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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目的 

 

雨林联盟根据您在雨林联盟认证平台 (RACP) 账户里提交的信息确定您的供应链风险评估 (SCRA) 验证

级别，一旦您收到验证级别，雨林联盟就向您提供本文件。 

验证级别有两个结果： 

 

• A 级：这意味着贵公司不需要经过审核就可以获得我们的 2020 可持续农业标准的认证  

• B 至 E 级：这意味着贵公司必须经过审核才能获得我们的 2020 可持续农业标准的认证 

 

请根据雨林联盟提供的验证级别采取以下相关步骤。 

 

有关供应链风险评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供应链公司指南网站底部的 FAQ（常见问题）部分。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customersuccess@ra.org 

https://portal.ra.org/RA_Certification_Theme/Login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zh-hans/resource-item/%e9%9b%a8%e6%9e%97%e8%81%94%e7%9b%9f-2020-%e7%89%88%e5%8f%af%e6%8c%81%e7%bb%ad%e5%86%9c%e4%b8%9a%e6%a0%87%e5%87%86-%e4%be%9b%e5%ba%94%e9%93%be%e8%a6%81%e6%b1%82/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zh-hans/resource-item/%e9%9b%a8%e6%9e%97%e8%81%94%e7%9b%9f-2020-%e7%89%88%e5%8f%af%e6%8c%81%e7%bb%ad%e5%86%9c%e4%b8%9a%e6%a0%87%e5%87%86-%e4%be%9b%e5%ba%94%e9%93%be%e8%a6%81%e6%b1%82/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responsible-sourcing/supply-chain-certification/how-to-get-supply-chain-certification-a-guide-for-companies/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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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收到 A 级验证级别的场所  

 

如需继续进行您的背书程序，请务必完成以下步骤： 

- 填妥并提交您的自我评估 

- 在 RACP 上签署或上传许可协议（2020 版）  

- 申请背书  

 

下面将详细解释上述步骤。  

 
 

步骤 1：填妥并提交您的自我评估 

 

请登录雨林联盟认证平台 (RACP)，点击仪表板上的“认证概述”，然后点击处于“待处理”状态的许可证

的“编辑”按钮。 

 

 
 

然后点击“许可证准备”选项卡。 

 

 
 

  

https://portal.ra.org/RA_Certification_Them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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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评估”部分，点击“打开”，查看文档。 

 

 
 

此时，您在左侧可以看到有关如何进行自我评估的说明，您还可以在右侧下载该文档。下载的自我评估

基于您在注册期间所提供的信息仅包含适用于贵组织的要求。 

 

 
 

有关如何解释该等要求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雨林联盟可持续农业标准实施总指南。  

 

有关如何填写自我评估的说明，请查阅本文件末尾的 FAQ（2 — 自我评估）。如果您确定符合相关要

求，并处理或解决了您发现的任何不符合项，请在雨林联盟认证平台上点击“上传您的文件”上传自我评

估。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general-guide-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ustainable-agricultural-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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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在 RACP 上签署或上传许可协议（2020 版） 

 

请确保您在雨林联盟认证平台 (RACP) 上拥有一份有效的许可协议（2020 版）。如果贵公司已经拥有

一份有效的许可协议（2020 版），请选择选项“是的，我有一份现有的许可协议（2020 版）”，将其上

传到 RACP。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将在左侧市场的“法律协议”选项卡中找到有效的许可协议（2020 

版）。 

 

如果您尚未签署一份许可协议（2020 版），请在 RACP 上申请并签署该协议。您可以在系统中直接使

用 DocuSign 签名（如果在您的国家可以使用的话）。 

 

您可以在 RACP 用户手册（“签署许可协议”章节）中看到有关签署或上传许可协议（2020 版）的相关

步骤。 

 

如果您的许可协议（2020 版）在 RACP 上生效了，您能够立即从“法律”选项卡中查看，如下所示。 

 

 
 

步骤 3：申请背书 

 

请点击“申请背书”按钮，您可以在认证概述部分中找到该按钮。虽然该按钮“申请背书”在整个程序中可

视，但是只有在您已经拥有一份有效的许可协议（2020 版）且已经在雨林联盟认证平台上传您的自我

评估的情况下，该按钮才处于被激活和可点击的状态。“申请背书”按钮仅适用于获得 A 级验证级别的

场所。 
 

 
 

