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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I（欧洲对外贸易协会认证审计） 
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 

跨国采购零售商&品牌商代工厂社会责任审计                          
行商有道 BSCI 认证咨询 BSCI 验厂培训  BSCI 会员授权  

 

 

 趋势 

  

在现代商界由于消费者选购物品时，对品牌持有者和零售商在其整个    

供应链中的社会道德行为越来越关注，因此在整个供应链中，有能力 

证明在社会道德方面非常负责任的企业会赢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如何 

让企业关注并在其运作过程中实施社会责任标准，已变得十分重要。 

BSCI 作为全球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应运而生，它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 

不同规模的公司，已成为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标准依据。 

 

 

 

 

 

 

amfori BSCI FAQ 
各类疑问详细解答 

认证内容·流程·费用 
 

 

 

 

 

 

 

 

http://www.bsci-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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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BSCI 认证？详细解答                                                 
BSCI 只是一个社会责任审核认证标准；由国外 NGO（非营利性机构组织）FTA 投资创建的，始于 2003 年，现更名 amfori。

他持有线上的监管系统，有一套系统性的审核模式；这个审核模式由众多的品牌商和零售商共同打造的，其目的是减

少代工厂的审核成本。 

 

  案例：东莞一家电子厂，客户有沃尔玛、COSTCO、LIDL、ALDL 等等跨国采购客户；每个客户都有 3-10 条柜的货，

但是每个客户每年都要验一次厂，均是社会责任验厂，一年下来工厂做相同的验厂审核至少 5 次，验厂的成本非常

之高。为了减少供应商重复审核的成本，BSCI 由此诞生了。 

 

BSCI 审核的内容与产品的质量认证和检测没有关系，主要审核内容是 BSCI 的 11 项行为守则；审核内容主体是工厂在

人权反面的表现，常见于劳工密集型企业。（审核详细内容见下方）其实中国现在工厂大部分都非常正规，包括员工福

利待遇方面都非常完善，受劳动法保护。BSCI 明着讲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变向收取品牌商和零售商的会员费。 

 

客户为什么要 BSCI 报告？您的竞争对手为什么要参与 BSCI？                    
品牌采购公司一旦加入并签署《amfori BSCI 行为守则》，那么他需要做的就是尽早识别出供应链上存在的侵犯劳动权

和人权的行为，将他作为企业形象的重要部分，这个时候他就会要求其所有的供应商都参与 BSCI 的审核，通过 BSCI

系统对工厂进行监管。客户要求加工商参与 BSCI 的目的就是降低他们的品牌声誉风险，也可以理解为贸易壁垒。 

 

例如：最近的 H&M 受到的媒体和消费者的舆论风波中，这类似于 NIKE 的血汗工厂风波一样。H&M 的紧急公关

模式就是把责任推卸给了 BCI（良好棉花协会认证）他们的棉花供应商都来自 BCI 的审计工厂，最终 BCI 被棉花架在

火上烤，并且公开透明他们所有审核的工厂都是合规的。 

 

BSCI 已吸纳了 3000 多个品牌商和零售商，正在逐步增加； 

众多的零售商和品牌商在下单订单前会要求工厂提供社会责任审计报告， 

这是采购合作的条件之一。一旦工厂被媒体曝光，客户就会把责任 

推卸给第三方，这就是 BSCI 的游戏规则，配合客户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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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BSCI 的核心，主要依据是什么？                                  

《amfori BSCI 行为守则》是 amfori BSCI 体系的根基。简言之，amfori BSCI 准则： 

• 要求企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例如《劳动法》《消防法》《环境保护法》等等 

• 执行《联合国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并保持一致 

• 公开承诺：签署《amfori BSCI 行为守则》时，他们的签名代表他们公开承诺做负责任的企业。 

 

BSCI 验厂和质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么贵？ 
BSCI 和产品的质量没有任何直接关系，BSCI 认证接触面 80%与行政部、健康安全部门有关，和质量管理体系部门只

