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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久以来，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

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了促进农业领域发展，供应链上的每

个国家和环节都要采用良好农业实践，最终确保

粮食安全与质量。在生产环节，农民实施良好农

业规范（GAP）；在流通环节，商品和原材料销

售商实施良好分销规范（GDP）；在制造环节，

制造商实施良好制造规范（GMP）。那么，ISO

标准的情况如何？

几十年来，ISO 标准的作用已经发生变化：

从某个组织机构的资质依据转变成为进入和开拓

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工具。事实上，标准已经变身

为一个功能强大的运转机制，通过分享最佳实践

来推动积极改变，为农业领域重新注入活力，创

造有效（高效）的商业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以及

驱动国家发展。这就是 ISO 标准在技术知识转化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实现温饱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建立自尊。与非洲大

部分国家一样，肯尼亚经济的基石在于农业。我

们必须加强农业建设，提高竞争力与生产力，加

强粮食安全，这对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来说都非

常重要。

很多人认为，农业与粮食的可持续发展似乎

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任何经济体而言，农业都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阐述了肯尼亚为何积极采

用 ISO 国际标准，寻求新型可持续发展之路。

肯尼亚标准局局长

查尔斯·奥格威

标准助推可持续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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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令人畏惧的挑战。但我们坚信这是可以实现的，

不仅需要有效利用土壤、水分、空气、能源和其他自然

资源，而且不能以子孙后代的未来发展为代价。

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充分证明了

标准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欧盟是

肯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蔬菜、鲜花、鱼类及牛肉

等各类农产品。2015 年，肯尼亚对欧盟出口总额高达

12.6 亿美元。

面对这样的市场需求，生产环节必须加强技术应用，

支撑可持续农业，同时保护环境与消费者。标准可以在

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确保新鲜水果、蔬菜和坚

果等出口食品的运输交付满足严格的食品安全要求（比

如欧盟指令）方面。

为了更好地平衡先进技术的效益及其给农民、消费

者和环境带来的潜在成本，农业领域需要实施标准。这

些标准为新技术、农机和供应链各环节提供最佳实践方

面的指南，也为可持续农业提供了有效途径。

肯尼亚标准局（KEBS）通过标准制定，搭建利益相

关方协作和联系平台，支持农业发展。截至目前，我们

与肯尼亚鲜花理事会、肯尼亚新鲜产品出口商协会和欧

盟标准与市场准入计划（SMAP）等机构的合作已经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有效协作，肯尼亚产品在出口市

场的质量和满意度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非洲，我们不仅采用标准，而且积极参与 ISO 标

准的制定和实施。今年，我们很高兴地庆祝 ISO 成立 70

周年及其取得的历史性成绩，包括肯尼亚所做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ISO 第一项茶叶标准正是基于肯尼亚标

准制定的。作为 ISO 大家庭的成员，让我们共同庆祝，

并继续发挥各自作用，汇集全球智慧，制定出让所有国

家受益的国际标准。■

孙加顺 / 译

标准已经变身为一个

功能强大的运转机制

来推动积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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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成立 70 周年！

ISO 的故事可以追溯至 1946

年。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

创之后，世界经济逐渐复苏，来

自 25 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集会，

秉承世界和平、造福人类的精神，

共商标准化的未来发展大计。一

年 后，ISO 于 1947 年 2 月 23 日

正式成立，并发展至今。

1946年，ISO第一次会议在

英国伦敦召开

厄瓜多尔标准化协会（INEN）

巴西技术标准协会(ABNT)

瑞士日内瓦ISO中央秘书处

庆祝ISO成立70周年的生日蛋糕

奥地利标准协会（ASI）

西班牙标准化与认证协会（UNE）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SA）

和印度尼西亚标准化署（BSN）

自成立之日起，ISO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ISO保障消费者的安全，

并且在促进全球贸易、树立质量文化、推动企业基于互操作性实现专业

化和全球性竞争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ISO标准无处不在，但这只是

一个开始。人们对标准的需求与日俱增，ISO也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

命来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新挑战。

为庆祝成立 70周年，ISO正在开展一项贯穿全年的以“#ISO 70

周年”为主题的社交媒体活动。ISO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其成员体的照

片和祝福，对他们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同时 ISO也将探讨专业技术委

员会的工作给世界带来的的影响。周年纪念也是我们回忆美好过往的好

时机，因此我们在今年每个周四都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 ISO的精彩

历史（#throwbackthursday/#tbt）。

包晗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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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FUTURE
o f  f a r m i n g
展望农业的未来
文 / 伊丽莎白·加西洛夫斯基 - 丹尼斯  by Elizabeth Gasiorowsk-Denis

如何通过可持续、经济、环保的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

全球人口的温饱问题？如此严峻的挑战正在催生一场新的农

业革命。欢迎体验未来的农业模式：以高科技为支撑的资本

集约型生产体系，更环保、可持续地为人们提供食粮。

先
来看一组数据。全球人口每秒钟增加 3 人，每天增加

24 万人。世界粮农组织（FAO）预计，到 2025 年，

全球人口将高达 80 亿；到 2050 年，全球将有 96 亿

人口。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内全球人口将增加 10 亿。仅仅在一代人

中，地球上增加的人口就将超过 20 世纪初的人口总量。听上去很

夸张？一起接着看。

为确保可持续粮食安全，可用的资源早已捉襟见肘，这足以

反映出当前挑战之严峻。同时，气候变化也给全球和各地农业生

产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必须增加产量，这可不是

农场自己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依靠传统农耕方式能够实现的。

贫困地区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仍然呈现劳动力密集、低回报

的特点，极易受到环境变化、经济下行以及许多其他风险因素的

影响。

鉴于发达地区机械化农业生产对单位土地产出的显著提升，

人们必须提高生产效率，来持续地满足未来的温饱需求。幸运的是，

物联网（IoT）技术有效地把对象、人力、信息及各类系统整合起

来提供智能化生产与服务，即将实现农耕方式的升级换代，达到

新的高度。

我们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分享了对此的

看法，探讨了如何才能可持续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分析

了 ISO 国际标准如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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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础设施制造和销售方面的国际化企业。几年前，

