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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其时

尽管情况不太乐观，但我们心怀希望。各个国家与企业都在

全力解决当前的各种挑战，如果处理妥善的话，这将为新技术与

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个过程离不开彼此的协

同合作。气候没有边界，ISO 亦然。正是这种开放合作的基础，

让不同技术委员会致力寻求最佳实践的努力不仅得以持续，而且

得到提升。

以 ISO 14080 温室气体管理国际标准为例。该标准为各类组

织研究和制定气候变化相关的需求分析与行动实施的方法提供了

整体框架规范。这不仅能帮助利益相关方有效实施各自的计划，

同时也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

化目标等其他官方政策框架提供了实现路径。这项标准还涉及到

产品碳足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法、各类组织应变计划要求与

指南等内容。这个领域将有更多其他的倡议活动值得期待。

我们对现实趋势满怀希望，因为针对气候问题的研究、创新

与投入正在加速。在瑞典，人们很早就达成了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

共识。瑞典多年来都在致力于建设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社会。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气候法案从法律层面规定每届政府都必须着眼于

瑞典气候变化总体目标来制定相关政策。

瑞典力争到 2045 年将全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零点，之后

实现负排放。随着瑞典国内各行业纳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整体规制

框架，到 2030 年，瑞典温室气体排放将比 1990 年降低 63%，

到 2040 年将进一步降低至 75%。瑞典基本上已经逐步取消所有

使用化石燃料的采暖。

瑞典国民支持产业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国内工业也重金投入，

不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自家的林场就使用太阳能板来发电，

还利用地热取暖和生物燃料。自给自足的感觉非常好，相信很快

我们都能够体验到。对于瑞典和多数其他国家来说，应对气候变

化的最大挑战是在交通运输行业。但运输行业也正在经历巨大的

变革，我自己以后不会再买任何使用化石燃料的汽车！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ISO 在达成全球一致的重要性方面

具有很大的优势，有助于获得承诺与民众支持来推动变革。这正

是目前我们所急需的。因此，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提供有效、普

适的解决方案。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们将推动研究、创新、贸易与

出口领域的发展。气候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威胁，也是我们面向未

来建设可持续社会的解决方案中不可或缺的历练。

这是通向未来之路，谁会不愿意参与其中，纵马前行呢？ ■

事
实日渐明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

在激烈地争论气候变化这件事，担忧人类活

动可能给地球气候带来的影响及其隐含的问

题。由于担心气候变化争议可能导致的利益损失，各个

领域强大的既得利益者竭其所能来诋毁甚至阻碍这方面

的工作，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国家的政府高层。

现在已无需争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的

结论表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对于人类而言生死攸关。

如同战争一样，气候变化的后果会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巨

大威胁。这两者也常常暗通款曲。没有人再狡辩气候问

题不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所有人都严肃

地看待这个问题。喧嚣就此终结。无论最后条款如何设置，

《巴黎气候协定》的存在现在已无任何争议。
瑞典标准协会（SIS）首席执行官托马斯·伊德马克 (Thomas Idermark)  

气候没有边界，ISO亦然。

孙加顺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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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45001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SO 45001

social feed FACEBOOK TWITTER googleplus Youtube linkedin

#ISO45001
We answered  

your questions live !
ISO 45001 adopts a high-level structure (Annex SL), mean-
ing that it has the same structure as other ISO manage-
ment system standards such as ISO 9001 and ISO 14001. 
This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organizations, if they so wish, 
to integrate their related systems, either partially or fully, 
with each other – so, for example, quality, environment 
or security with health and safety. This can offer greater 
efficiency by using common processes. 
“ For us it will b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orking 
with three standards with the same high-level structure 
and the same approach, ” explains Brændgaard. “ To be 
certified according to all three standards makes it easier 
for us, because we basically have an integrated manage-
ment system where we do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tandards ; and the quality,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nd safety processes are all merged into our business 
processes, ” she says.

Best in class

Imagine dedicating countless years to honing your pro-
fessional skills and abilities, only to have all that work 
crumble down like an avalanche. That’s what having an 
injury is like for most workplace accidents.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injuries and occu-
pational diseases is not that simple, however. It can be 
an arduous task and it will not happen overnight, but 
progress is certainly feasible. Enthusiasts of ISO 45001 
believe organizations that implement the standard will be 
better positioned to control risks related to OH&S issues, 
improve their overall safety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solid evidence to buyers and consumers of their commit-
ment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ir employees.
Building OH&S in the current global environment is an 
opportunity, not a burden. Companies taking it seriously 
communicate to workers and the community that their 
time and well-being is valued, and are secured from loss 
of lives, property and even their entire business. 
No doubt there will be more accidents in the future, 
but together we can succeed in turning the tide on the 
epidemic. Smith believes that ISO 45001 should make 
us all feel more reassured about our health and well- 
being in the workplace. “ The new ISO 45001 should give 
increased credibility to the management of OH&S, ” he 
says. “ Wide adoption of the standard should reduce 
the horror stories in the media of poor OH&S manage-
ment leading to the loss of life, injury and large-scale 
disasters.” Soon, by taking sensible precautions and 
implementing ISO 45001, we can all breathe a little 
easier at work. ■

F A C T S  A N D  F I G U R E S
H E A L T H  A N D  S A F E T Y  A T  W O R K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ailing 
to invest in worker 
safety and health 
is nearly equal to 
the combined GDP 
of the 130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Many incidents can now be prevented with the new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SO 45001 provides usable guidance for improving 

worker safety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2.78 million 
deaths occur  

at work yearly.

Every day, almost 
7 700 persons 
die of work-related 
diseases or injuries. 

There are some 
374 million 
non-fatal work-related 
injuries and illnesses 
each year, many of these 
resulting in extended 
absences from work.

The total cost of 
illnesses, injuries 

and deaths was 
3.94 % 

of the glob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Source : ILO

...or about 
USD 2.99 trillion, 

in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 of injuries 
and diseases.

Building OH&S  

in the current 

global environment  

is an opportunity,  

not a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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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ready for 
 ISO 45001 ?

h e a lt h  a n d  s a f e t y  at  w o r k

在线问答活动

首项职业安全与健康（OH&S）国际标准发布之后，我们

举办了社交媒体活动。在为期一周的活动里，我们展示了与

新标准相关的文章、信息图、视频以及专为新标准设立的小

型网站（https://spotlight.iso.org/iso45001）。

这次活动的亮点是负责 ISO 45001 标准制定的四位专家和受众进行

视频交流，因此活动备受人们期待。专家分别是：

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ISO/PC 2831) 项目委员会主席

查尔斯·科里（Charles Corrie），ISO/PC 283 项目委员会秘书

简·托夫特·拉斯穆森（Jan Toft Rasmussen），OH&S 贸易联

盟专家

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安全与健康顾问

该活动使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登录 YouTube 在线咨询与标准相关的

任何问题，机会非常难得。

1） ISO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项目委员会（ISO/PC 283），负责 ISO 45001 的制定工作。

如 若 错 过 活 动，

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

视 频， 了 解 更 多 ISO 

45001 相关内容。

时长47分钟

47个实时评论

340多人在线观看

金英果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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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s
climate 
agenda
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议程

从 1972 年首次地球峰

会到 2015 年巴黎协定，全

世界致力于通过减缓全球变

暖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些

工作需要进一步加速、加强

来扩大其影响力。ISO 在这

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让 所 有 相 关 方 共 同 制 定 标

准，推动长效解决方案的出

台。

文 / 桑德琳·特朗莎尔   by Sandrine Tranchard

目前急需这样的全球性计划，

而国际标准是该解决方案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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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联合国地球峰会以来，

