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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有关雨林联盟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或联系 info@ra.org。  

 

本指导文件不具约束力。这意味着，本文档提供了重要信息，以帮助读者理解、说明并实施上面“关联

文件”一栏中所列文件规定的要求。  但是，这并不强制要求一定要遵循本文件中的指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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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雨林联盟在商业、农业和林业的交汇领域工作。我们将各路盟友汇聚一起，合力应对当今最紧迫的社会

和环境挑战。2020 年 6 月，我们发布了别具特色的新版认证项目，旨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农作。 

 

新认证项目的支柱之一，是基于风险的保障方案，其重点在于识别并缓解可持续性风险，而不仅仅是解

决已出现的问题。该方案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利益相关方咨询。  

 

根据 2020 版认证和审核规则 (CAR)，利益相关方咨询，就是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交流，是验证和获取

信息的一种方式，有助于认证机构 (CB) 识别风险并为现场审核制定计划。认证机构咨询不同的成员

（例如，机构、组织、团体或个人），他们是证书持有者运营所在社区的一部分（或者非常熟悉社区）

并且可以充当可靠的信息提供者，以审查在如下方面存在的风险：工人、当地社区或其他可能受证书持

有者运营影响的弱势社区。 

 

本文件旨在支持认证机构按照 CAR 附件 AR4.2 的要求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并指导认证机构完成利益

相关方咨询的准备、执行和报告阶段的不同步骤。 

 

利益相关方咨询的目的 

 

利益相关方咨询对保障过程和认证机构的支持，体现在以下四种方式：其一，认证机构可以在咨询过程

识别并提示风险，证书持有者可能在童工、强迫劳动或结社自由等相关要求方面存在不符合项 (NC) 。

咨询过程还有助于认证机构从拥有更多和/或不同风险信息的独立第三方获得中立的观点。雨林联盟童

工和强迫劳动方面的风险图侧重于国家层面的风险，而认证机构的利益相关方咨询则侧重于地方层面的

风险。  

 

其二，认证机构可以借此了解每种不同当地情况下的普遍问题和风险，例如地理区域、农作物、行业，

以及对童工、强迫劳动和/或结社自由的要求。认证机构还可以发现普遍存在的情况，以及其对农场/团

体或其所在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例如，COVID-19、该地区的持续冲突、邻近地区的社会

动乱，和人口迁移）。  

 

其三，有助于认证机构了解，关于这些主题的当地的理解和释义，及其与审核员可能需要熟悉的文化实

践、观念、规范或偏见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当地的观念，女孩必须结婚并且不需要

接受教育。在这些社区里，对于她们这种情况而言，将她们送去工作被认为是合理的做法。由于这些观

念可能会导致童工的风险，因此审核员有必要在审核之前对其进行了解。  

 

其四，有助于认证机构建立和维护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因此他们可以在审核团队离开后，持续向认证

机构提供整个年度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的有关信息。如此一来，可收集的信息便源源不断。  

 

认证机构应将咨询获取到的信息，用于改善整体的审核质量以及更好地制定审核计划，以便调整访谈、

样本和文件验证的数量以及审核实施。  

2. 利益相关方咨询的准备  

 

2.1 确定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的需求 

2020 版 CAR 附件 AR 4.2 规定，针对以下风险情况需要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  

1. 基于雨林联盟童工和强迫劳动方面的风险图，在童工和/或强迫劳动方面存在高风险的审核，和

/或  

2. 认证机构所确认的、在结社自由方面不符合项存在高或极高风险的审核（通过审核准备期间的

审核风险评估），和/或  

3. 在雨林联盟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tag/2020-certification-program/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whats-in-our-2020-certification-program-risk-based-assurance/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2020-certification-and-auditing-rul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issues/human-rights/manage-risk-with-the-rainforest-alliance-child-labor-and-forced-labor-sectoral-risk-map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issues/human-rights/manage-risk-with-the-rainforest-alliance-child-labor-and-forced-labor-sectoral-risk-map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in-the-field/manage-risk-with-the-rainforest-alliance-child-labor-and-forced-labor-sectoral-risk-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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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认证机构需要验证以下事项： 

a. 童工和强迫劳动风险图数据表。选择将要审核的国家/地区（B 列）和行业（C 列），并查看其

在 E 列中显示的风险级别。如果显示童工或强迫劳动为“高风险”，则需要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  