AGCO 提出了新的全球化战略来全面加强精准农耕技术

的开发利用，致力于用信息技术来管理农田，确保粮食

和土壤能够精准获得所需的养分，达到最佳的生产条件

与能力。“融合技术”这项新农业技术战略整合了车载

通讯、数据管理系统和自动导引解决方案，有望极大地

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

AGCO 融 合 技 术 商 务 经 理 伯 恩 哈 德· 施 米 茨

（Bernhard Schmitz）博士表示 , 公司素来注重精准农

业技术的研发应用。他认为农民需要采用新技术来满足

全球日益增长的粮食生产需求。“我们的精准农耕技术

可以帮助客户提高效率，节省资源，”他说。

农民已经开始采用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农业工艺和技

术，来提高日常工作的效率。施米茨提到，智慧农业技

术可以减少单位公顷燃料消耗，降低重复率，减少肥料

和粮食保护产品的投入量，让农民集中资源投入，从而

取得最大的效益。那么，标准如何发挥作用呢？

“AGCO 全面执行国际标准，”施米茨说，标准

是 AGCO 整体公司战略的重要支撑。因此，AGCO 积

极参与 ISO 国际标准的制定，并在自身技术研发中加以

应用。施米茨在解释不同拖拉机之间的数据传输时说，

“ISOBUS 标准（ISO 11783）能够为客户实现不同设

备制造商产品之间的互联”。

精准技术效益可观

技术市场咨询公司 Beecham Research 近期发布

了题为《智慧农业：物联网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前景》

的研究报告，提出物联网技术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粮

食需求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份报告主要关注的

是精准农业带来的机会以及如何通过“智能”的互联将

这些机会变为现实。

ISO 农林拖拉机与机械技术委员会农业电子设备分

委会（ISO/TC 23/SC 19）秘书长赫尔曼·比特卡姆

（Hermann Buitkamp）认为，最显著的效果就是物联

网将给农业带来各式各样有趣的新体验。

例如，田间放置感应器可以让农民获得该地块地形

与资源的详细地图，以及土壤酸度、温度等诸多变量参数。

解决温饱问题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是 FAO 框架

下的两大标准制定机构之一，负责制定食品安全

与质量标准。CAC 秘书长汤姆·海兰特（Tom 

Heilandt）表示，“几千年来，人类发展农业的

首要目的就是满足生存与温饱，未来仍是如此。”

他认为最大的挑战始终是如何提供安全、优质、

营养而且负担得起的粮食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

农业领域首先要养活全世界的人口，海兰特

说。“我认为，当前最严重、最重大的危机就是

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大家认为农业和食品领

域与其他商业领域一样，而且对农业发展缺乏长

期的愿景。”

在满足日益增长的食品需求方面，农业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也

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这让依靠农业来解决温饱

的任务更加艰巨。预计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将

给粮食种植、畜牧业和渔业带来更多风险，尤其

是适应能力较弱的低收入国家。因此，FAO 提出

了“气候智能型”农业解决方案。

2010 年，FAO 在海牙农业、食品安全和气

候变化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气候智能型农业的概念，

旨在通过制定技术、政策和投资条件来实现可持

续农业发展，确保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食品安全。

随着扩大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压力日益增大，

高科技农耕技术将在农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海兰特表示。而且，他说，“在农业等任何生产

体系中，标准的作用不可或缺。如果不采用标准

和最佳实践，就没有发展和创造性可言。”

高科技农业的曙光

当然，智能农业必须涉及制造商。全球许

多企业都加强了物联网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

AGCO 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家农业设备

全球许多企业

都加强了物联网

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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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以获取天气预报，预测未来数天和数周的天气

变化。“物联网对于未来的农业非常重要，农民的耕作

方式可以更加精准，甚至精确到厘米级，”比特卡姆说。

“因此，以前粗犷散乱的耕种方式必将成为过去。”由

此带来的效益，不论在经济层面还是生态层面，无疑都

非常显著。

我们畅想着物联网将为农业带来的所有可能，这也

加深了我们的好奇心：技术标准如何用于农业？这其中

的复杂程度非常高，需要将各类不同的技术融合起来。

比特卡姆表示，复杂性仍然是技术应用的主要障碍之一，

但也不是无法克服。“我们只有解决了技术问题才能取

得成功”，他说。“我们必须加强无线实时沟通、功能

安全以及修理和维护信息，才能实现统一的接口。”

眼见为实

现代农业技术的广度与复杂度不亚于一片雷区，而

与物联网的关联使得这个领域更难有效梳理。 弗朗索

瓦·克里尔（Francois Coallier）博士在 IT 标准化领域

具有多年的丰富经验，目前率领一组专家在 ISO 与 IEC

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1）中负责物联

网标准化工作。

这项工作就是要管理复杂性，并提高效率，克里尔说。

“在许多国家，农业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把供应

链考虑在内的时候。例如，假如所有国际运输停摆，全

球过半人口都将挨饿。”这就是负责物联网及相关技术

的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SC 41）所关注的领域。

尽管该分技术委员会刚成立，两个工作组针对该领

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给专家们提供了很好的

基础。据克里尔预测，物联网、大数据和其他被称为“智

能信息通信”的技术即将进入高需求期。“农业是我们

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说。同样，物联网在该

领域的应用也是工作重点。

该分技术委员会近期的工作项目之一就是搭建标准

化的物联网参考框架。该框架鼓励大家在物联网体系架

构及其实现过程中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同时，该框架

也将从技术客观参考角度来定义相关的物联网标准。

毫无疑问，在这个异常复杂的领域中，国际标准的

制定将促进互操作性与系统整合，让企业能够更高效地

利用该技术并将其用于农业等诸多领域。克里尔表示，

该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长期来看，

SC 41 主要围绕系统层面开展工作，在技术推动物联网

标准化、加强市场推广和发挥应用潜力等方面应该发挥

重要的作用。”

智能化的未来

为全球 75 亿人口生产优质、营养而且负担得起的粮

食，这一直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社会正在进入新的高科技时代，自动化和数据可以帮助

农民从容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想象一下，40 年后的农业将变成什么样子？多项技

术的融合，意味着浪费显著减少，生产力得到提升，对

环境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但有一点非常清楚：若要获

得成功，必须持续地加强标准研制，确保在未来几十年

里社会技术进步能够不断提高生产力，推动环境保护。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农业领域，