全世界的科学家、政府与组织机构都明确了地球环境

所面临的重大威胁。此后出现了很多国际性倡议，比

如 1986 年的《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和 1988 年

创建的联合国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旨在为政府

机构提供一般性的评估依据，衡量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与风险的科

学依据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解决方案。

采取行动

减缓全球变暖的行动进程自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启动，以

1994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出台为标志。

签署国每年召开公约缔约方大会（COP），进一步就气候变化问

题开展辩论。COP 峰会作为 UNFCCC 缔约方的正式会议，对气

候变化进展进行评估，截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围绕《京都议定

书》进行谈判，以期确定发达国家大幅降低温室气体（GHG）排

放的法定义务。

2015 年 1 月召开的第 21 次 COP 大会成功促成了《巴黎协定》

的签署，约定通过制定全球性计划将全球温度变化控制在 2℃以下。

目前急需这样的全球性计划，而国际标准是该解决方案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ISO 技术管理局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工作组（ISO/

TMB/CCCC TF）副主席尼克·布莱斯（Nick Blyth）表示，国

际标准与成员国及其政策制定者在支撑气候变化框架方面的潜力

非常关键。

他说：“全世界的国家签署《巴黎协定》，不仅仅代表政府

做出承诺，而且反映出城市、公司和社区（所谓“非政府”力量）

前所未有的行动势头。对这些相关方及其政府部门来说，国际标

准的作用独一无二。他们提供了制定有效标准的途径、框架与工具，

标准制定基于全球共识，能够支撑新技术发展、市场增长以及经

济转型。”

发挥优势

ISO 标准在应对气候变化历史上的角色不断演变。1996 年，

ISO 14001 环境管理国际标准的发布标志着迈出的第一步。ISO

成员与技术委员会正在从各自专长的标准领域研究应对气候变化

的方方面面。ISO/TMB/CCC TF 秘书乔斯·路易斯·赫尔南德

斯（Jose Luis Hernandez）解释说：“部分技术委员会设立了

工作组来研究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目前还呈现出适应气候

变化的趋势。传统的 ISO 气候变化标准主要关注减缓气候变化。”

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监测与报告，环境管理与设计良好实践的推

广等只是 ISO 国际标准提供的部分方式，用以帮助组织机构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ISO 已经制定了 600 余项环境相关标准，包括有助于开启

清洁能源与能效技术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支撑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计划实

施的标准。

布莱斯指出，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 ISO 标准已经非常成熟，为温

室气体排放的测量与评估提供了值得信赖与可接受的有效方法，同时

ISO 管理体系标准也帮助组织机构开展相关计划并采取有效行动。

他说：“为了更好地支持相关方解决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目前 ISO 正在制定新的框架性气候变化适应标准，还有脆弱性与风险

评估标准以及关于气候变化行动的框架标准。”

“目前，标准制定不限于这些具体和基础性标准，各类主流的标准

也在制定之中，而基于新的指南，这些新标准也可以助力气候适应及减

碳工作。”

ISO已制定了600余项

环境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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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准的解决方案

ISO 正在制定新的框架性国际标准，帮助公共与私

营领域相关方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气候变化目标。

赫尔南德斯说：“这些标准旨在建立相关方法框架与原则，

包括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投资

项目评估与报告以及相关活动资助等。”

这些新标准将作为有效、透明的工具，用于成果交

流和资源配置，支持组织机构与政府在转向低碳与气候

适应性社会的过程中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提高气候变化

活动的效力。

在第 23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3）期间，

ISO 举行了一场边会活动，就气候变化相关标准进行交

流。赫尔南德斯说：“我们借此机会展示了 ISO 在环境

与能源管理、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金融与行动方案

等领域所做的工作，并介绍了国际标准在支持非政府相

关方落实《巴黎协定》方面发挥的作用。非政府或非缔

约方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深入关注与参与正变得越来越重

要。”

汇智成方

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可持续发展机制项目团队负

责人玛莎·切迪（Marsha Cheddi）强调，在追踪达成

气候变化目标的过程中，建立量化、监测、验证和报告

的框架性机制非常重要。她表示，COP 边会的举行将气

候变化的不同利益相关方聚到一起分享信息与经验，包

括缔约方与非缔约方、私营企业、城市、政府间组织、

投资商与社会组织等。“ISO 这样的组织可以利用这

类边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现有的标准以及正在制定的

标准，”她说。“通过边会，可能产生关于如何更好地

利用现有标准和未来标准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想

法。”

2018 年 12 月，第 24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大会（COP24）将于波兰举行。这次大会的重要

任务之一就是制定并采取一揽子决议支持推进《巴黎协

定》的落实。

显然，标准制定组织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切迪解

释说：参加 COP24 的缔约方有望商定有关落实《巴黎

协定》的操作指南。大会的口号‘进步、加速、聚力’

（further faster together）将会议宗旨表达得淋漓尽致。

相关各方，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领域、缔约方与非缔约方，

必须共同发力推动气候变化行动，推动实现《巴黎协定》

的既定目标。

“像 ISO 这样的标准组织可以分析相关方的需求，

制定新标准或修订已有标准，或寻找路径优化流程。例如，

在阅览谈判环节总结材料时，利益相关方可以了解缔约

方是否赞同接受来自非缔约相关方的投入。这些投入对

于支持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来说非常关键。”ISO 可

以利用这些机会，提供规范性文件支持。■

这些新标准将提高

气候变化活动的效力。

2017 年 11 月，第 23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3）在德国波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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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加顺 / 译

孙加顺 / 译

The road from      Stockholm 
to standards从斯德哥尔摩启程的标准之路

斯德哥尔摩 1972 

▪联合国人文环境大会  

政府首次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里约 1992 

▪地球峰会

各国聚焦一个更加宽泛的问题：

环境趋势与发展的关系

巴黎 2015

▪第 21 次缔约方大会（COP21）

计划将全球温度上升

控制在 2℃以内

马拉喀什 2016

▪第 22 次缔约方大会（COP22）

到 2020 年之前每年投入

1000 亿美元帮扶

发展中国家

波昂 2017

▪第 23 次缔约方大会（COP23）

发起倡议，帮助各国适应

气候变化的现实情况

即将发生……

卡托维兹 2018

▪第24次缔约方大会（COP24）

未来的标准

气候变化

▪ ISO 14090（适应气候变化）

▪ ISO 14091（脆弱性评估）

▪ ISO 14092（社区与政府适应性规划）

气候变化行动

▪ ISO 14080（气候变化行动方法）

气候变化金融

▪ ISO 14008（环境影响货币估值）

▪ ISO 14030（绿色债券）

拿骚 1994 

▪第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

环境保护

ISO 14001（环境管理） 1996*  

+ ISO 14000 系列标准

气候变化

ISO 14064 系列标准（温室气体量化、检测与报告）-2006*

ISO 14067 （碳足迹）- 技术规范（TS）发布于 2013*

能源

ISO 50001 （能源管理）-2011*

《里约宣言》 + 

《21 世纪议程》

《巴黎协定》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的创建

2005 年 2 月 16 日 

《京都议定书》

推
动

签
署

了

* 首次发布日期

孙加顺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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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环境是制造商、消费者等群体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购

买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会先问“这个产品适合我吗？”等问题，

之后还想知道“我的购物会对地球造成哪些影响？”，这不

足为奇。本文中，我们来看看在评估生态信用方面，国际标

准如何帮助我们比较同类商品。

文 / 巴纳比·刘易斯   by Barnaby Lewis

我
还记得多年前上经济学基础课时，老

师给我们讲什么是商品。“以大米为

例。大米在什么样的田地里生长，是

在印度的稻田还是美国的大型农场，是人工种植

还是机器播种，这些都不重要。它在全世界以同

样的价格出售，人们品尝不出区别，也不期待它

有独特的特点。它只是大米而已。”