 

如下图 1 所示，如果要审核的是巴西的咖啡农场，数据表显示：  

a. 强迫劳动：高风险 

b. 童工：中风险 

由于仅在高风险情况下才需要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因此本次审核需要进行有关强迫劳动的咨

询。  

 
图 1 童工和强迫劳动部门风险图数据表摘录 

 

b. 然后在审核风险评估（认证申请表的一部分）中填写信息。如果底部蓝色框内的信息（见图 2）

显示风险类别为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则需要进行关于结社自由的利益相关方咨询。 

 

 
图 2 审核风险评估摘录 

 

c. 内部核对，是否存在：雨林联盟与您联系，要求为本次审核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  

 

 

2.2 书面程序  

 

根据 CAR（附件 AR4.2，第 3 点），认证机构需要制定、记录和实施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的程序。该

程序应包括以下事项：  

• 咨询涵盖的关键要素 

• 咨询的方法 

• 咨询的时间阶段和时长 

• 确定负责进行咨询的人员 

• 记录过程和结果，并  

• 将结果告知：审核团队，认证机构内的其他负责人员，以及雨林联盟 

 

本指导文件的部分内容可以作为程序内容的参考来源。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data-sheet-for-child-labor-and-forced-labor-risk-map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certification-application-form-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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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选择利益相关方  

 

认证和审核规则（附件 AR4.2，第 9 点）规定，至少需要三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利益相关方咨询。选择合

适的利益相关方是认证机构的特定权利，并且其应该基于风险评估、适合性、相关性和背景做出选择。

认证机构应确保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多样性。 

 

对于利益相关方咨询，利益相关方被定义为机构、组织、团体或个人，他们是证书持有者运营所在社区

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作为可靠的信息来源。  

 

利益相关方的范围是宽泛的，其包括但不限于，当地非政府组织、当地的主题专家、顾问、地方主管部

门、社区领导、当地医疗中心工作人员、警察、宗教中心、当地学校和当地政府、涵盖证书持有者工人

的工会的代表，社区社会团体、当地记者、福利团体等。 

 

认证和审核规则（附件 AR4.2，第 7 点）要求，与当地利益相关方联系，能够深入了解该地区的情况，

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他们有兴趣与当地社区合作。他们往往最能分享国家机

构可能无法获取的信息。同时还能鼓励当地组织，其去关注与雨林联盟 2020 版可持续农业标准相关的

证书持有者的实际活动。  

 

另一种方法是，结合使用正式咨询和非正式咨询来收集信息。尽管认证机构必须对非正式咨询进行记录，

包括附件 AR 4.2 中所要求涵盖的所有详细信息，但非正式咨询程序不能代替对正式咨询的相关要求。

对于非正式咨询，认证机构可以联系，例如，证书持有者的邻居或该地区的知名人士，对于传闻也可纳

入。   

 

作为补救规程的一部分，证书持有者必须准备一份潜在利益相关方的名单，供认证机构使用。但是，建

议认证机构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来扩大其范围： 

• 网络搜索：积极参与该地区相关主题的人员或机构； 

• 与国家利益相关方联系，以获取在该地区工作的机构的详细联系方式。 

• 使用当地审核员，或利用其他认证方案的先前经验。 

 

您可以使用此类资源来查找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组织。请注意，此列表不是详尽无遗的：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Slavery/UNVTFCFS/Pages/SlaveryList.aspx 

https://www.modernslaverymap.org 

https://www.ituc-csi.org/?page=abook 

 

利益相关方列表应至少包含：  

• 个人姓名或组织名称 

• 利益相关方类型 

• 负责人 

• 联系人的角色 

• 联系电话  

• 主题/工作领域  

• 电子邮件地址  

• 网站（如果适用） 

 

认证申请表中的指导模板：利益相关方咨询，可用于填写有关选定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另请参见图 3。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Slavery/UNVTFCFS/Pages/SlaveryList.aspx
https://www.modernslaverymap.org/
https://www.ituc-csi.org/?page=abook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certification-application-form-caf-guidance-templat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certification-application-form-caf-guidance-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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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用于列出选定利益相关方的指导模板摘录  

 

 