而这些技术红利已渐衰弱。“绿色革命的发展已经达到

极限，”克里尔说，“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可持

续地解决全球越来越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提高粮食生产中的资源利用效率（包括人力资源），

同时消除供应链上的浪费。这便是物联网的用武之地。”

毋庸置疑，智慧农业未来将养活整个世界。■

孙加顺 / 译

如 何 将 物 联 网 用 于 农 业

智能灌溉 牲畜监控 天气监测和预报

土壤质量
远程监控

基于传感器的
精准农业

智能仓储、
物流和销售

资产远程监控 酒质提升

作物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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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farming  
takes off
标准助力精细农业腾飞

今年一些企业宣布成功实现无人机投递包裹，

这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无人

机系统的用户越来越多，用途也越来越广。因此，

关于无人机系统的国际标准需求日益明晰，但这些

与农业领域又有什么关系？

文 / 巴纳比·路易斯   by Barnaby Lewis

全
球超过 70 亿的人口都依靠人类自身

独特的能力开荒垦地，耕种粮食来养

活自己。尽管农田里的作物牢牢扎根

于土壤，但奇怪的是，作物的收成却靠天决定。

植物利用光能将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糖（和

水）。但对于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想法

可能更为实际：尽管光合作用需要的阳光和空气

是免费的，但是劳动力、燃料、喷雾器和肥料却

是一笔较大的开支。通常从经济和环境方面来说，

用水都要付出代价。为了让农民维持生计并满足

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事实上，当你从本文开头

读到这里，地球上就多了大约 50 人），我们需

要更高效地利用这些资源。精细农业也因此应运

而生。

精细农业的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

是现代技术以我们未曾想到的方式将其变为了现

实。为了寻求答案，我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天空，

采访了 ISO 航空与航天器技术委员会无人机系统

分技术委员会（ISO/TC 20/SC 16）秘书长康特

妮·罗宾逊（Cortney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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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迫切

罗宾逊就职于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AIA），担任

民航基础设施主管，目前正在协调专家组制定无人机国

际标准——ISO 21384。这个专家组的工作范畴非常广，

内容分别涉及通用规范、产品体系和操作流程三个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分明确规定了民用和商用无人机

系统（UAS）的通用要求；尽管这部分并不包括国家或

军事用途，但是欢迎政府机构采用。第二部分的通用规

范规定了 UAS 设计、制造和持续适航性的相关要求，但

UAS 的概念将不仅仅包括无人机本身。第三部分将明确

操作程序的相关要求。标准研制的时间比较紧张，预期

成果计划于 2018 年发布。

业内人士对于这项国际标准的到来已经迫不及待了。

“由于无人机获得了业余爱好者和商用服务商的广泛青

睐，其规模成本大幅度降低，”罗宾逊解释说。这一点

从美国联邦航天局（FAA）飞行器登记在册总数上不难

发现。“尽管小型无人机可以自愿采用标准，大多数飞

行爱好者仍然选择通过‘飞行前须知’方案登记他们的

无人机，并且登记数量急剧增加。美国登记的飞机总数

从 2015 年的 260,000 架（包括载人和无人）不断增加，

如今仅无人机就有 750,000 多架。” 

层层担忧

与此同时，公众对于无人机的担忧也越来越多。不

管是对于隐私问题，操作人员经验不足，还是不当改装（在

YouTube 上有很多实例视频）等问题，美国目前的应对

方案只有 FAA 法规、行业指南和常识。美国航空与国防

下属的 AIA 正与 FAA 合作，希望把 UAS 纳入美国国家

航空系统。

虽然各国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是许多国家 “根

据无人机大小（包括装备在内的总质量）和飞行高度对

飞行器进行分类，以此来控制风险”，罗宾逊解释说。

这类组合方法按风险分类，风险最高的无人机对操控员

的能力要求与飞行员一样。

美国的飞机登记
总数增加至

750,000多架。

在农业领域，无人机可以在低空飞行（通常不到 120 米，这是一些辖区许可的界

限），除最大型的飞机之外，其他无人机对操控人员执照都没有特定要求。许多无人

机，尤其在测绘地图时，都是通过飞行软件控制飞行。

系统性能

事实上，通过软件远程操控是无人机的一大特点。为了解 UAS 与业余爱好者的

小型飞机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飞行器本身。UAS 的飞行器可以是类似小

型飞机的固定机翼飞机，也可以是由四个水平旋翼驱动的“四驱直升机”。其他因素

包括地面控制系统，“地面遥控站”可能是一栋专门的建筑、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甚

至是一部智能手机。地面遥控站规划无人机飞行方向、飞行控制以及信息收集。无人

机和遥控站的协作依靠两者之间的指挥控制联络系统，这是无人机系统的第三个构成

部分，用来维持地空通信。除飞行器自身以外，这些方面也是 ISO/TC 20/SC 16 的

工作范畴。

农业用机常常采用重叠式往返的飞行模式，扫过成排的作物。以麦田为例，比如

加拿大，在适合种植小麦的平原地区，农田面积可能大至 1,000 公顷（一块长 5 千米、

宽 2 千米的田地）。步行的话，绕田走一周，可能需要四个小时。然而在合理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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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无人机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精确地测绘整个