 

如果所有必要信息已经经过审查，那么雨林联盟将联系您以获得进一步的澄清（请检查您垃圾箱里的邮

件），或者向您颁发背书证书。向您颁发背书证书后，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您将在“许可证准备”选

项卡中的“文档”部分看到您的证书。 
 

 

https://portal.ra.org/RA_Certification_Theme/Login
https://marketplace.ra.org/index
https://dam.ra.org/pages/collections_featured.php?parent=27125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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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收到 B 至 E 级验证级别的场所: 

 

如需继续进行您的认证和审核程序，请务必完成以下步骤： 

- 填妥并提交自我评估 

- 填妥认证申请表 (CAF) 的第一个选项卡”申请表“。 

- 联系一个获授权认证机构  

- 在 RACP 上签署或上传许可协议（2020 版） 

 

 

步骤 1：填妥并提交自我评估 

 

请登录雨林联盟认证平台 (RACP)，填妥自我评估。点击仪表板上的“认证概述”，然后点击处于“待处

理”状态的许可证的“编辑”按钮。 

 

 
 

 

点击“许可证准备”选项卡。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zh-hans/resource-item/%e8%ae%a4%e8%af%81%e7%94%b3%e8%af%b7%e8%a1%a8-caf/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certification/find-a-rainforest-alliance-authorized-certification-bodies/
https://portal.ra.org/RA_Certification_Them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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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评估”部分，点击“打开”。 

 

 
 

此时，您在左侧可以看到有关如何进行自我评估的说明，您还可以在右侧下载该文档。下载的自我评估

基于您在注册期间所提供的信息仅包含适用于贵组织的要求。 

 

 
 

有关如何解释该等要求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雨林联盟可持续农业标准实施总指南。  

 

有关如何填写自我评估的说明，请查阅本文件末尾的问答（2 — 自我评估）。如果您确定符合相关要求，

并处理或解决了您发现的任何不符合项，请在雨林联盟认证平台上点击“上传您的文件”上传自我评估。

此外，您还必须至少在计划审核前四周，将一份填妥的自我评估副本送交认证机构。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general-guide-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ustainable-agricultural-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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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填妥认证申请表 (CAF) 的第一个选项卡”申请表“。 

 

请在此处下载认证申请表 (CAF)，并选择针对供应链参与者的版本。填妥选项卡“1.申请表”后，请将 

CAF 上传到 RACP 的“文档”部分。点击“文档”下方的“打开”按钮，您可以在“许可证准备”选项卡中找

到该申请表。 

 

 
 

步骤 3：联系一个获授权认证机构 (CB) 

 

请从此处我们的获授权认证机构 (CB) 选择一个认证机构。请务必将您的 SCRA 结果电子邮件、填妥的

自我评估及 CAF 送交您选择的 CB，以便他们为您提供报价和合同。 

 

在平台的“许可证准备”和“您的认证机构”选项卡中，您还可以查看您所在地区获授权认证机构的名单和

详细的联系信息。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certification-application-form-caf/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zh-hans/resource-item/%e8%ae%a4%e8%af%81%e7%94%b3%e8%af%b7%e8%a1%a8-caf/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certification/find-a-rainforest-alliance-authorized-certification-bodies/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certification/find-a-rainforest-alliance-authorized-certification-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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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准备：请务必至少在计划审核前四周，将一份填妥的自我评估及管理计划副本送交您的认证机构。 

 

 

步骤 4：在 RACP 上签署或上传许可协议（2020 版） 

 

请确保您在雨林联盟认证平台 (RACP) 拥有一份有效的许可协议（2020 版）。如果贵公司已经拥有一

份有效的许可协议（2020 版），请选择选项“是的，我有一份现有的许可协议（2020 版）”，将其上传

到 RACP。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将在“市场”的“法律协议”选项卡中找到有效的许可协议（2020 版）。 

 

如果您尚未签署一份许可协议（2020 版），请在 RACP 上申请并签署该协议。您可以在系统中直接使

用 DocuSign 签名（如果在您的国家可以使用的话）。 

 

您可以在 RACP 用户手册（“签署许可协议”章节）中看到有关签署或上传许可协议（2020 版）的相关

步骤。 

 