有报表记录类。与 ISO、3C 认证、产品环保认证、阿里巴巴验厂、BRC、FSC 等认证完全是两码事。 

 

工厂/供应商如何申请 BSCI 审核？  
工厂/供应商首先需获得由 BSCI 会员或审核公司建立的 DBID，通过 DBID 登录 BSCI 数据平台发起审核申请，当对应

的 BSCI 会员拥有对该工厂/供应商的 RSP（审核管理权）时，可以直接帮助工厂选择第三方审核机构，审核类型，审

核日期。并邀请供应商填写 BSCI 自我评估表及签署 BSCI 行为守则和生产商实施条款，同时支付费用给第三方审核公

司。收到费用后，审核公司将更新审核排期到数据平台上，并按照排期进行现场审核，最后审核公司将在线完成报告， 

并将用户名发给工厂/供应商查看报告，BSCI 审核结束。 

 

什么是 RSP?怎样获得 RSP？          
RSP 是 Responsibility 的简称，就是工厂的管理权限在 BSCI 会员手上（例如：贵公司是做亚马逊的订单，亚马逊是 BSCI

会员，亚马逊将您工厂纳入供应商内，您的工厂的审核申请权限都在亚马逊手上。只有亚马逊能够帮助您申请验厂审

核。）RSP = 指 BSCI 会员对其工厂拥有的审核权。无论审核发起者是哪一方，该会员必须拥有这家工厂的审核权（即

RSP），否则 审核将无法进行。如会员希望拥有一家工厂的审核权，他们可通过 BSCI 平台与该工厂的 RSP 所有者进行

沟通， 也可以向 BSCI 组织寻求帮助。 

 

BSCI 有证书吗？可以查询吗？ 
BSCI 没有证书，工厂与客户只能在 BSCI 平台下载 BSCI.pdf 版审核报告；BSCI 工厂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代码 DBID 号， 

最终的买家会通过工厂的 DBID 号，来监控工厂的报告发现的问题是否合规。工厂可以登录 BSCI 系统来下载报告& 

关联买家&更新工厂信息&接收买家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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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 BSCI 认证需要多少钱？ 

产生费用列表 费用说明 

RSP 授权费（下方有说明） 

需要有 BSCI 会员客户帮助工厂注册 BSCI 账号，客户愿意帮助其注册的，可以省略这

笔费用；没有，可以找速讯咨询中介办理。一般中间商贸易是没有权限的，只有最终的

买家才有。 

认证费 根据工厂的人数进行报价审核费用，如下表： 

审核类别 工厂总人数 审核天数 只是认证审核费 

1-50 1.5 10000 

51-100 2 13000 

101-250 3 16000 

251-550 3.5 20000 

551-800 4 23000 

501-1200 4.5 25000 

1201+ 5+ 26000 

BSCI 初次审核 

 

以上报价仅供参考，具体报价需要了解工厂的完整信息，如需精确报价请联系我们。 

跟进或者年度审核找速讯咨询比初次审核费用便宜几千块钱。 

差旅费 吃饭、住宿、交通费用，内地城市比沿海城市出差成本要高。 

公关费 给审核员的红包，权利在审核员手上，工厂做的再好总有些喜欢挑刺谋私的人。不多说 

咨询辅导费 

工厂自己去做认证，并且一次通过认证的几率几乎为零，没有个 2-3 次的失败经历是很

难通过的，重点是搞不清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等标准是什么，重复审核成本还不如多花点

钱，请辅导公司做资料-现场指导-培训。 

工厂硬件设施整改费用 

BSCI 现场关注点在工厂的消防安全、设备安全、职业健康、5S 等方面进行审核，工厂

难免会有一些不符合项目，需要进行整改，例如：加几个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灯、画

消防通道等 

 

来自一些工厂的分享： 

1. 一些做检测认证和做 ISO 认证的公司是做不了 BSCI 认证的，经常有客户被练手了，业务转介绍，给高额介绍费，

多花了几倍的费用；还被蒙在鼓里。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社会责任验厂，完全靠东拼西凑。 