地区。

这就清楚地表明：与农民走路丈量相比，无人机

能够更快地进行准确测量。在一定规模上，农业投入

的数量以及成本节约潜力都是巨大的（在上面假设的

田地里，每年需要施 150 吨氮肥）。在这么大片的

田地里，作物生产状况也在不断变化（一些植物的土

地可能深厚而湿润，而其他地块可能多石又干燥；害

虫或菌类可能会在某些地块泛滥，而没影响到其他地

块；一些植物已经长得很高，而有些种子可能还没发

芽……）。

无人机图像用于农业

如果绘制出一张涵盖所有信息的地图，农民就能

够给贫瘠的土地施肥，只灌溉干旱的地块，只为需要

除虫的植物喷洒杀虫剂。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

而且更健康的作物将带来更高的产量。这是典型的双

赢：节省资金，增加收益，提高技术含量，在保护环

境的同时还满足了全球粮食需求。

但是，如何绘制这样的地图 ? 假如真有这样的

地图，农民又如何将它付诸实践？约格·费尔南德斯

（Jorge Fernandez）知道答案，他是 Pix4D 软件公

司的图像处理专家和农业解决方案主管。这家于 2011

年在瑞士洛桑创建的公司主要开发先进软件，可以将

无人机拍摄的图像转化为“在测量等级、辐射度测量

和几何学上精确的 2D 反射图（现在流行的归一化植

被指数（NDVI）地图的基础）和正射投影，以及 3D

点云和表面模型”。

该公司的成果在很多方面得以应用，如房地产、

勘测、甚至能制作出加利福尼亚巨型红杉的 3D 模型，

让研究人员从全新的视角了解世界存活最久的植物所

吸收的二氧化碳。但是针对播种和收获人们赖以生存

的农作物，这套软件如何发挥作用？费尔南德斯解释

说：“基本上分为三步：第一步，收集飞行数据；第二步，

分析数以百万计的数据点并形成能够准确捕捉到不受

天气限制的作物反射指数的地图；最后，农民或者农

学家顾问根据形成的指数地图提出补救措施。”补救

措施通常明确规定了一块田地每个小地块的投入水平。

发现潜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无人机通常配备了比一般相机更加

复杂的设备。“在农用领域，最常见的一种选择是使用

多光谱传感器。该传感器与相机相似，但是它有五个不

同的镜头，每个镜头传递光的不同颜色。”其中一些波

长的光人眼无法识别，却是光合作用的关键要素。那么，

这是如何工作的呢？费尔南德斯补充道：“通过这个范

围之外的波长，我们可得知作物是否存在问题，或者在

发现症状之前判断作物是否受到害虫影响。一旦发现情

况，农民可以实地查找其中的原因。”   

更为常用的一类地图是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能够显示一般相机或者从土地上看无法发现的田地裸露

点。“NDVI 是测量土地水分的可靠指标，”费尔南德斯说，

他指出聘请专业人士或者直接购买无人机系统是很合算

的投资，因为“这样可以找出反复出现的问题，这意味

着可以对发生问题的地点制定长期计划，农民可以常年

获得最好的收成。”

减少需求

随着人口持续增长，资源和耕地承载的压力也越来

越大。虽然未来科技可能帮我们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但

是要做到像 20 世纪初哈伯法合成氨技术将生产力提高四

倍那样的发明似乎已不太可能。合成氨需要用一升燃油

才能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一千克的肥料，所以我们首

先要考虑的是减少资源使用。

利用最新的作物保护和营养技术、可持续用水方式

以及基于数据的农艺计划，似乎更能获得成功。最新一

代的无人机给更多农民带来成功的机会，包括发展中国

家的农民。随着无人机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农民与无

人机的接触增加，农民迫切需要一项国际标准来确保操

作员和其他人员的安全，并从中获得最大收益。ISO/TC 

20/SC 16 正在进行这一标准的研制。■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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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设备供应商约翰迪尔公司在采用自动农机

技术长达 15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身发展，将

目标聚焦在效率和可持续性上。在本文中，我们与

该公司的标准专家探讨了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智慧

农业的优势和机遇。

从不沾泥钢犁的发明开始，拖拉机和农用设备

制造商约翰迪尔一直致力于为农民提供解决方案。

时过境迁，该公司现在拥有种类繁多、配套先进的

的产品，不但提高了农业机械的生产力，还帮助农

民获得了更多的收益。此外，该公司还通过鼓励农

民种植更多作物，更高效地使用机械设备，创造了

更多的价值。

约翰迪尔将继续扩大产品线，从牵引和操作式

的拖拉机、收割机、联合收割机和各类农具，扩展

到草坪和建筑设备，为全世界消费者提供全新的解

决方案。本刊采访了约翰迪尔公司战略标准工程部

的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他将为我们介

绍技术的发展趋势，约翰迪尔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

的重点工作以及标准工作的推进情况。

ISOfocus：对农民而言，农业不仅仅是一

个产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约翰迪尔如何看待

未来的可持续农业生产？

埃里克·史密斯：约翰迪尔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旨在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我们把科技融入工作，

制造不仅高产高效而且体现环保理念的机械产品。

约翰迪尔的设备和方案推动了农业领域的技术进

步，提升了精细指导及种植和喷雾变量应用等方

面的可持续性。这些和其他技术解决方案减少了

资源需求，降低了燃油消耗，减少了操作成本，

并提高了生产力。

您认为农民，特别是小农户，在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方面会遇到哪些挑战？需要采取哪些关

键行动来应对？

未来的最大挑战是用更少的资源来满足全球

需求。城市逐年发展使农田不断流失，用于种植

作物的耕地将会越来越少，面对生活和工业用水

的庞大需求，农业的可用水源不断缩减。而且未

来技工严重缺乏，特别是农村地区，使得小农户

不得不放弃雇佣工人而购买拖拉机。我们只有通

过切实了解客户需求，在产品中融入创新性技术，

才能提供更安全、更高产和更高效的机械，减少

运营资金，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例如，通过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我

们可以在操作过程中提高机械效率和生产力。除

了协助管理设备之外，精密的 GPS 技术可以帮

助控制设备功能，贯穿从田间管理到收割的整个

过程。播种设备可以使用 GPS 来控制播种位置，

How J O H N  D E E R E  
makes farming more precise
约翰迪尔推动农业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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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 年企业圆桌会议可持续性报告》中，

约翰迪尔在环境管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比较

突出。标准在有效推动创新和环境良好实践方面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通过利用生命周期评价，约翰迪尔认真地检

