉，并相信这些反馈意见
和投诉将以敏感而恰当的方式得到解决。

› 定义方案在补救负面影响中的角色和职责。

意图

第5章：利益相关方参与



LEAF Marque certified peppers © Tangmere Airfield Nurseries

› 整合《规范》的各项要求，并拓展其范围，同时承认方案的各个方面均需利益
相关方参与。

› 引入有关负面影响补救相关的要求。方案定义自身在补救中的角色，并采取相
应行动。这也明确了方案在支持企业尽责管理过程中的预期作用。

› 强化争议解决的要求，更加明确各个过程和公开披露。

主要修订内容

第5章：利益相关方参与



Cecropia, Belize © Lana Bernberg, Rainforest Alliance

标准与方案的影响策略保持一致。对标准进行审查和修订，以确保其持续相
关性和有效性。

要求概要

› 程序确保标准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相关性，并确保其实现了方案的可持续性目标。
› 标准制定和修订透明且可获得。
› 利益相关方拥有有意义的贡献机会，可以看到其观点如何得到考虑和吸收。

意图

第6章：标准制定与维护



› 主要基于《标准制定规范》，对各项要求进行整合，并拓宽其范围，减少规
定性，重点关注成果。

› 更好地定义标准审查的预期质量。

› 重点强调标准对主张体系的相关性。

› 更新语言，以确保对所有类型可持续体系的相关性，包括那些没有传统标准
体系的可持续体系。

主要修订内容

第6章：标准制定与维护



审验体系适用，并确保方案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要求概要
› 审验、可追溯性和监督的方式与方案的变革理论及其活动保持一致。
› 政策、程序和评估方法支持审验体系的可靠实施。
› 管理审验完整性面临的风险，尤其是审验活动的公正性面临的风险。

意图

第7章：审验



› 主要基于《审验规范》，对要求进行更新，以体现《规范》更广的范围，但要求
的成果基本保持不变。

› 重点强调可追溯性模型的相关性。

› 整合变革理论、主张、数据管理、利益相关方参与和补救等交叉主题。

› 对语言进行的编辑修改，以确保与各种不同可持续体系的相关性。

主要修订内容

第7章：审验



可依赖方案控制声明，做出的声明明确、相关且准确。

Certified salmon in supermarket © ASC

要求概要

› 程序确保声明的完整性、质量和证实。

› 利益相关方可以获取声明和声明体系的相关信息，能够报告声明的滥用。

意图

第8章：声明



› 《ISEAL可持续性声明良好实践》中的基本实践纳入《规范》的范围。这包括建立
程序，以确保声明的完整性、质量和证实。声明体系具有透明性，建立让利益相
关方发表意见和报告声明用的机制。

› 声明体系融入其他方案活动。

Certified salmon in supermarket © ASC

主要修订内容

第8章：声明



附件



迄今为止的进程

指导小组审查修
订版《规范》初
稿（2022年8月）

秘书处进一步完善初
稿（2022年1-7月）

指导小组对初稿发
表意见

（2022年1-2月）

审查《标准制定
规范》和《影响
规范》（2019）

成立指导小组
（2021年11月）

发布第二版“可信
度原则”

（2021年6月)

ISEAL董事会根据技术
委员会的建议，批准整
合版《规范》的参考条
款（2020年5月）

技术委员会批准
初稿（2022年9月）



下一步

根据指导小组的
意见制定意见征

询第二稿
（2023年1-4月）

开展第二轮公众意
见征询

（2023年4-6月）

开展首轮公众意
见征询

（2022年9-12月）

秘书处根据指导小
组的意见制定终稿
（2023年7-9月）

指导小组审查终稿
（2023年9月）

技术委员会向董事
会建议终稿

（2023年11月）

董事会批准最终
版

（2023年12月）

实施前的过渡期
（2024年）



向《规范》过渡的预期方式

有关过渡的信息，可参见此处。

› 根据《规范》开展的评估将于《规范》发布生效12个月后开始。

› 在过渡期内，评价频次将根据每个体系分别确定：

› 现有《ISEAL规范》合规会员将保持其《规范》合规状态。将提供一系列不同范围的评
估，会员必须选择评估组合，确保在4年内完成《规范》的完整评价。

› 将要求正在努力成为《ISEAL规范》合规的ISEAL社区成员在申请成为《ISEAL规范》合规
成员后4年内成功完成完整评价。

https://www.isealalliance.org/get-involved/resources/iseal-code-good-practice-approach-compliance-and-transition-period


确保可持续体系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参与《ISEAL良好实践规范》意见征询：

www.iseal.org/iseal-code-consultation

consultation@isealalliance.org

www.isealalliance.org

http://www.iseal.org/iseal-code-consultation
mailto:info@iseal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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