2.4 确定沟通渠道 

 

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可以是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例如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面对面或通过调查，和

/或认证机构网站或电子邮件地址上的持续反馈。  

 

认证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最合适的咨询形式。从联席会议到开放式访谈、问卷调查、调查、电话，

或组合使用这些方式，范围不等。所选择的沟通渠道和方法，必须与背景环境、人员的可用性以及所使

用的语言（一种或多种）相适应。  

 

认证机构必须评估利益相关方与证书持有者的利益冲突风险。这些例子可能包括，供资伙伴、家庭成员

/亲属，或先前或当前与证书持有者有雇佣关系的利益相关方。  

 

 

2.5 有效的合作 

 

利益相关方咨询的有效进行，可能会受到多个因素影响，例如时间、语言、参与的兴趣和成本。随着时

间的推移，多个认证机构可能会多次联系某些地区的利益相关方，令他们失去合作的兴趣。因此我们建

议，在同一地区工作的认证机构，采用协作的方式进行利益相关方咨询。例如，共享某些地区利益相关

方的详细联系方式、在认证机构之间共享通过利益相关方咨询获取的一般信息、与其他认证机构和利益

相关方协商何时最适合与其联系，以及相互协调并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为了支持利益相关方参与咨询过程，雨林联盟制定了一份利益相关方咨询信函。认证机构在联系利益相

关方时可以使用、翻译或修改信函。对于特定国家/地区、或需要进行正式书面沟通的政府机构等利益

相关方，这可能是必需的。 

 

联系并让利益相关方配合工作，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部分利益相关方可能不感兴趣，或迟迟不作出

回应，因此最好在所计划的审核日期之前至少 3 个月开始启动流程。  

 

如果认证机构人员不熟悉特定地区或语言时，出于促进与选定利益相关方交流的需要，可能会涉及非潜

在利益相关方的中立当地人士。  

2.6 支持文件 

 

在确定合适的利益相关方之后，认证机构和利益相关方可讨论：  

- 联系他们的原因  

- 咨询过程的范围，包括是否涉及童工、强迫劳动和/或结社自由  

- 所收集信息的保密性  

- 任何已知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 认证机构如何在其审核过程中使用在此过程中收集的数据，以及他们将如何记录收集到的相关

信息。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stakeholder-consultation-letter/


 

SA-G-GA-47-V1CN            8 

  

为了推动咨询的顺利进行，您可以在对话之前将以下文件发送给利益相关方： 

• 利益相关方咨询信函 

• 认证和审核规则（附件 AR4.2）  

• 雨林联盟 2020 版可持续农业标准，农场要求 

• 童工和强迫劳动方面的风险图 

• 接收反馈的模板（认证机构模板），（或链接，雨林联盟的“利益相关方咨询指导模板”） 

• 保密协议（认证机构与利益相关方之间，认证机构模板）  

• 利益冲突声明（认证机构模板）  

 

 

 

3. 实施利益相关方咨询 

 

认证和审核规则附件 AR 4.2 第 12 点定义了进行咨询的必需流程。  

 

a. 利益相关方简介，包括联系原因、潜在利益冲突、计划纳入的主题。 

b. 对话至少包括： 

I. 介绍咨询目标和数据的使用方式 

II. 保密协议 

III. 就相关主题进行信息查询/分享 

▪ 认证机构在制定问题或讨论要点，以及讨论主题时，必须谨慎，并确保避免暗

示证书持有者存在不符合项。这些问题应当是开放式的，旨在获得更广泛的背

景信息。问题或信息收集应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并以讨论而非审问的形式进行，

且不带批判性/判断性。本文件的附件 1 提供了问题示例。 

▪ 在咨询过程中，认证机构应评估童工、强迫劳动和/或结社自由的风险，核实

是否有关于证书持有者 (CH) 的申诉、可能的侵权行为或已经提交的社会冲突

的具体信息，或利益相关方知道的任何相关（未决）法律诉讼。 

IV. 所收集的相关信息的记录 

▪ 参考第 4 章中描述的内容。  

V. 结束咨询，包括就利益相关方如何在整个年度中继续为认证机构提供与所讨论主题相

关的风险/问题情况更新达成一致 

▪ 认证机构向利益相关方提供其联系方式，以及如何在整个年度中提供与任何相

关主题有关的风险和问题的更新信息。  

c. 认证机构与利益相关方进行跟进，认证机构确定其未来将何时与利益相关方联系，以获取更新

的信息。 

 