查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寻求能够减少环

境足迹同时又能提高产品性能和耐用性的方法。

我们遵循 ISO 14040《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

价——原则和框架》来完成相关评价工作。

安全方面的良好实践可以避免受伤，甚至可

以挽救生命。您能否谈谈约翰迪尔是如何开展相

关工作的？您认为 ISO 标准带来了哪些益处？

约翰迪尔致力于设计和制造安全可靠的产品，

并在公司内部分享一些防护措施的创新技术，例

如拖拉机翻车保护装置（ROPS），这样其他部

门也可以从中受益。

我们还通过 ISO 农林用拖拉机和机械技术委

员会通用测试分委会（ISO/TC 23/SC 2），组

织拥有不同背景的专家积极参与，支撑了国际标

准的研制。这些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用

来设计和生产安全又高效的设备。国际标准的广

泛应用能够实现更高效的设计、检测和制造，确

保全球农民可以用到更安全的农机设备。■

靳吉丽 / 译

避免重复播种或者偏到河道中。喷洒农药和化肥的机械同样可以使用 GPS 和其

他机械智能技术。这将有助于植保产品的精确使用，减少资源浪费，也减小环境

影响。

ISO 国际标准覆盖了食品安全和可再生能源等方方面面。请您介绍一下

ISO 标准如何为各国政府和商业创造价值，尤其像约翰迪尔这样的企业？

ISO 标准确定了共通的技术语言，由全球专家共同研制，对所有利益相关方

而言都极具价值。各国政府采用有效的 ISO 标准，可以避免重复性工作，也可

以引用国际标准，不必制定本国的法律和法规。

对约翰迪尔等企业而言，国际标准的价值在于规范了一致的市场预期。我以

前做设计工程师时，必须认真阅读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才能确定是否

存在技术性差异或不同的定义。而如果一个国家采用 ISO 标准来明确要求，人

们就会更有信心，因为符合某一市场的特征也适用于其他市场。

ISO标准确定了

共通的技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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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对最贫困的农民来

说，废水灌溉都是一项非常

实惠且营养成分很足的选

择。但是，废水如果未经处

理，将给我们的健康和环境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本文介

绍了一些可能改变农业的新

技术，利用这些技术有望实

现现有资源的高效和可持续

利用。

Putting waste 
to good use

文 / 玛丽亚·拉扎特   by Maria Lazarte

废水高效利用
力促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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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技术解决方案
   

废水处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效率，但

这谈不上是突破性创新。事实上，在许多农村地区，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污水和废水通常是灌溉用水

的唯一来源。即便有其他选择，小农户还是会选

择废水灌溉，因为其中的高营养成分能为他们节

省较高化肥成本的一部分乃至全部。这是亚洲、

拉丁美洲和包括卢旺达在内的非洲许多贫困农民

维持生计的必要做法。但这也带来很大的负面问

题：如果废水未经处理便重新利用，就会污染作物、

周围的田地和水源，这会给农民、附近居民和消

费者的健康风险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在技术上可以清除

废水中几乎所有的污染物，实现废水的安全回

用，”ISO 水回用技术委员会（ISO/TC 282）

主席那提·巴拉克（Naty Barak）说。“但这必

须遵循严格和明确的指南才能实现，所以标准至

关重要。”

针对这一需求，ISO 制定了 ISO 16075《处

理污水用于灌溉项目的指南》。该标准包含四个

部分，内容覆盖设计、材料、施工、绩效和监控

等方面，帮助农民实施废水处理项目。

“ISO 16075 主要是围绕着农民的需求来制

定的，”巴拉克说。“例如，农民可以从中找到

很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像水的质量、可灌溉

的作物种类、应该注意的风险以及管道网络和水

库等关键用水设施。这项标准有助于农民充分利

用营养丰富的资源，同时改善农民和雇工的工作

安全，阻止病原体的传播。”

废水管理

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着水源处理的难题，比

如卢旺达由于缺乏保水技术，该国山地居多，所

以洪灾和土壤流失频繁发生。此外，随着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速，这些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河流

和其他水资源的污染。

“我们从 ISO 16075 中获益良多，”卢旺

达标准局（RSB）局长雷蒙德·穆伦奇说。“自

2011 年起，许多中小企业向 RSB 寻求废水灌溉

方面的指导。他们想知道如何保护好环境、确保

工人安全，同时也关注可使用回用水的作物种类

或者灌溉系统维护指南等切实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
卢旺达，我们常常看到农民挥着锄头在田间

劳作。机械化设备的引入刚刚开始，进程缓

慢。许多小块田地种着香蕉、玉米、蕃薯或

木薯，这些是小农户在自家田地里种植的主要作物。和

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卢旺达生产的大部分农产品都用

于国内消费，但是该国对其农业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

目前，该国制定的“愿景 2020”倡议正在引领农业改

革之路。但是，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卢旺达首先必须应

对的是水资源挑战。

几个世纪以来，水一直是实现温饱与忍饥挨饿的决

定性因素。灌溉是人类降低风险、提高效率，用以掌控

自然的一种方法。如今，全世界约七成的淡水资源都被

用于农业，其中灌溉用水最多。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只有 20% 的农田得到灌溉，这些土地却供应了全球

40% 的粮食——这足以证明灌溉的重要作用。更严肃地

说，这些数字也的确让我们警醒：农业领域依然缺乏安

全保障。

稀缺资源管理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研究显示，到 2050 年世

界人口将达到 90 亿，届时我们的粮食产量必须在现有基

础上增产 60%，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为了产出更多

粮食，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灌溉，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指出，到那时，我们面临的水资源供应

压力将骤增 55%。

尽管目前有足够的水来满足灌溉需求，但是水资源

过度消耗和气候变化影响可能导致水资源匮乏、土地退

化和食物短缺等问题，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因此，让

农民具备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能力极为重要。否则，受

苦的将是农民。我们需要做出改变，答案可能就是废水

处理与利用。

绝大部分废水和污水未经处理或再利用就重新流回

大自然，给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第 6 项目标（SDG 6）旨在让未经处理的废水比例

减半，并增加循环利用与安全再利用——这也是今年世

界水日的主题。而农业无疑就是最需要用水的一个领域。 

全世界约七成的

淡水资源

都被用于农业。

卢旺达西北火山地区洪水多发的山谷实施了雨水排放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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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能从 ISO 16075 中找到答案，因此我们正在认

真地针对该标准在卢旺达的实施开展调研。” 

在穆伦奇看来，ISO 16075 标准的应用将支撑卢旺达

实现国内生产作物符合国际良好实践的愿景。“该标准将

有助于增加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确保国民和环境安全。

而且，标准不仅给农业带来好处，还有利于景观区和园林，

甚至工业的废水回用。对于卢旺达乃至整个地区，都意味

着巨大的效益。我们认为其他非洲国家也可以借鉴卢旺达

的经验。”