我原以为这很合理，直到我的思绪飘到了厨

房的橱柜，盒子里装着印度香米、意大利肉汁烩

饭和寿司专用大米。或许所有大米并不是用相同

的方式种出来的。虽然可能需要高水平的厨师才

能辨别出那些特性，但即便只是通过观察也能发

现其差异。

那么，不容易辨别差异的产品又怎样呢？人

们对生态和道德的关注推动了对有机蛋或本地农

产品的需求，并且开始扩展到智能手机等特色产

品或者钢铁等通用产品上。

全球变化动因

把好想法转化为能带来改变的行动绝非易事。

在谈到全球变暖时，气候科学内在的复杂性可以

为专业混淆者隐藏利益打掩护，大家很难达成共

识。幸运的是有 ISO，它能召集专家进行探讨并

共同找到最佳做事方法。

随着科学家和公众越来越认同全球变暖带来

的威胁，联合国（UN）在 1992 年通过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与此同时，

ISO 意识到，需要国际标准为政府和企业严肃应

对气候变暖影响提供实用的工具。

仅 在 里 约 热 内 卢“ 地 球 高 峰 会 议” 一 年

后，ISO 就成立了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ISO/

TC 207）。我很幸运采访到了该委员会新任主

席希拉·莱格特（Sheila Leggett）以及负责修

订 ISO 14064-1 的项目负责人托马斯·古尔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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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Gourdon），该标准是 ISO/TC 207 制修订

的重要标准之一，规定了组织机构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

量化和报告的原则和要求。

公众意识提高

我想知道，他们在制定如此复杂标准的过程中遇到

了什么挑战，以及标准如何帮助人们区分相同产品的隐

形排放。简单来说，通过对生产过程对环境影响最小化

的产品和服务去商品化，标准在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时

发挥什么作用。

我首先采访了托马斯·古尔冬。他是法国人，与法

国标准化协会（AFNOR）的许多其他专家共同为标准化

进程贡献专业技术知识。古尔冬拥有项目管理硕士学位，

在制定地方政府和私营领域能源管理战略方面有多年经

验，从 2009 年起，古尔东以 AFNOR 气候变化专家的

身份开始从事标准工作。七年后，他接受了一项新挑战，

即担任温室气体排放和去除量化和报告工作组（ISO/TC 

207/SC 7/WG 4）的召集人。

我想知道，托马斯认为 ISO 如何帮助提高公众意识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定。我开始询问，是什么激发

了他对环境问题的兴趣。

“大约 15 年前，我当时是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你

知道，当时公众的环境意识还不像现在这么强。我记得，

我听了环境主题的讲座（现在人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些问

题），然后我想：‘就是它了！’那一瞬间我意识到：

这就是我想从事的行业。”

找到路线图了吗？

那么，这些年是什么改变了公众意识？古尔冬认为，

“巴黎协定明显是个转折点。这意味着联合国所有成员

必须制定气候战略而且付诸行动”。

地球正在飞速濒临不可挽回的临界点，而且大家普

遍意识到这个全球问题需要统一的响应。已经到采取行

动的时候了。现在科学家们已经达成共识，公众也树立

了这方面的意识，是时候该非国家相关方（企业、投资

者和地方当局）做出承诺了。在这方面，巴黎协定“改变了游戏规则”，古尔冬说。“联合国真的敞开

了大门。单个国家无法实现目标，所以我们需要所有相关方都参与其中。”

古尔冬正确地指出了巴黎协定的突破性作用。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点，随后，缔约国大会（COP）相

关会议达成了协定，明确了未来要做的工作。然而，就算心中有目标了，对于达成目标的最佳方法也会

有很多争论。但即便耗时很长，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对于如何解决问题仍会有激烈的探讨。大家一致

认为，如果没有路线图，我们会迷失方向。

通用语言实现对话

在最后采访希拉·莱格特时，我收获了很多启示。莱格特从今年开始担任技术委员会主席，在此之

前她拥有非凡的职业生涯，担任过生物学家、生态学家、行业咨询顾问和环境方面的立法委员。她先是

在加拿大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工作，而后供职于国家能源委员会。她经历丰富，知识广博，我在这里无

法一一展示。但我们在交谈中确实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虽然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急需采取行动，但我

们有足够的理由满怀希望——通过提出恰当的问题，采取合适的行动，我们能限制气候变化。第二，我

们可能要着眼于科学之外，才能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

莱格特积极支持可持续商业，她解释道，良好稳固的科学基础只是最低要求。“有了基本的权利，

把好想法转化为

能带来改变的行动

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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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能开始考虑其他小的观点，”她对我说。

在路线图方面，ISO 14000 系列标准成为了参考，

这也是促使她如此积极参与标准制定的原因之一：

“国际标准提供了讨论的通用基础。如果我们每

次都讨论细节问题，我们就会回过头来质疑最根

本的设想，那么争论就绝不可能有结果，也不可

能解决复杂的问题。”

促成对话

虽然国际标准无法为每类组织提供解决方案，

却能指出共同面临的挑战，提供切实可行应对影

响的方法。当然，做决策通常以掌握知识为前提，

但只有注意到基础要素，才能考虑到很多有细微

差别的观点。在莱格特担任加拿大北方门户油管

计划 1）联合审查小组主席时，这种敏感性就是前

提条件。

莱格特指出，“我们到这里前，加拿大西北

部的居民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几百年”。那么，气

候变化和污染等现代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否会藏于

古人的智慧中呢？远非如此，“问题的答案并不

简单，”莱格特告诉我，“但当你与居住在那片

土地上的人交谈时，会发现他们已经与那片我们

试图了解的土地建立了一种关系，他们为我们提

供的深刻见解是无法通过西方科学所了解的。”

当地的传统是以口述的方式将知识代代相传，对

历史变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作为参与制定石油天然气行业严格的国家标

准的工作人员，莱格特的方法既鼓舞人心又出乎

意料。她将国际标准视为对话的驱动因素。不仅

如此，她认为标准是将季节性或周期方面的传统观点融入保护独

特生态系统的工具。莱格特的激情以及洞悉事物、人、过程和环

境之间内在联系的能力，使我想起人类专家安娜·罗文浩普特·晴

（Anna Lowenhaupt Tsing）在《世界末日的蘑菇》中提出的类

似观点，即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复杂情况。

像个巨大的滚筒

回到一开始提出的关于隐性差异的问题，我问托马斯·古尔

冬和希拉·莱格特，标准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时发挥怎样的作用。

我们如何确保那些发现并采取行动减少其环境影响的企业不会受

到不公平的处罚？

“有两个方法，”古尔冬对我说，“一方面，有法律阻止或

防范这种情况。一个例子是对碳征税。”这样一来，企业就要为污

染付费，所以他们的行为成本会体现在产品价格甚至盈利能力上。

“另一个方法是提高消费者意识，”古尔冬继续说道，“欧

洲已经有消费品标识计划，清楚地标出产品的能耗。”随着消费

者渐渐将生态性能因素纳入其购买决定，将来可能有类似的计划，

标识出产品的环境影响以及生产的影响。国际标准将为制定此类

计划提供良好的技术基础。

更好的方式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将是一项挑战。还有环境政策、良好工

作条件等众多问题要解决，所以在消费者有能力对比同类产品的

隐形差异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我们绝不能气馁。希拉·莱格特说明了原因：“我父亲是

个工程师，他参与了很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走遍了世界各地。

他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复杂情况，人为因素似乎能造成最大的麻

烦，‘如果没有人，事情就会简单得多’。我的工作就是要去了

解基本设想和多数人的已知观点如何能帮助我们在工业发展、人

类福祉和保护全球环境等复杂领域做出最佳决定。”■

曹欣欣 / 译

1）北方门户油管计划（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roject）旨在建设两个输油管道，把原油从加拿大艾伯塔省亚

省布鲁海德姆输送到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蒂马特，全程长达

1,178 公里。

标准有助于发现

共同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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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standards  
for the future we want
制定未来所需的标准

虽然国际社会付诸了巨大努力，但极

端天气事件和缓慢发生的气候变化仍在继

续破坏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不管怎样，适

应措施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最坏的打算——

新的 ISO 标准提供了急需的高水平框架，

填补了空白，有助于组织机构应对和适应

挑战。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自
2002 年里约热内卢举办首届地

球高峰会议以来，气候变化逐渐

减缓。每届高峰会议都敦促各国

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

低地球温度。

太阳能板激励计划、水力发电大坝、

风力发电厂、电动运输和回收活动仅是其中

一部分应对措施，然而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

《2017 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过去几年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