如果您的许可协议（2020 版）在 RACP 上生效了，您能够立即从“法律”选项卡中查看，如下所示。 

 

 
  

https://dam.ra.org/pages/collections_featured.php?parent=27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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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您将在此处看到一些常见问题。问答按主题划分：SCRA 结果、自我评估、雨林联盟认证平台以及认证。 

 

1. 供应链风险评估 (SCRA) 结果  

 

• 为什么我的场所一些免审核，一些需要审核？ 

雨林联盟未采用一刀切的认证方法，而是采用基于风险的认证方法，使保证程序更有效。您的

认证简介中介绍的每个场所都将基于该场所发生的活动接受审查。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定位

您的供应链中的风险，并避免在不必要的地方要求过多的审核。 

 

• 我收到的验证级别是 B 至 E 级，我的审核计划是怎样的？ 

下方概述了基于验证级别的审核计划。  

 

 

 

请注意，供应链参与者的过渡年止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这意味着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进

行的任何审核都属于根据上表进行的第 1 年全面审核。 

• 我从未经历过任何遗留计划的审核，而现在却需要审核才能获得认证，这是为什么呢？ 

新的雨林联盟认证计划比以前的认证计划更全面，许多证书持有者的验证级别可能会因此发生

改变，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在确定验证级别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场所位置、每个作物

的占地面积、场所活动、是否只处理经雨林联盟认证的产品、该场所是否是产品的首个买家

等。该认证计划增强的保证性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验证级别。 

• 我在提供认证范围/场所信息时犯了一个错误，但现在无法更改了。我怎样才能更新该信息？ 

一旦您点击了“确定我的验证级别”或者收到了您场所的验证级别，您将不能再做任何更改了。

如果您需要做任何更改，请将正确信息发给 customersuccess@ra.org。 

请注意，这些更改可能会导致不同的验证级别。 

如果您想在认证范围内额外增加一个场所，您可以通过下列操作实现此目的：点击“添加场

所”，填写所有必要信息，再次确认您的认证范围，然后，再次点击“确定我的验证级别”，以获

取此额外场所的指定级别。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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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评估  

 

• 是否有填写自我评估的指导材料？ 

有两份文件可以帮助您填写自我评估。可持续农业标准实施指南解释了各种要求以及合规所需

的证据。其次，您可以查阅审核员验证协议。通过该协议，您可以了解审核期间需要准备什么

文件，遵循什么政策，以及审查什么。 

• 如果我对相关要求有疑问，我可以联系谁？ 

请通过 customersuccess@ra.org 联系我们的客户成功团队。 

• 如何填写自我评估？ 

不论您收到的风险级别是什么，您都要在 D 列填写“符合”或“不符合”，并在 E 列详细说明您的

发现，以描述贵公司是如何遵守每项要求的。如果您有不符合项，请填写  F – I 列，说明已经

采取哪些步骤和措施来解决此不符合项。请随时参考内部文档，这些文档会上传到 RACP 的

“文档”部分，以便我们的认证团队审查。 

• 自我评估的所有要求是否都适用于我公司？ 

自我评估是根据您在注册期间所提供的信息，为贵公司量身定制的。所以，您的自我评估中的

要求都适用于贵公司。 

• 我公司有多个经营场所，我该如何填写自我评估？ 

在多场所证书的情况下，中央管理场所就各个场所执行标准的情况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中央管

理场所可能需要满足其他场所不必满足的额外要求。其中一个例子是 1.4.1 要求（内部检

查）。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管理系统，对证书范围内的每个场所进行内部检查。然后，将内部检

查期间收集到的信息反馈到完整证书的自我评估中。 

 

每个场所都应该能够向多场所管理员提供一份报告，说明他们如何能够遵守适用于该场所的要

求。然后，中央管理场所利用这些信息来填写自我评估。 

 

在多场所的情况下，只有中央管理场所需要填写自我评估，详细说明认证范围内所有场所的合

规性。如果您想查看每个场所的具体要求，您可以点击“查看要求”按钮，然后点击“我的认证范

围”页面上的下载按钮，即可下载该要求。 

3. 雨林联盟认证平台 (RACP) 

 