举办咨询的方式有多种，例如： 

- 正式或非正式会议 

- 现场或远程  

- 通过口头交谈或书面调查  

- 如果采用远程方式，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例如电话或网络通话 

 

 

 

4. 分析和报告结果 

 

4.1 汇总结果 

 

认证机构应记录咨询的详细信息。他们至少应该保留：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stakeholder-consultation-letter/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2020-certification-and-auditing-rul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2020-sustainable-agriculture-standard-farm-requirements/
https://www.google.com/url?client=internal-element-cse&cx=009031452438183330828:1jultenalmc&q=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ource-item/certification-application-form-caf-guidance-templates/&sa=U&ved=2ahUKEwibueru-MvxAhWkg_0HHYqyDHcQFjABegQIAhAB&usg=AOvVaw2xtufxYZozOLvlVJN1vXv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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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咨询的个人和组织的名称和联系详情 

• 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所有通信副本 

• 所有收到的口头信息的会议记录/纪要 

• 认证机构未来将何时及如何从利益相关方获取更新的信息 

• 说明认证机构如何评估来自利益相关方咨询的信息，以调整审核计划或根据现场审核中获得的

结果进一步核实信息   

 

汇总咨询结果： 

• 如果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陈述相互矛盾，认证机构可以选择增加咨询的利益相关方的数量或在计

划时增加审核时间，以便在审核期间调查问题。 

• 如果同一地区有多个证书持有者，则可以合并咨询，以便优化利用时间和精力。但是，认证机

构务必要保持咨询过程的质量，并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对话。  

 

认证机构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模板或雨林联盟提供的模板进行报告（利益相关方咨询指导模板，见图 

4）。 

 

 
图 4：认证申请表的摘录——利益相关方咨询指导模板。 

 

对于“风险级别”，认证机构可以根据其对咨询期间所确定风险的判断，选择不适用、低、中或高等不同

选项。在“咨询收集的详细信息”一栏，认证机构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并总结，关于该具体问题的三个

（利益咨询方）咨询的主要结果。在“涵盖的主题”章节，认证机构可以指明，咨询是直接针对多个主题

还是仅针对一个主题。另外，在“备注”中，认证机构可以指出任何补充注释或内部分析。  

 

 

4.2 使用结果 

 

结果的汇总和评估，应当根据雨林联盟提供的风险图进行。如果咨询表明高风险，认证机构应按照审核

规则中规定的程序，调整审核计划。认证机构应将来自咨询及其评估的信息作为审核过程的一部分，并

确保将结果提交给审核团队，以便审核员在审核过程中对其进行核实。  

 

在审核期间，无论在利益相关方咨询中确定的风险被认定为高、中、低还是不存在，都必须要求审核员

在访谈和现场观察中涵盖相关的风险主题。因为工人和工会是内部利益相关方，因此这一过程可以收集

到充足的信息。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certification-application-form-caf-guidance-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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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报告结果 

认证机构必须按照雨林联盟的保障要求，保存利益相关方咨询的所有记录。仅在雨林联盟提出要求时，

认证机构才需要在雨林联盟认证平台上提交利益相关方咨询的结果和相关文件。  

 

 

 

附件 1：问题示例 

 

为了做好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的准备，您可以修改下面介绍的问题和主题示例，以便帮助您识别任何

问题的指标。  

 

 

强迫劳动  

根据术语表附件 S1，强迫劳动指的是：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违背其本身的意愿需要