总量却在继续增加。

付出代价

我们仍在继续付出昂贵的代价，包括极

端天气事件带来的人员伤亡，还有经济方面

的损失如失去生计、社区被毁、需要大量重

建等。例如，去年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造成保

险赔付额最高的一年，其中包括美国遭受的

强飓风和南亚的特大洪水。

环 球 生 态 基 金（Universal Ecological 

Fund）发布的《美国的气候行动经济案件》

显示，在过去十年间，气候变化导致的更

为恶劣的极端天气以及燃烧化石燃料对健康

带来的不良影响使美国经济每年至少损失

2400 亿美元。该组织是宣传应对气候变化

的科学数据的非营利性组织。

在英国，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或洪水等

极端事件给社区和企业造成恶劣影响。英国

最大的水和水回收公司——安格利安水务公

司能证明这点。“过去的 40 年里发生了远

超出预期的严重旱灾，严重限制用水使客户

受到极大影响，”安格利安水务公司公共事

务部主任克里斯特夫·海顿（Christopher 

Hayton）说。

“与此同时，洪水也变得极难预测，由

此我们的客户及我们的重要资产面临更多风

险。未来 25 年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住房不

ISOfocus_128 | 2120 | ISOfocus_128



断增加，这些风险也将变得日益复杂。”

当然，城市移民不仅是英国面临的挑战，还是个全

球问题，它将对本已紧张的全球资源造成巨大影响。此外，

世界人口在不断增加——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

计，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增至 97 亿，近期内环境压力

不太可能解除。

采取适当的行动

无可置否，全世界需要合理的措施来应对恶劣天气

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适应气候变化，也就是，

现在采取行动来预防或最小化灾害带来的损失，帮助挽

救生命和金钱。

虽然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合理的适应计划，要做的

仍有很多，泽莉娜·泽立顿·易卜拉欣（Zelina Zaiton 

Ibrahim）说。她担任 ISO 环境管理委员会温室气体管

理和相关活动分委会（ISO/TC 207/SC 7）的的副主席。

“去年发布的研究显示，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与最

近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有直接关系，”她说，“因此，

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必须与适应措施同时进行。减缓和

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两面。”

在巴黎协定签署一年后，2016 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COP22）承诺，每年投入 1000 亿美元帮助

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量，适应

气候变化，直至 2020 年。其中 200 亿美元将专用于适

应变化。2017 年召开的 COP23 会议提出很多方案帮助

各国适应气候变化这一现实。其中一项是保护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居民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影响；还有一

项是提高非洲萨赫尔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与苏丹尼热

带草原之间）女性居民的气候恢复力。

国家政府和主管部门也开始实施国家适应计划，这

通常需要企业和行业定期提交进程报告。例如，为了响

应巴黎协定，日本于 2017 年 1 月启动了气候变化适应战

略，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制定各自的适应措施。

例如，日本关西地区的兵库县（县厅所在地为神户市）

制定了应对全球变暖措施的推广计划，其中纳入了国家

政策，并把日本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的目标、任务和行动计划都考

虑在内。为了吸引本地居民参与，兵库县还组织了研讨会来探讨

全球变暖的实际影响。

兵库县全球变暖解决方案部门主任 Hiroshi Koshio 说：“通

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影响，我们能更好地考量个人或当地社区应采

取哪些适应措施。最后，我们希望将结果纳入未来适应计划当中。”

提高恢复力

适应还能培养良好的商业意识。来自约翰·朵拉咨询公司的

约翰·朵拉（John Dora）在该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他为政府、

监管部门、基础设施运营部门和服务供应商提供天气和气候变化

恢复力方面的咨询，还担任 ISO/TC 207/SC 7 工作组召集人，参

与制定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标准。

“极端天气对组织机构基础设施的损毁会损害其收益和声

誉，”他说，还会对组织机构的谨慎和尽责的职责造成影响。“从

法律上讲，组织机构的领导应有谨慎和尽职的责任。如今，气候

标准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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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被视为可预测、具有破坏力的风险，”他说。“因此，领导应考虑到气候变化对其业务的影响，否

则未来将遭受损失。”

安格利安水务公司认为这点极其重要。在过去五年里，它投资 50 多亿英镑用于建立恢复力和新基

础设施的增长计划。“我们目前在制定 2020-2025 计划，未来提高恢复力的重要计划和项目还将投入

更多资金来应对挑战，”海顿说。“简单来讲，如果不采取行动来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水资源

就不可能满足需求，”他补充道。

适应气候变化

对朵拉而言，恢复力是关键。要想具有恢复力和“气候适应力”，组织机构必须将适应能力纳入其功能，

他说。它们必须了解，现在和未来的天气情况如何影响其组织机构，必须实施适当的运营和管理战略来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组织机构需要制定合理的战略来适应气候变化，最好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前做到这一点，”他说。

“所有这些都应该变成‘日常业务’的一部分，并考虑成本问题，如此一来气候变化只会对财务状况带

来微不足道的影响。”这并非易事，而标准能从中发挥作用。

实现愿景

组织机构需要制定愿景和框架来预估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并将其和适应措施融入到运营和管理战略当中。

因此，需要制定一系列这方面的 ISO 国际标准。

未来的 ISO 14090《适应气候变化——原则、要求

与指南》标准将帮助各种组织机构建立框架，帮助其对

天气形势的变化做出准备，并采取适应措施。

它适用于任何想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

响和风险的组织，帮助其合理地适应气候以提高恢复力。

ISO 14091 气候变化破坏性、影响和风险的补充标准以

及适用于地方政府和社区的 ISO/TS 14092 技术规范也

在制定当中。

填补空白

朵拉相信标准将填补重要空白。“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UNFCCC）为欠发达国家制定了《国家适应

行动计划准备注解指南》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指

南》，”他说。“但仍然存在空白，例如组织机构或社

区没有顶层的适应框架为指南做支撑。而标准能为各种

类型的组织机构提供帮助，不论它们在制定适应计划方

面的进程如何。”

对兵库县来说，标准将发挥巨大作用。“我们希望

即将完成的适应标准能支持本地政府助力巴黎协定，实

施有效的适应措施，”Koshio 说。

安格利安水务公司虽然已经制定了适应计划和方案，

但也希望能从中受益。“我们满心期待这些标准的发布，”

海顿说，“该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将是帮助组织机构预测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有用工具。”■

曹欣欣 / 译

一个重要举措是

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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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ervices’ flight  
to eco-friendly s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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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天空一片蔚蓝
ECOSERVICES
航空服务环保实践

航空业在未来几年内将面临的

重要挑战之一是如何继续提供安全、

可靠、高效和实惠的航空服务，同时

承担环境责任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EcoPower（生态能源）环境、健康与

安全管理部门主管基斯·鲁特（Keith 

Root） 解 释 了 ISO 50001 和 ISO 

14064-3 标准如何有助于提供解决方

案。

飞机清洗会造成环境问题。过去在用压缩机清洗喷气式发动机时，常常

把含有矿物质、金属、油和其他污染物的洗涤水溢到地面上而污染了环境。

EcoServices 公司（生态服务）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它不仅投入

开发新技术，而且采取协同行动来实施新的操作流程，基斯·鲁特解释说。

ISO 50001有助提高环境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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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ocus: 如今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

EcoServices 是如何管理并减少其温室气体

（GHG）排放的？

基斯·鲁特：EcoServices 因其 EcoPower

服务而闻名，这是一个获得专利的闭环发动机

清洗系统，使用干净、雾化、去离子的水来清

洗发动机从而实现最佳效率。由于化学品、溢

水或发动机清洗后的污水不再流入地下水中，

EcoPower 为使用者提供了安全环保和节省燃料

的选择。此外，该系统还能收集废水，对其进行

过滤并在下次清洗时重新使用。所以，这不仅更

有利于环保，而且还可以延长维护周期及延缓涡

轮机损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自愿

实施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标准（经美国国家

安全卫生基金会核实）。在标准规定的范围内，

ISO 50001 帮助 EcoServices 持续和系统地提

高环境绩效。EcoServices 在飞机发动机清洗服

务方面的能源需求不高，但是符合 ISO 50001 标

准帮助我们以最高效的方式使用能源，从而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

EcoServices 如何开展温室气体审查？是

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 EcoServices 内部审计

员对温室气体声明进行审查吗？

EcoServices 正计划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合作来核实温室气体排放量。NSF 是官