对卢旺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标准为所有人

应用最佳实践和解决方案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是故事到

此尚未结束。如果现在你相信废水也可以高效、可持续地

加以利用，请继续往下读，因为以下将为您呈现废水带来

的更多惊喜。

淘汰落后技术

灌溉技术有很多种。如今，80% 的灌溉是通过漫灌来

实现的。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灌溉方法之一，漫灌也是最浪

费水的方法之一。该方法是用沟渠或者管道将水引到田地，

这样水就会由地面渗入至作物深处。部分情况下，漫灌用

水的一大半可能会蒸发和流失。但因为成本低、技术要求

不高，这种方法非常有吸引力，但从长远看，这既不高效，

也不可持续。

“漫灌会破坏和污染蓄水层，使用过量化学制品，增

加温室气体排放，这都会导致气候变化。就废水回用而言，

漫灌也不是最佳解决方案，因为水在田地漫流时增加了污

染概率，”巴拉克说。

与漫灌不同，滴灌针对的是植物而不是土壤。滴灌技

术将含有营养物质的水，经灌水器或滴头缓慢而均匀地滴

到作物根部，一次一滴。“这样做是明智的，”巴拉克说，

“可避免灌溉过度，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并且节省肥料。” 

双管齐下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 50 年来一直致力于滴灌技术研究，

因为当地农民一直在沙漠里艰难地种植作物。滴灌作为最

高效的方式，可以用更少的资源产生更多的效益。这种方

式已经在开放田地作物、果园、葡萄园和许多其他农场地

区进行了成功的试验和测试。

“有人误认为滴灌的造价很高。但事实上，滴灌既

有简单的技术方案，也有使用复杂设备的技术方案。所以，

这是一项人人可用的技术，但并非所有人都了解，所以

这可能是这些年来滴灌在使用推广上遇到的最大障碍，”

巴拉克解释说。

如果现在将滴灌和废水处理相结合——那将产生双

倍的功效。OECD 指出，以色列废水回用占灌溉用水的

一半左右。两项技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小农户从滴灌中可以获取最

大利益，但是在认知、知识和技术上的不足妨碍了滴灌

技术的应用。这正是标准可以帮助解决的问题。技术标

准化也让技术更方便使用、更有竞争力，同时降低成本。

ISO 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最近发布了一项关于滴灌的国

际研讨会协议（IWA）规范。对巴拉克来说，这项 IWA

规范将促使大家更好地理解滴灌的潜力。

废水回用和滴灌是稳步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措施。“两者的结合可以帮助解决食品安全、水资源匮乏、

能源成本和耕地减少等问题，甚至还能促进扶贫、性别

平等和城市化建设等事业，”巴拉克说。

 可持续发展
    

卢旺达始终坚持这个发展方向。从“2020 年愿景”

的发布开始，该国就一直重视标准、政策、法律法规和

其他战略倡议来推广“卢旺达制造”。2013 年，该国政

府将 281 项标准确定为强制性标准，其中 127 项涉及食

品和农业。

“我们希望在国内营造良好的标准化文化，以促进

本国产品的出口。比如，我们相信农业机械化标准和技

术法规将鼓励人们积极采用农业技术，”穆伦奇说。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技术进一步发展，从营养剂、

杀虫剂和农业设备的研发到计算机技术与地理定位设备

的结合使用（精细农业），将彻底改变作物的管理方式。

所有这些都需要标准来提高利用效率并确保质量安全。

当我们进入农业发展的新时代，科技发展仍将作为可持

续粮食生产的基础。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可持续是农业

未来发展的关键。■

靳吉丽 / 译

让农民具备更有效的

水资源管理能力

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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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ng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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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巴哈马农业

农业对巴哈马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贡献率仅为 1%，其日

渐式微的原因并非是农业产量下

滑，而是其他产业蓬勃发展。在本

文中，巴哈马标准质量局（BBSQ）

重点介绍了该国最近采取的一系

列农业振兴举措，力图使农业成

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一直以来，巴哈马以生产和出口香蕉、菠萝、橙子和芒

果等极具价值的农产品闻名遐迩。但过去二十多年，该国农

业却日渐式微。由于受农田限制、环境问题以及其他挑战的

影响，巴哈马的农民难以与其他主要农业生产国竞争。

为了重振农业，巴哈马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发展措施，

着眼于资本开发、市场准入、金融和教育，并在公私领域

等多个层面上开展工作。这种宽泛的方案对于农业这类注

重科研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而言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

加强标准领域的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

促进环境可持续性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

政策性支持与合法性是确保这类“投资”能够

为农业生产带来积极影响的前提条件。为此，

巴哈马标准质量局正在朝这个方向迈出重要的

步伐。在本文中，巴哈马标准质量局局长雷纳·布

福德（Renae Bufford）博士阐述了标准战略

如何成为巴哈马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引擎。

ISOfocus：巴哈马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

来发展和改善本国农业？

雷纳·布福德博士：长期以来，尽管巴哈

马的农业多年停滞不前，但在国民经济中仍占

有重要地位。如今，农业占全国 GDP 不足 1%，

主要生产各类作物（菠萝、香蕉、橙子、芒果）、

家禽、牲畜以及乳制品。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巴哈马政府与联合国

粮农组织（FAO）联手，共同推动其战略性发展，

增强农业和渔业的竞争力。此外，巴哈马最近

成立了巴哈马农渔业科技学院（BAMSI）和巴

哈马农业和工业协会（BAIC），旨在应对粮食

安全问题，增加农业生产，减少对农产品进口

的依赖。

BAMSI 为当地农民传授农学、农工业和自

给农业方面的知识，BAIC 则致力于“鼓励中

小型企业的建设、发展和提升”，促进就业和

提供进口补贴。

在巴哈马农业与海洋资源部的支持下，

这些国家层面的举措有望提升当地农业和渔业

的能力，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

质量。我们只能为子孙后代们保护并保存好这些农业和渔

业资源，才能实现这一宏伟的愿景。（参阅网站 www.