• 我可以在哪里下载认证申请表 (CAF)？ 

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下载认证申请表 (CAF)。 

• 我想上传支持自我评估的其他文件，可以在哪上传？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general-guide-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ustainable-agricultural-standard/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resource-item/auditor-verification-protocol/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zh-hans/resource-item/%e8%ae%a4%e8%af%81%e7%94%b3%e8%af%b7%e8%a1%a8-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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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文档”部分上传您认为可以支持您的自我评估的其他文件。您可以从与自我评估相同

的“许可证准备”选项卡中访问“文档”。 

 

 
 

• 我的许可证状态显示“待处理”。这是什么意思？ 

许可证状态“待处理”是指您还没有可以在 RACP 上进行交易的有效许可证。 一旦您完成了认

证程序并获得了有效证书，许可证的状态将变为“激活”。如果您不确定接下来的步骤，请通过 

customersuccess@ra.org 联系我们。 

 

• 我可以在系统哪个位置看到我的雨林联盟背书证书？ 

您可以在“文档”部分看到您的背书证书。如需从仪表板访问此页，请在“认证概述”中单击处于

“激活”状态的许可证，然后单击“许可证准备”选项卡。 

 

• 我需要签署许可协议（2020 版），我该怎么做？ 

您可以在 RACP 用户手册（“签署许可协议”章节）中看到如何签署许可协议（2020 版）的详

细说明。 

• 我已经在“市场”签署了许可协议（2020 版），还需要在 RACP 上再次签署吗？ 

不需要，如果您已经拥有一份有效的许可协议（2020 版），您只需直接将加签（雨林联盟也签

署了该协议）的文件上传到 RACP。您可以在 RACP 用户手册中看到如何上传许可协议

（2020 版）的详细说明。 

 

4. 认证  

 

• 多久可以收到我的背书证书？ 

如果您执行了上述所有步骤，我们的认证团队将在三周内对您的自我评估进行审查。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mailto:customersuccess@ra.org.
https://dam.ra.org/pages/search.php?search=%21collection28784
https://dam.ra.org/pages/search.php?search=%21collection27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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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可以收到我的 CB 颁发的证书？ 

我们的认证与审核规则，1.4 节认证程序（见第 35 页）详细描述了被审核公司的认证程序。在

本文件中，您将看到证书持有人 (CH) 的认证程序中涉及的不同参与者所采取的步骤以及不同

的时间表。有关您的认证状态的任何疑问，请联系您的 CB。 

• 过渡证书的有效期是多久？ 

在过渡年获得的过渡证书或许可证，无论是否经过审核或经过雨林联盟审查，有效期均为一

年。 

过渡年后，CB 颁发的证书以及雨林联盟颁发的背书的有效期为三年，但要求证书持有人每年

重新确认范围，并且每年提交自我评估，以确保证书或背书继续有效。 

• 第 0 年和第 1 年的审核有什么不同？ 

在过渡年（即第 0 年，持续到 2022 年 9 月 30 日），所有审核都是远程审核。但是，从 2022 

年 7 月 1 日开始，采用了全面审核（现场审核），这些审核被视为第 1 年的审核。 

 

• 雨林联盟审查和雨林联盟自动检查有什么区别？ 

雨林联盟审查是由雨林联盟实施的一种远程验证方法，通过收集证书持有人提交的证据来评估

是否符合雨林联盟标准的要求。这将包括审查自我评估、不符合历史（如适用），并可能要求

联系公司以澄清任何信息。 

雨林联盟自动检查是由雨林联盟认证平台实施的一种基于系统的验证方法，通过收集最新的可

追溯性、提交的盖章批准和有效的许可协议等数据，来评估对雨林联盟计划的基本遵守情况。 

• 在 UTZ 计划下，我曾为每个作物办理了证书，这些是否因新计划而改变？ 

对于遗留计划，针对每个特定作物，您将获得一个证书（或许可证）。对于雨林联盟 2020 计

划，我们已经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决定采用场所方法。这意味着您将收到一个证书，该证书

将涵盖一个场所的各种作物，或者如果是多场所，该证书将涵盖各种场所。 

https://www.rainforest-alliance.org/zh-hans/resource-item/2020-%e8%ae%a4%e8%af%81%e5%92%8c%e5%ae%a1%e6%a0%b8%e8%a7%84%e5%8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