2. 声称几千块钱就能包通过，或者不了解工厂实际情况瞎报价的，请你要担心了。你可能被骗子给盯上了，即将是一

个无底洞。 

3．声称可以花钱买 BSCI 证书的，买到的不是假证就是 PS 的，担心收钱就关机的游击队伍。 

4.  一个关系订单并且有含金量的认证，是需要通过权威第三方机构进行实地认证审核的，一旦被爆出有认证机构出假

证，整个供应链都会被停单，移交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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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 BSCI 认证需要多长时间？ 
年度审核的工厂最快 3-5 天即可完成，初次认证的工厂最快需要 15 个工作日，可以加急；前提是工厂完全配合顾问的

指导，按要求把车间整改好，把所有的文件资料全部准备齐全；时间的长短取决的双方的配合效率。 

 

如何知道验厂是否通过呢？ 
BSCI 每次审核将工厂分为以下类别之一： 

A（Outstanding 优秀） 

B（Good 好） 

C（Acceptable 可接受） 

D（Insufficient 不足） 

E（Unacceptable 不可以接受） 

Zero（Stop 零容忍） 

A/B 等级：有效期 2 年，随机抽查， 

C/D/E 等级，有效期一年，2-12 个月内跟进审核；最终还是取决客户接受程度。获得 Zero 等级基本上 Over 了。 

 

BSCI 审核主要包含哪些方面？涉及哪些文件？ 
•管理实践     •工厂营业执照至少成立 3 个月或以上 

•歧视, 骚扰及虐待   •工厂营业执照必须与实际所生产地址一致 

•文件      •工厂无严重三合一（厂房宿舍仓库在一栋楼内） 

•工作条件     •工厂使用厂房非民用住宅厂房，高层厂房须有 2 个安全楼梯 

•工作时间 

•卫生及社会福利设施 

•工资福利 

•职业健康与安全 

•童工/未成年工 

•宿舍、环境 

•强迫劳工/纪律措施/监狱工 

•结社自由和劳资双方自由谈判 

BSCI 简易版文件审核清单.pdf 下载 

 

BSCI 完成版文件审核清单.pdf 下载 

 

BSCI 验厂法律法规.pdf 下载 

 

BSCI 工厂自我评估表.pdf 下载 

http://13127211.s21i.faiusr.com/61/ABUIABA9GAAg2fDQgwYotdnqwgM.pdf
http://13127211.s21i.faiusr.com/61/ABUIABA9GAAgwaCk-QUo9NCK-AE.pdf
http://13127211.s21i.faiusr.com/61/ABUIABA9GAAgyKGk-QUosMnxxwI.pdf
http://13127211.s21d-13.faiusrd.com/0/ABUIABA-GAAgjaKk-QUo16uIjAU?f=BSCI%E8%87%AA%E6%88%91%E8%AF%84%E4%BC%B0%E8%A1%A8.xlsx&v=160491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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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厂需要哪些人员陪同？ 
与文件清单相关部门：人力资源/行政主管、财务主管、负责健康安全的主管、负责环境的主管及社会责任管理者代表、

员工代表等人员参加现场审核。 

 

审核流程是怎么样的？ 
审核员组织工厂管理层开始首次会议，介绍审核的内容及流程，首次会议结束后，审核员按照流程进行管理层访谈、

文件审核、现场审核及员工访谈，核查工厂是否符合相关认证要求。同时审核员将进行综合评估，并根据现场问题点

开出改善建议（CAP）。最后审核员组织工厂管理层进行结束会议，逐一沟通问题点并请工厂代表签字确认。 

 

工厂参与 BSCI 的好处是什么？ 
• 建立并维护与顾客、供应链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可靠的关系； 