方认可的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

检查其是否符合健康和安全标准。该基金会有超

过 70 年的审计经验，拥有“卓越的温室气体方

面的技术能力”。据说，“NSF 制定了气候规划并由行

业专家来进行管理，他们把最新、最准确的信息用于客

户报告。我们在整个审查过程中派出专业的客户经理来

确保及时、顺畅和良好的沟通。”

ISO 14064-31) 如何确保 EcoServices 准确、

全面地记录温室气体排放量？

符 合 ISO 50001 标 准 可 以 保 障 EcoServices 以

最 高 的 效 率 控 制 能 源 消 耗；ISO 14064-3 对 于 确 保

准确记录、计算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必不可少。

EcoServices 业务遍布全球，ISO 50001 注重提高能效，

而 ISO 14064 系列标准则聚焦报告结构，确保其遵循并

符合公认的全球商业环境。

ISO 14064-3 为 EcoServices 带来了哪些附加

值，比如利益相关方的公信力、对排放量清单更有信心

等？对于想要使用 ISO 14064-3 标准的公司，你希望

给他们提供哪些其他信息？

ISO 14064 是 减 少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方 面 的 最 佳

实 践， 提 供 了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的 报 告 和 审 查 要 求。 对

EcoServices 来说，该标准通过利益相关方来核查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增加了公信力。此外，

它还实现了国际层面的认可和兼容，并提供了国际范围

内认可和推崇的框架和工具。■

靳吉丽 / 译

1）ISO 14064-3:2006《温室气体——第 3 部分：温室气体声明审查和

核实规范及指南》

EcoPower为使用者提供了

安全环保和节省燃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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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制气候变化

2015 年 12 月，195 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巴黎协定》设定了

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 2℃之内的远大目标。各国都在努力

实现这一目标，但计算温室气体（GHG）排放与移除的方法缺乏

清晰度和一致性，而 ISO 标准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

最终目标：
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2℃以内

简单三步
应对温室气体
排放清单

测量碳足迹

获得第三方认可

与他人沟通

▪ ISO 14064-1 在组织层面帮助企业量化和报告

   温室气体排放

▪ ISO 14064-2 帮助组织机构制定温室气体项目

   计划以减少排放

▪ ISO/TR 14069 提供了关于 ISO 14064-1 的

   使用指南

▪未来的 ISO 14067 将帮助量化产品碳足迹

▪ ISO 14064-3 对组织和项目的温室

   气体声明进行审查（对 ISO 14064-1

   和 ISO 14064-2 进行补充）

▪ ISO 14065 帮助认证机构开展温室

   气体声明的审查或核实

正在制定中的新标准……
ISO 19694 系列标准将帮助确定高耗能行业的固定

温室气体排放量，该标准包含一个通用文件以及几个

特定行业的部分（例如钢铁、水泥、铝、石灰和铁合金）。

▪ ISO 14020 提供了环境标志

   和声明的通则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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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s  
incentive for  

a low-carbon future

members excellence

泰国的低碳发展措施

在许多国家，标准化措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方法。泰国向我们展示了该国的做法，传授有效

的碳行动经验。

泰国在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过去几十年，

该国在消除贫困以及促进社会繁荣和人民福祉方面

取得重大进步。与许多国家一样，泰国的发展通常

依靠进口化石燃料，目前已经证明化石燃料是温室

气体（GHG）排放的罪魁祸首。由于过度的人为

GHG 排放，该国正面临着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

包括年平均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和更易发生干旱

和洪涝，可能由此引发更多极端天气事件。

这类气候不稳定的情况可能会影响社会发展和

人类福祉的前景。泰国政府已认识到这一现实，开

始致力于推动全球认可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及第

13 项关于气候行动的目标。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

承诺到 2030 年将 GHG 排放量减少 20%。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政府部门启动了一个包含很多项目的

可持续总体规划，以在运输业、工业、农业和能源

业等领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同心协力的气候行动需要公私领域及公众的合

作。正如企业和制造商必须寻求经济活跃与环境可

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消费者需要了解并具有可选

方案，以做出可持续的消费选择。此外，公共部门

必须通过清晰、具有战略性和一贯的政策来促进这

些方案的实施。

泰国工业标准协会（TISI）秘书长那塔普·郎

西邦（Nattapol Rangsitpol）解释了由 ISO 国际

标准切实引导的参与式标准化激励方案在推动该国

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绿化汽车行业

交通占泰国 GHG 排放量的 27%，泰国政府希望改变这一数

字，到 2030 年将排放量减少 2,3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

泰国运输业相关部门将此目标牢记于心，联手设计和实施了相关

政策和计划。比如，工业部引入了许多产业政策，鼓励制造商和

企业转向可持续发展来支撑二氧化碳减排。

2005 年，泰国政府联合工业部推出了环保汽车政策。这是一

项针对汽车制造商制定的激励政策，鼓励他们生产符合国际“清洁 -

高效 - 安全”标准的客运车辆，并满足 120 克 / 千米的强制性二

氧化碳排放限额。生产基地在泰国的所有大型汽车制造商都遵守这

一政策，开始生产环保汽车，进入本国及出口市场。2013 年，第

二项环保汽车政策出台，进一步促进该倡议的实施，该政策设定

了更严格的环境和行业标准，将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控制在 100 克 /

千米以内。

同心协力的气候行动需要

公私领域及公众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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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于 2016 年引入了一项新的二氧化碳排放