bahamas.gov.bs）。

巴哈马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当地农业领

域遭遇了哪些影响？ ISO 标准如何助力可持续农业实践？

气候变化会给农业带来很多问题，并对农作物和渔业

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一些极端天气情况，如飓风、湿度

较高，不同频次和程度的旱涝灾害。

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影响巨大，导致很多国家的农业

遭受损失，带来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巴哈马的农业也不

例外。全球气候变化因素直接影响动物的迁徙路径、营养

生长、饮用水水质和浊度、风力强度、土壤盐度以及太阳

辐射阵发性的大幅度波动。

提高粮食生产体系的适应力对满足巴哈马人民的粮食

需求至关重要。所以，必须推广使用 ISO 标准等国际标准，

并将其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之中，因为标准有利于相

关技术、政策和制度的落实，有效预防和减缓气候变化。

大规模与小规模农业分别面临哪些挑战？ ISO 标准将

如何发挥作用？

发展规模经济非常重要，尤其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者来

说。从价格的角度来看，农民自身肯定处于不利地位，所

以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合作社或协会组织的发展。

我们必须携手努力，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正如

BAMSI 帮助当地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指导他们高效作

业，ISO 通过国际标准支持 BBSQ 开展能力建设并加强国

家标准的制定流程。

巴哈马政府及 BBSQ 最关注 ISO 的哪些农业和农产

品标准？

标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们努

力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农业领域能够有效渗透到目标市场。

我们国家的农业评估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保产品和服务

的安全与质量。这反过来也会促进贸易，让企业和消费者

从中受益。

目前， ISO 制定的数项标准都有助于我们实现农业目

标，例如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系列标准。

《ISO 成员权利试用计划》如何进一步推动 BBSQ

参与 ISO 标准的制定？

《ISO 成员权利试用计划》1）让巴哈马能够参与制定

旅游、食品和合格评定等方面的国际标准。该计划为国内

各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个参与平台，在国际标准制定中获

得“发言权”。

最 近，BBSQ 开 始 在 国 家 标 准 中 采 用 ISO 标 准。

BBSQ 在年内召开几次研讨会，向巴哈马公众宣传质量管

理、环境管理、能源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合格评定、职

业健康安全、旅游及相关服务等急需标准的重要领域。

将国际标准引入巴哈马相关行业，可以大大提升产品

开发、流程或服务方面的效益，同时增加消费者购买产品

的信心。我们相信，这将增强巴哈马的适应力，并提升其

国际贸易水平。■

包晗 / 译

1）《ISO成员权利试用计划（2014- 2019）》是经ISO理事会决议通过的一

项计划，旨在为ISO通讯成员和注册成员参与ISO标准制定工作开辟途径。

巴哈马标准质量局局长雷纳·布福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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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们确保食品安全的必由之

路。在本文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王韧博士阐述了为

何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关键在于建立共同的愿景，以及标准如何

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确保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农业方面，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许多针

对食品安全的解决方案并未充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我们需要采取

多元化、多管齐下的途径来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数十年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一致活跃在可持续农业的前沿。

FAO 为各国农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力依赖

高肥力土壤、高效可持续利用水资源、作物管理、牲畜害虫和疾病预防，以

及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等许多方面的因素。另外，FAO 率先明确了食品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推广实施相关国际协定、政策、战略和方案。

本刊采访了 FAO 助理总干事王韧博士，请他谈谈影响当今乃至未来几

代人农业发展的种种挑战。他详述了国际标准在支撑可持续农业方面的作用，

以及标准如何为食品安全的未来创造条件。

ISOfocus: 如果农业要继续满足全球人口的粮食需求，就需要追求更

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实现更可持续的农业模式，改变粮食种植方式的关

键要素是什么？您能否谈谈 ISO 标准如何帮助获得附加的价值？

王韧博士：FAO 推广的可持续农业体系主要基于五个原则：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节约、保护和强化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农村生计、公平性和社

会福利；加强人、社区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建立高效可靠的治理机制。

例如，最近有关环境的各类认证和声明不断增加，这让消费者感到困惑，

也限制了市场准入，特别是小农户和发展中国家。

ISO 在建立一致性标准方面能够帮助促进不同方案达成共识，并协助

公司使用这些标准制定社会和环境责任声明和相关流程。

FAO 在 2016 年发布的《可持续农业的创新型市场》报告中强调了市

场制度创新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您认为智慧农业技

术的国际标准（如无人驾驶拖拉机，无人机等）会带来哪些益处？

这份报告聚焦的是让发展中国家小农户进入本地可持续产品市场的创新

性方式，主要探讨制度上的创新，比如参与式保障体系、社区支持型农业和

多方参与创新平台。

多方参与创新平台有助于各地更多技术性实验的开展，避免创新过程

Addressing 
foo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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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食品安全挑战

我们共同致力于更高效

和更可持续的农业。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利用ISO 14000系列标准提供全面合理的牲畜供应链环境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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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FAO 还承担了《关于在国际贸

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

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秘书处的部分

工作，该公约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件，旨在促进缔约方在某些危险化学品的

国际贸易中承担责任和开展合作，保护人

类健康和环境。

FAO 积极开展同 40 多个 ISO 技术

委员会的交流合作，比如食品、农林用机

械等多领域的委员会，也包括最近合作的

植物害虫技术委员会。您能谈谈参与标准

制定有哪些好处？

在过去的 54 年里，Codex 通过一系

列标准、指南和规范开展工作，使农业发

展更加全球化，也更加安全。

ISO 标准帮助 Codex 获得成功，二

者在本质上互为补充，尤其在分析和抽样

方法、确保复杂标准正确应用的总体质量

保证系统等方面。加强合作让两个组织同

时受益，也提高了标准质量。尽管 Codex

标准对各成员不是强制性的，WTO/SPS

中制定国际标准过早而造成技术应用方案的受限。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提到的

15 个案例研究表明，国际标准的采用必须根据本地情况对其进行调整和重新定

义，从而更适合当地农民。

FAO 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门承担了两个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他们如何助

力 FAO 推广可持续的食品和农业？

FAO 承担了两个标准制定组织的秘书处，即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IPPC），作为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要工作内容。

我们共同致力于实现农业更高效、更可持续发展，完善食品体系，提高食品安全性。

这两个机构被世界贸易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WTO/SPS）认

定为植物健康和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组织。

在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方面，参与 Codex 的 188 个成员国覆盖了全球

99% 的人口，共同在影响全球食物供应链的问题上做出决定，包括生物技术、

农药、食品添加剂、污染物和标签等复杂的议题。

虽然 IPPC 的重点关注领域是国际贸易中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该组织及其

183 个缔约方还关注野生植物、研究材料、生物杀菌剂、种原库、控制设施、食

品援救和任何传播植物害虫的媒介。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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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标准提供了