完成的所有工作或服务。如果某人从事非自愿性工作（未经工人的自由知情同意），且被威胁、惩罚或

以某种胁迫形式要求从事该工作，则将其归类为强迫劳动。 
 

非自愿：   

• 通过身体或心理恐吓控制员工： 

证书持有者如何管理其员工？工人是否与社区互动？他们出于个人需求离开工作场所的频率是？ 

• 身体或性暴力  

工人的待遇如何？如何报告所发生的任何问题？  

• 与口头合同相比，对书面合同条款的虚假陈述（虚假承诺）  

该地区雇佣条款的订立一般是采用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工人如何了解这些条款？ 

• 扣留护照、身份证、学历证书等证件。  

如何确保工人不离开工作场所？ 

• 索要货币存款或任何其他抵押存款   

工人如何确保工作和工作期限？工人是否支付佣金或押金？ 

• 使用监狱劳工和国家强制性劳工，如受雇工作的军人（请参考国际劳工组织《1930 年强迫劳动

公约》（第 29 号））  

该地区是否有监狱劳工的工作选项？囚犯是在农场还是工厂工作？  

• 无证移民工人 

工人的登记程序是什么，特别是季节性工人？ 

• 受到人身监禁的工人被安置在活动受限的房屋/场所，或在场所内外的活动受限。 

工人是否可独立到市场或村镇购物，是否有武装警卫监视工人的活动？  

• 无偿加班，或更长的工作时间，不合理的任务 

工人可以工作多少个小时？他们如何得到补偿？ 

• 工人是否需支付工具、个人防护设备 (PPE) 的费用，或因无意出错受罚。  

处罚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招致处罚的潜在原因是什么？  

 

债役：  债务人以其个人服务或其控制下的个人服务为质押作为债务担保的状态或条件。如果该等服务

的价值经合理评估被认为不适用于清偿债务，或该等服务的期限和性质没有分别限制和定义，则会出现

债役的情况。债役（又称为以劳力抵债）可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 

• 向工人提供的不规范贷款/垫款 

向工人提供贷款的制度是否在该地区盛行？金额是多少？  

• 未经工人同意或书面合同，向工人收取差旅费或住宿费 

对于从异地招来的工人，其交通费和住宿费由谁支付？  

• 收取利息和复利 

借款金额的利息是多少？工人偿还贷款的方式有哪些？ 

• 家庭成员被迫工作 

如果工人无法偿还贷款，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否要家庭成员在该地点工作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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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未结清之前，工人不得离开工作岗位 

如果工人需要离开工作岗位时，仍有（部分）贷款未结清，会发生什么事情？ 

• 更长的工资周期 

工资支付计划是什么样的？他们是至少每月支付一次，还是在更长或更短的周期内支付？ 

• 不合理的实物支付 (>30%) 

工人的工资有多少是现金，多少是实物？实物支付包括什么，如何将其计入工资？ 

• 支付给第三方的工资 

工人的工资是直接支付，还是通过其他第三方支付？如何记录工人的工资？  

• 预扣部分薪酬/工资直至还款完成 

工人的工资是否在法定扣款后全额支付，或者还款结束后是否有预扣工资的情况发生？  

 

 

童工  

任何未满 18 岁的人都是儿童。根据术语表，童工指的是：剥夺了童年时期、发展潜能和尊严的儿童，

以及在精神、身体、社会或道德层面上对儿童造成危险和伤害的工作。其中包括妨碍儿童就学的工作，

剥夺儿童上学的机会或强迫儿童过早辍学；或要求儿童尝试一边上学，一边从事时间长且繁重的工作。 

• 雇佣未满 18 岁的儿童从事危险工作  

年满多少岁才能参加工作？这些人员从事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  

• 孩子们辍学去工作 

孩子们去上学了吗？孩子们几岁就不去上学了？他们辍学后去做什么？  

• 儿童在证书持有者处为父母帮工的做法 

孩子们在学校放假期间做什么？他们是否陪同父母到雇主处工作？ 

• 雇佣未成年或无证工人的劳务承包商 

如何进行年龄核实？劳务承包商对哪些员工进行监督以及如何进行监督？ 

 

 

结社自由  

工人和雇主（无区别）无须事先授权即可自行选择建立和加入组织的权利。 

• 活跃的工会或其他类型的工人组织的数量 

• 工会（或其他工人组织）会费（同意书） 

• 不活跃的工会或工人组织 

• 歧视工会代表或身为会员的工人 

工会代表是否能平和地工作？他们如何在常规工作时间内去管理工会的工作？ 

• 在场所内参加工会活动：  

证书持有者是否为工会或工人组织活动提供空间、地点、时间？  

公司如何为工会或工人组织活动提供支持？  

• 工人的整体社会福利  

• 申诉数量  

• 管理层对工会或工人组织活动的干预 

• 总经理/总裁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工会或工人组织的一部分并担任执事/管理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