税法，提高基准并涵盖所有类型的汽车，以此取代基于

发动机功率的税收制度。根据新法规定，具有有效安全

体系的低碳汽车可享受退税政策。与此同时，制造商还

须在挡风玻璃上贴上环保标签，告知买家耗油量、排放

标准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信息。

该环保标签基于 TISI 所管理的标准而制定，包括

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1）。

通过使用该标准，消费者可以平等、开放地使用标准化

的技术信息，它也为汽车制造商提供了市场和品牌措施。

气候友好型产品

泰国温室气体管理组织（TGO）制定和实施了碳标

志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利用市场机制来鼓励碳排放大

户减少 GHG 排放。目前，泰国推行的碳足迹标志种类

包括产品碳足迹（CFP）和碳足迹减少（CFR）标志。

CFP 考虑了产品全生命周期中每个生产单元内的

GHG 排放量；CFR 则证明了按照 TGO 碳标志计划的

要求可以减少产品的碳足迹。CFP 和 CFR 组合标志是

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有助于消费者通过生命周期

方法轻松确认排放，并为企业提供了宣传产品碳排放信

息的机会。

同时，TISI 参与制定标准，使本地的利益相关方

和合格评定机构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TISI 特别任命的

第 59 个技术委员会积极参与 ISO 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

（ISO/TC 207）的工作，负责制定碳足迹系列标准，为

泰国的碳足迹计划提供有益基础。

碳足迹组织（CFO）试点获得了企业的积极响应，

其范围拓展到了本地政府部门，来帮助他们量化碳排放

并在管理职权范围内实施减排措施。该计划旨在制定针

对泰国政府部门的指南，构建当地碳足迹量化和温室气

体管理的能力，以及根据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活

动制定减缓碳排放和减少碳足迹的计划。

2013 年，TGO 引入了泰国碳抵消计划，通

过碳排放信用体系抵消机构的碳排放量，以此鼓

励泰国私营领域和产业界展示其社会责任。该计

划基于完全自愿的原则，已通过各类组织、产品、

服务和活动实现 GHG 排放量减少 63,191 吨二氧

化碳当量。

成功的标志

自 2015 年全面启动该计划以来，超过 5,000

个汽车和卡车机型的环保标志获批。二氧化碳消

费税和环保标签促使泰国汽车行业生产清洁技术

汽车，同时鼓励汽车买主践行绿色行动。通过实

施该计划，国内市场上客运车辆和小型货运汽车

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自计划引入后

分别减少了 28% 和 12%。

和环保标签一样，CFP 标志被视为展示碳

减排承诺的有效营销工具。自该计划实施以来，

508 家企业的 2,590 个产品获得了 CFP 标志，

同时 411 个组织机构通过了 CFO 注册，共计减

少GHG排放量1,626,091吨二氧化碳当量。同样，

64 家公司的 324 种产品获得了 CFR 标志。这些

产品包括瓷砖、墙壁和地板瓷砖、洗洁精、纺织品、

水泥、米袋、食用油等。CFO 计划还促进了“绿

色就业”，市场上涌现出提供碳足迹服务的顾问

和校验人员。

泰国实施的激励型碳减排计划为所有利益相

关方都有益处。消费者可以了解产品信息，有机

会做出环保的购买选择并参与 GHG 减排。同样，

制造商和生产商可以把标志作为市场推广的绿色

措施，来提升品牌形象，降低成本。泰国在减少

碳足迹方面成果显著，这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并最终引领该国走向低碳的未来。■

靳吉丽 / 译

1）ISO/IEC 17025 由 ISO 和 IEC 共同制定。

泰国工业标准协会秘书长那塔普·郎西邦（Nattapol Rangsit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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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庆祝成立
100周年

ISO加入国际性别
平等倡议

ISO 秘书长会见
多国成员

庆祝马来西亚荣获卓越奖

标准专家入选福布斯“30
岁以下杰出青年”榜单

中国欢迎ISO副秘书长到访

今年，美国标准协会（ANSI）

庆祝其开展标准和合格评定工作

100 周年。ANSI 的前身是美国

工程标准委员会（AESC），成

立 于 1918 年 10 月 19 日， 是 一

个中立的国家机构，负责协调美

国标准制定、批准国家统一标准，

及解决用户在使用标准时的困惑。

自成立之日起，ANSI 通过

重要工作引领和支撑自愿性标准

化社区，这些工作促成了美国历

史上意义重大的社会进步和划时

代事件，如战后的工业生产激增

和现今风靡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

浪潮等。

“一个世纪以来，ANSI 在

支撑美国国家发展和安全方面发

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不断

提高数百万人的生活品质，”ANSI

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S·乔·巴迪

亚（S. Joe Bhatia ）说。“ANSI

及其员工和高度协作的标准化社

区一直引领着激奋人心的工作，

为子孙后代作出创新性突破奠定

基础，我很荣幸参与其中。”

欲 了 解 更 多 ANSI 百 年

庆 相 关 信 息， 请 访 问 www.

ansi.org/100 并关注推特话题

#ANSIturns100。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 年全球性

别差距报告》指出，性别差距持续存在，

性别差距平均值为 32%，我们仍需在全球

范围内缩小这一差距。

今年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当天，ISO

秘书长正式承诺加入一项国际性别平等捍

卫者倡议，成为领袖团队的成员之一，以

此推动高级管理层中的性别平等。ISO 相信，女性在促进

社会发展的产品、服务和系统的创造上作出了宝贵贡献，

她们也应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标准化方面的平等代表权，加强

女性在 ISO 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参与度，并使她们与全球

女性有更多联络，”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说。“我们计划在整个 ISO 大家庭中推广女性

参与 ISO 工作的重要性。”

在 ISO 中央秘书处筹备召开下

一届 ISO 大会之际，ISO 秘书长塞

尔吉奥·穆希卡于 1 月初踏上会见

瑞士标准协会（SNV）等多国 ISO

成员的旅途，以期推动 ISO 大会的

成功举办。今年的 ISO 大会将于

2018 年 9 月召开，计划成为一届友

好、包容和创新的大会，为 ISO 成

员开放社交机会，同时充分发挥日

内瓦国际合作伙伴的作用。

接下来，塞尔吉奥在维也纳会

见了 ISO 奥地利国家成员体，分享

了对 ISO 的第一印象及对未来发展

的想法。随后，他与意大利、波兰

和捷克共和国等国家的标准化机构

代表探讨如何提高中小型工业化国

家在 ISO 体系中的参与度。这之

后，塞尔吉奥会见了丹麦、冰岛、

荷兰、芬兰、瑞典和挪威 ISO 成员

的首席执行官，重点探讨了 ISO 的

信息技术愿景和良好治理。最后，

塞尔吉奥于 2 月前往德国标准化学

会（DIN） 听 取 了 在 2017 年 ISO

大会上签署的《柏林宣言》的后续

工作进展，该宣言包括很多前瞻性

活动，旨在加强 ISO 成员之间的联

络并吸引青年专家参与标准化工作。

马来西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拿督玛迪乌斯·当奥（YB Datuk 

Seri Panglima Wilfred Madius Tangau）启动了 2018 年 2 月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举办的国家标准和认证奖之夜活动。这一年度活动由马来西亚标准部

（DSM）主办，表彰在标准制定使用及相关认可活动方面的优异表现。

在开幕式讲话中，部长强调了标准对马来西亚未来的重要性。“标准、

质量、认证和认可被确定为马来西亚‘十一五’计划（2016-2020）的重

要元素之一，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他说。

该活动在今年首次表彰了 DSM 战略合作伙伴的工作。马来西亚标准部

部长法迪拉哈·巴哈瑞（Datuk Fadilah Baharin）说：“今晚，我们希望

正式感谢那些通过标准和认可来追求质量的合作伙伴。”

活动还庆祝了国际标准奥林匹克竞赛中两个马来西亚校队的胜利。该比

赛由韩国技术标准署（KATS）发起，提倡中小学生通过标准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提高这一年龄段人群的标准意识。

福布斯刚刚发布了“30 位 30 岁以下欧洲杰出

青年”榜单，来自娱乐、金融和科技等不同领域的

300 名青年佼佼者入选。该榜单首次纳入 ISO 智能

运输系统技术委员会（ISO/TC 204）的一名专家。

悉达尔塔·喀斯特格尔（Siddartha Khastgir）

入选了今年福布斯 30 岁以下最有活力、最有前途的

规则改变者榜单。喀斯特格尔是英国华威大学制造工

程学院的首席工程师，主要

从事无人驾驶车辆标准和无

人驾驶系统测试方法的制定

工作。他同时还是 ISO 车辆、

道路警示和控制系统工作组

（ISO/TC 204/WG 14）的

英国专家，负责高级驾驶辅

助系统和自动驾驶领域的标

准制定工作。

选择年轻而有远见的人

是福布斯每年备受瞩目的活

动，记录员们对上千个提名名

单进行审查并对专家评委进

行民意调查，来确保每个上榜

者都是所在行业的佼佼者。

应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的邀请，ISO 副

秘书长尼古拉斯·弗勒里（Nicolas Fleury）于 2018 年 3 月

访问中国，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标准化培训工作。

尼古拉斯的第一站是北京，他向标准化机构和学术工作者

深入解读了 ISO 的版权政策《ISO/POCOSA 2017》。中国

的标准化改革不断加速并得到了近期修订的《标准化法》的支

撑，他详尽的介绍提供了学习更多国际标准化知识的机会。

此次访问中，尼古拉斯深入了解了即将成为全球标准教

育中心的青岛国际标准化培训基地。在青岛，他参与探讨了

2018 年 ISO 国际和区域培训活动计划，并对 2019 年青岛国

际标准化论坛（QFS）的举办提出了相关建议。

随后，尼古拉斯访问了青岛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示范试点

及城市供水设备企业青岛三利集团，了解这些机构的标准使用

情况。

靳吉丽 / 译

塞尔吉奥·穆希卡会见来自各国 ISO 成员的
首席执行官。

标准奖获得者马来西亚标准部阿兹米·伊德里斯博士（YBrs Dr 
Azmi Idris）从马来西亚标准部部长法迪拉哈·巴哈瑞（Datuk 

Fadilah Baharin）、ISO 主席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和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手中接过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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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to
unlocking 

green 
finance

构建绿色金融
体系的秘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表示，我们是能够阻止气候变化的

最后一代人。为此，我们就要转向

零碳、可持续的循环经济。然而，

直到现在，构建相应的金融体系仍

是一大挑战……来看看 ISO 如何站

在这场变革的最前沿，通过制定标

准来推动、催化、支撑新型可持续

经济。

文 / 里克·古尔德   by Rick G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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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列出十大环境风险，资源枯竭、污染、气候变化将会位列榜首。事实上，