• 向客户展示在自己企业内部实施 amfori BSCI 体系带来的附加值； 

• 大大减少企业客户的审核数量，避免重复审核的带来的时间和成本； 

• 使企业赢得公众的信赖，提升其形象及声誉，从而获得市场优势； 

• 人性化的工作标准将极大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工作效率； 

• 将促使企业在监督过程中严格遵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积极改善劳资关系； 

• 促进消费者对企业和产品培养出正面感情，使合作伙伴对企业拥有长期信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80%的工厂参与 BSCI 的原因无非就是多拉几个客户下几条柜，满足客户的要求，接订单，更胜竞争对手一筹。 

 

那么一般的小工厂能否通过 BSCI 验厂呢？ 
 从综合角度来讲，中国工厂无论大小要实际的去执行 70%的企业是做不到的， 

 工厂 80%的文件资料是没有或者不符合验厂要求，达不到合格的条件（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临时做的）； 

 很多工厂的消防安全+环保，包括车间的布局是不符合验厂要求或者不合法的（包括后面要补资料补证件） 

 关于工资考勤+社保很多工厂实际运作是正规的，但是面对验厂他就是不符合的。（具体参考文件清单） 

 想了解相关案例可搜索：广东省玩具协会对 ICTI-ICP 验厂存在问题反映给国际相关部委的情况及意见 

 想要接单，前提是通过验厂；如何通过验厂，这个是需要专业的人进行指导的 

细节方面就已经打到了一大片小规模企业，很难达到要求。唯一通过 BSCI 的渠道就是你出钱，我们协助你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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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BSCI 的目的是为了接单出货； 

如果验厂不通过直接会影响到订单； 

选择一家靠谱的咨询公司比砸钱要重要。 

诚于心 

信于人 

和之道 

同致远 

 

 

 

　 验厂就是验证关系网·强大的关系网是保障验厂通过的基础 



Consulting training amfori     速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the leading business association for open and  电话：+86 400-098-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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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top service        http://www.bsci-hk.com/szsx.html 

与速讯咨询合作，意味着您将更容易取得零售大型品牌接受的验厂审核报告 

我们不仅仅只是发现问题，更能帮助企业解决各种问题，从申请·培训·做资料·证件办理·公共内外部关系 

我们为您的工厂“开绿灯” 

我们的优势 
通过承诺：诚信为本，强大的关系网，提前安排审核员，让您的审核舒心放心。 

预算承诺：环环透明；法务合同，超出额外费用一律由我司承担。 

保密承诺：全程保密，绝不泄露客户的任何信息和资料。 

无论您的工厂条件如何，我们都有成熟的模式能够帮助您通过验厂 

我们擅长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验厂就是验证关系网·强大的关系网是保障验厂通过的基础 

4000 多家工厂已把验厂交给我们，欢迎实力考察验证 

咨询收费 2000 元/天 

价值 8000 元的验厂考勤软件，免费送！ 

 

合作流程 
 

与优秀的公司合作，与有保障的公司合作，无须担心过程是否复杂，只需在乎结果就好。 

前期咨询 | 使客户明白认证的标准内容，绝不带水分。  

签约合作 | 法律顾问合同起草，双方权益对等  

驻厂辅导 | 收集客户现状风险。现场观察、生产楼、宿舍楼、食堂、仓库等。  

会议召开 | 客户个性化纠正方案订制，正确的指引客户纠正不符合项，落实各项分工工作。  

标准导入 | 整套体系的文件建设，客户标准及官方文件、工资考勤、细分 200 多项纪录的指引与制作。  

人员培训 | 管理层面谈培训、员工面谈培训、员工代表或企业工会委员培训、外部服务商培训（保安、清洁工、厨工）  

模拟审核 | 全方位实战模拟性审核，持续完善整体标准。  

及时协助 | 顾问师全程陪同审核，及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报告跟进 | 公布审核最终结果，确保通过验厂审核。  

递交客户 | 合格报告递交客户，顺利接单出口；协助报告分享，挑战更大海外领域。 

扫描下方微信，随时为您解答——点击这里进入-自助报价 

http://www.bsci-hk.com/h-msgBoar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