这三项风险紧密相关，正如现今经济学和环境管理对于实现可持续经济缺一不可，

其目的是促使变革发生。2015 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1）上，

四百多名资产总值达 24 万亿美元的主要投资者呼吁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强有力的

气候变化应对协议。会后协议确实达成，但由于所需资金庞大，融资面临着挑战。

此外，如何进入这个由风险规避型投资者支持的、数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需要

想想办法。

资金投入量是前所未有的。例如，UNEP 表示，到 2030 年在向新经济过

渡期间，全球大多数的基础设施将需要重建和更换。另外，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

会的旗舰项目“新气候经济”报告显示，这场经济环境革命所需资金将达 90 万

亿美元。该项目是一项全球倡议，旨在研究各国如何在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风险

间寻求平衡。

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35 年全球能源领域至少需要 53 万亿美元资金投入，

以阻止危险气候变化的发生。同时，据欧盟可持续金融高级专家组（HLEG）估

计，在这片催生出 2015 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大陆上，每年须投入 1800 亿美元才

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激励与鞭策

资金投入已然启动，却涌现出大量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缺少自然资源评价工

具，也没有稳健的通用标准至少激励金融机构降低气候变化风险，

即使不能鞭策他们。比如，2015 年的巴黎大会上，投资者们呼吁

金融机构检测并披露此类风险。波士顿公共资产管理公司今年早

些时候发布的报告称，全球 59 家大银行中，仅有不到一半开展气

候变化风险评估，超半数银行并未减少煤炭方面的融资。

其他问题也并行存在。过去十年间，一种新型投资产品“绿

色债券”应运而生。简单地说，债券就是一种借债方式，债权人

可在限定时间内获得固定收益，并如数收回借款。而绿色债券为

可再生能源、低碳建筑和交通、节能、废物最少化、循环经济、

可持续农业及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提供重要资金支持。它的面值

也体现出一种双赢：投资方为改善世界提供资金，开发方也获得

资金孵化环保项目及计划。

绿色债券的源起

“绿色债券”一词由世界银行在 2008 年发布《发展与气候

变化：战略框架》时提出，以期为可持续发展项目及计划的新型

融资方式打上生态标签。自此，绿色债券市场得以充分发展。气

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是一家致力于动员

债券市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性组织。据该组织称，金融机构

在 2017 年发行了约 1555 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尽管如此，目前绿

色债券在全球债券市场的占有量仍不足 0.5%。

有创新也有争议。例如，打着“绿色”标签的债券却是为不

断提高炼油厂的营运效率筹措资金。而且，绿色债券的定义纷杂，

新保险方案层出，让人不解，心生厌烦。“绿色债券的定义莫衷

一是，让投资人感到困惑，望而却步，”约翰·夏德勒（John 

Shideler）博士评价道。他是 ISO 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环

境绩效评价分技术委员会（ISO/TC 207/ SC 4）主席，十多年来

积极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工作。

“发行人可以从诸多框架如绿色债券原则（GBP）、气候债

券标准（CBS）、中国人民银行给出的指南等选一个来证实自己的

绿色债券发行申请。然而，资格审查规则不统一，“绿色”的定义

纷杂，都限制了该领域的发展，”夏德勒博士惋惜地说道。幸运的

是，包括 ISO 14030《绿色债券—指定项目与资产的环境绩效评估》

在内的新的 ISO 系列标准，将有助于极大地缓解此类问题。

几十年来，标准都是

实现有益改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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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框架

几十年来，标准都是实现有益改变的关键，也为此

提供结构支撑。环境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ISO 

14001 环境管理系统可协助食品公司进行废物再利用。

同样地，无数家公司借助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统每年

节省大量能源开支。并且，通常一年内可实现投资回报。

有鉴于此，ISO 目前在制定新一代环境管理标准，

尤其把重点放在经济学与环境管理的融合上。如，无论

在战略上还是策略上来说，对自然资源进行评估及开展

环境成本效益分析均是可持续发展项目的重要环节。

相应地，ISO 14007 将有助于组织机构确定与环境

相关的成本与收益，包括环境因素及环境对自然资源的

影响和依赖。ISO 14008 则提供一套用于将环境影响的

价值予以货币化的工具。“自然资本评估日益推进，对

环境因素及影响进行货币评估的需求也凸显出来，”ISO/

TC 207/SC 1 环境管理系统分技术委员会主席马丁·巴

克斯特（Martin Baxter）解释道，“因此，有一套标准

化的、协调一致的方法很重要。”

尽管巴克斯特认识到这两项标准对于应对气候变化

风险有作用，但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资金来适应、应对、

转向低碳可持续经济。这就需要另外两项标准来发挥关

键作用——ISO 14097 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投资风险的评

估与披露标准及 ISO 14030 绿色债券标准。

标准启航

2015 年巴黎大会召开一年后，法国通过了世界上首

部应对及披露气候变化风险的法律。“《法国能源转型法》

的第 173 条规定，机构投资者要声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风险，”ISO 14097 标准制定工作组召集人斯坦尼斯拉

斯·迪普雷（Stanislas Dupré）解释道。该标准要求

对气候相关风险及金融机构内气候行动的影响进行报告。

该领域现有标准呈多样化、碎片化态势，对协调、

统一的国际标准的需求迫在眉睫。ISO 14097 将大有可

为。“如今确实需要技术指南和标准框架来协助金融机构、

银行、投资者及资产管理人员评估、揭露气候风险。”迪普雷补充道。

而且，ISO 14030 能提高绿色债券的可信度和一致性。绿色债券需要一项

基于绿色债券原则、气候债券标准及现有绿色债券分类法构建的统一的国际标准，

以此消除地方标准繁芜、颠覆性市场分崩离析的风险。到了 2015 年，这一点已

十分明确。“它将成为首个绿色债券国际标准，”夏德勒说。

那么，ISO 14030 如何将现有标准考虑在内呢？将现有标准融合起来是

ISO 的强项。ISO 14030 将以绿色债券原则及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发布的气候

债券标准为基础。标准制定工作组的专家也在考虑纳入中国金融协会绿色金融

专业委员会与欧洲投资银行联合创制的绿色债券分类法。这种种资源都是 ISO 

14030 的源泉。

与此同时，欧盟可持续金融高级专家组（HLEG）提议欧洲委员会制定一项

欧盟绿色债券标准。“HLEG 的提议正契合 ISO 14030 的范畴与方法，并且新

的标准制定工作组成员包括 HLEG 的专家，还有在现有标准的制定和使用上经

验丰富的专家”，夏德勒评价道。

ISO标准将为此

提供框架、结构

及力量支撑。

ISOfocus_128 | 4342 | ISOfocus_128



全盘获益

那么这些标准将如何齐力应对气候变化？简单地说，在标准的帮

助下，决策者更可能做出经济和环保角度均可持续的明智选择。“ISO 

14008 提供了一种自然资本核算的标准化方法，适用于各种类型及规

模的组织机构；而 ISO 14007 仅适用于组织层面。因此，这两项标准

将互为补充，” 巴克斯特解释道。

ISO 14097 将带来什么好处呢？“主要有三大好处，” 迪普雷说。

“第一，为金融投资及管理人员评估气候风险提供指导；第二，可降低

气候风险暴露程度，进而促进低碳经济转型；第三，具有标准化方面的

好处。换句话说，统一的框架为评估、检定、比对提供依据，”他补充

道。该标准预计于 2020 年发布。

ISO 14030 也有三大好处，夏德勒说：“第一，消除对绿色债券

构成部分的困惑；第二，规定了可申请绿色债券融资的资产及项目的类

别；第三，保证了绿色债券的发行具有环境效益，可增强投资者信心”。

如无意外，该标准将于 2019 年发布。

总之，如果经济学与贸易是文明的根基，那么如要实现可持续的生

存，将经济学与环境管理相融合就变得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资

源评估、环境成本核算的方式。如果环境金融是实现这种转变所需资本

的关键，那么 ISO 标准通过协调与担保，将为此提供框架、结构与力

量支撑。■

金英果 / 译

绿色债券市场

▸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
（COP21）上，四百多名

资产总值达 24 万亿美元
的主要投资者呼吁

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强有力的
气候变化应对协议。

▸ 欧洲委员会每年须投入

1800 亿美元才能实现
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 到 2035 年，全球能源领域
至少需要 53 万亿美元
资金投入以阻止危险的
气候变化。

▾ 2017 年，金融机构约发行

1555 亿美元的绿色债券。

▾ 这一经济与环境决议需要

90 万亿美元资金投入。

来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来源：气候债券协议

来源：新气候经济

来源：国际能源组织

来源：欧盟可持续金融高级专家组

标准一览
下列四项正在制定中的标准将环境管理

与经济学相融合，包括：

▪ ISO 14007《环境管理：检测环境成

   本与效益——指南》

▪ ISO 14008《环境影响与相关环

   境因素的货币估值——原则、要求与

   指南》

▪ ISO 14030《绿色债券——指定项

   目与资产的环保绩效》

▪ ISO 14097《气候变化相关投资及

   金融活动的评估、报告框架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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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polluters 
take a stand

应对气候变化
重污染行业戮力同行

一些重污染行业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

行动中，出乎意料地成为了盟友。它们为什么

要表明立场？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清洁空气

呢？

文 / 玛利亚·拉萨尔特   by Maria Lazarte

铝、钢铁、水泥及其他能源密集型行业是城

镇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需要它们。但

制造这些产品要在高温条件下加热、改变材料，

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由此产生的排放量在全球稳

定温室气体（GHG）中占比很大。

该领域的一些重要行业不想再被视为重污染

行业。“人们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气

候变化正在发生，我们要立刻行动，再等就晚了，”

德国水泥工业协会（VDZ）执行会长沃尔克·霍

尼格（Volker Hoenig）说。该协会在本国经营

一家水泥研究所，同时为全球水泥行业提供服务。

“好在这些排放稳定，集中在一个地方。因此排

放过程固定、可预测，易于监控。”

制定新的针对特定行业的系列 ISO 标准来检

测 GHG 排放可能会改变现状。霍尼格在谈到此

事时说：“现在是时候让行业承担起责任了。动

力源自制造商自己。很快，业内同行们一致同意，

达成共识、做出影响他们未来的决定。来自钢铁、

水泥、铝、石灰和铁合金行业的代表们通力合作。

这是一项强有力的举措。”

具体解决方案

水泥制造是世界上最耗能的工艺之一。但水

泥作为混凝土结构的粘合剂是不可替代的。“这

就是为什么 VDZ 成为 GHG 排放监测与报告标

准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霍尼格说。

该协会积极参与标准化工作，主要涉及产品

质量方面。但大约在 15 年前，欧盟排放贸易体系

引入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1) 

水泥可持续发展倡议（CSI）二氧化碳和能源协

定书制定之后，VDZ 才开始对 GHG 检测与报告

产生兴趣。目前，该协定书被全球近 1,000 家水

泥厂采用。

“针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 GHG 检测与报告

标准化最初是一项在欧洲发起的倡议，VDZ 在初

期就参与其中，”霍尼格继续说道。此后，行业

向 ISO 寻求帮助，以扩大工作范围。“气候变化

是一个全球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

案。向 ISO 寻求帮助是合情合理的，”他说。“国

际标准有助于营造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这对经

济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行业领袖愿意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制定中，这

点值得关注。“我们接受事实，” 霍尼格说，“虽

然身为重污染行业，但我们可以采取些行动。”

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一系列名为“ISO 

19694”的特定行业标准即将发布。该系列标准

1）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是一个由全球首席

执行官主导的组织，200 多个优秀企业共同努力 , 加速向可持

续的世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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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含一个通用标准及几个特定行业标准。“目前，钢铁、水泥、

铝、石灰和铁合金行业相关标准已经制定完成，还有两个关于半

导体及显示器的标准即将完成，” 霍尼格解释道。“这些 ISO 标

准将提供准确、最新的方法作为最佳实践。另外，因为这些标准

是国际性的，所以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将从中受益。ISO 的工作流

程也可确保这些标准得以定期修订、更新，所以我们可以一直获

得最新信息。”

一吨就是一吨

尽管制定检测与报告标准听起来并不像是变革性的一步，但

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无法获得全球重污染行业准确、具有可比

性的排放数据。“目前，这些行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检测排放量。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清楚地通过对比来评估一家公司的排放情

况，”ISO 空气质量技术委员会固定源排放系统分委会（ISO/TC 

146/SC 1）主席马塞尔·克勒曼（Marcel Koeleman）说。

这会造成很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制造商无法准确评估自身

的影响。“你可能做得比你想的要好，也可能要坏。但如果不采用

同样的方法，你就无法确切了解情况，”克勒曼说。“这件事情

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公司将会意识到他们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效，

但如果我们想要有所改变，就必须走出这一步。”

其次，如果检测方法不统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等监控机构就很难准确了解这些行业的实际影响，也更

难协调应对措施。国家或公司均可采用标准化方法开展行业排放

报告或将其作为内（外）部基准，这将有助于 IPCC 等组织实施

或加强监控。第三，如果缺少可对比的检测数据，确定最佳实践

将十分困难，而最佳实践对于采取有益的气候变化行动来说至关

重要。

“因此，未来标准是更广泛的应对措施中关键的一部分，”

克勒曼说。“我们将首次能够比较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排放量，可

在国家间以及行业间做比较。未来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用统一

的方法检测工厂。任何行业一个工业设备排放的一吨二氧化碳在

全球范围内都将是一吨二氧化碳。但由于报告方法的差异，目前

的情况并非如此。”

这些标准对于创建更可控的清洁行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

步。比如，国家和公司可就减少 GHG 排放的项目达成一致，

采用统一的新方法监控结果。这些标准也将有助于制定更

精确的环境管理政策。因此，ISO 19694 不仅是一个技术

文件，还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广泛的社会促进作用。

“行业并不总是乐于接受挑战。作为技术委员会主席，

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们都知道会有经济后果，也有不同的

利益需要考虑，但当我问周围的人，他们是否仍然支持这

些标准的制定，每个人都赞成。”

最后一个问题是，ISO 已经有一系列的环境标准，包

括量化、监测 GHG 排放的标准，那为什么仍有必要制定

新标准呢？对克勒曼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能源密集

型行业对 GHG 排放的贡献极大。有针对性制定指南，将

特定工业过程考虑在内，标准将更具适应性、更准确，可

极大提高采用度。“ISO 制定标准的好处在于，我们不仅

能从其标准制定经验和国际推广中受益 , 而且可以与 ISO

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07）已确定的最佳实践方

法保持一致。最后，大家可以相互学习。”

目前，ISO 19694 系列标准正在制定中。除了行业代

表之外，该技术委员会的环境专家、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

参与了标准的制定。“欢迎更多专家参与，”克勒曼热情

地说。“如果你所在行业是能源密集型的，你想要自己的

组织起到引领作用，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有话语权，那就加

入我们吧！只需联系你们国家的 ISO 成员，就可以加入技

术委员会。成员越多，我们的工作就越好做。” 克勒曼特

别热衷于鼓励新兴经济体加入 ISO。“ISO 的一个优势是

不仅仅在会议室内达成共识，它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达

成共识。”■

金英果 / 译

这些标准对于创建

更可控的清洁行业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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