实用的方法依据。

FAO助理总干事王韧博士的职业生涯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研究员开始，期间他开创了国

内第一个用经典生物防治方法管理外来入侵植物的项目。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IPPC）制定了国际贸易中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健康标准，如下图澳大利亚西部地区芒果上的地中海果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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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标准为此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方法依据。这些标

准一般是通用的，需要制定更加具体的规则。例如，在

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影响方面，FAO 利用 ISO 14000

系列标准，并通过牲畜环境评价和绩效（LEAP）合作以

及全球牲畜环境评价模式（GLEAM）等工具制定指南，

提供全面和合理的牲畜供应链环境绩效评价。

在农业方面，FAO 希望倡导和推动国际对话进程，

邀请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共同探讨矿物肥料的可持

续使用，最终形成国际标准指南。在种质收集方面，

FAO 支持各成员国实施 FAO 主导制定的基因库标准。

最后，衡量食品和农业的可持续性需要相关指导，

以便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大方面开展食品和农业可

持续性的综合评价。■

靳吉丽 / 译

协议中仍然参考了这些标准，这意味着任何国家

提出比 Codex 更严格的标准，必须提供合理的科

学依据。

IPPC 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新标准，特别是商

品标准，这类标准的制定极具挑战性，将有利于

全球贸易发展。尽管在实施 IPPC 标准时并不强

制要求执行 ISO 标准，但是 ISO 标准与 IPPC

标准的互补性非常有必要，应该作为 ISO 的重

要工作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植物检疫领域， 

IPPC 标准和 ISO 标准并存时，优先采用前者。

此外，FAO 与 ISO 联合制定了 ISO 19932

《作物保护设备——背负式喷雾器》，使 FAO

得以升级这些设备的最低标准。此外，FAO 在采

购相关设备时会遵循这些标准。

最后，植物保护和管理需要制定和使用合适

的方法、工具和投入资源，例如高质量的种子、

植物保护设备、农药和生物制剂。其效率高低取

决于是否达到最低质量要求。在与主管部门共同

开展工作并考虑了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标准还可

以用于促进相关评估工作。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应对互联世界所

面临的复杂挑战。这对 FAO 具体来说意味着什

么？ FAO 希望在哪些领域看到更多国际标准？

为了推动全球繁荣和保护地球，联合国发布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全面解决食品、

生活和自然资源管理等问题，这也是正是 FAO 的

使命所在。其中，关注农村发展以及在作物、牲畜、

林业、渔场和水产养殖等方面的农业投入，对消除

贫困和饥饿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农业方面，

FAO希望倡导并推动

国际对话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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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贝诺村的一位农民参照Codex橄榄油标准规定的《食品卫生通则》收获橄榄。

ISO专家组召开会议审议ISO背负式喷雾器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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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ing the seeds  
FOR THE FUTURE
播种未来

预计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增长到 96 亿。我们需要改变现

有的食品体系，届时，才能供养如此庞大的人口——国际标准是

这些体系的关键要素。

工具与技术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主要依赖于可持

续的食品生产体系和因地制宜的农业

实践。

气候变化
干旱、洪水或飓风等气候变化影响

食品生产的方方面面。

城市发展
城市人口每秒钟就增加两人，到205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

人口将生活在城市。

土壤质量
农业中使用的硝酸盐是全球地下蓄水层

最常见的污染物。

水回用
农业用水约占全球总用水量的70%；到2080年，

全球灌溉用水需求将增长5%至20%。

ISO应对方法：ISO农林用拖拉机

和机械标准为农民提供新技术、正

确的知识和信息以及市场准入机

制，从而实现收益更高的可持续农

业生产。

ISO应对方法：ISO标准是应对气候

变化的有力工具，有助于量化温室气

体排放并推进环境管理良好实践。

ISO应对方法：随着食品运输路

程越来越远，ISO食品安全管理

标准帮助组织机构发现和控制食

品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危害。

ISO应对方法：ISO灌溉污水处理标

准为水资源匮乏的国家提供最合适的

水回用方案，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实

践指导，并鼓励全社会更好地管理

水资源。

ISO应对方法：ISO土壤特征和潜

在污染物测量和报告标准有助于提

高土壤质量。

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水资源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包晗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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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天然合作社集团（Fonterra）是世界一流的乳制

品生产商和出口商，旗下有安怡（Anlene®）、

安佳（Anchor®）、Perfect Italiano®、Tip Top®

等众多受消费者青睐的品牌。该集团是新西兰的经济基石，

拥有 10,500 名奶农股东，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25%。

此外，它还是一家跨国企业，全球有 22,000 名员工，业务范

围遍及 100 多个国家。

全球对乳制品的需求有望增长，新兴市场对牛奶的需求

将更加强烈，比如中国的乳制品需求在未来十年内可能翻一

番。因此，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乳制品需求，同时维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极具挑战性。

本刊采访了恒天然集团社会责任部主管卡洛琳·莫特朗

德，使大家更了解标准如何帮助恒天然集团管理业务并履行

社会责任，包括管理其环境足迹，让全球消费者可以继续享

用来自新西兰的优质牛奶。

ISOfocus: 恒天然集团是全球乳业巨头之一，业务范围

覆盖 100 多个国家。ISO 标准如何确保贵公司坚守社会责任，

并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减少环境足迹呢？

卡洛琳·莫特朗德：几年前，恒天然集团开始实施 ISO 

26000 社会责任标准，进一步将社会责任融入公司的全球业

务。建立可持续食品生产体系并在环境限制条件内运营，从

而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乡村生活水平，这是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更公平和更繁荣的社会所必不可少

的条件。

新西兰近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农业。为此，恒天然

集团定期开展碳足迹生命周期分析，包括对新西兰、中国和

澳大利亚（通过澳大利亚乳业局）的农场供应分析。公司还

对行业动态进行调研，重点关注有待改进之处。此外，由于

牛奶加工设备通常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恒天然采用了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标准来降低耗电。

通过采用上述 ISO 标准，恒天然致力于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寻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例如在生产基地引入清

洁技术并进行资源效率升级，对生物量、太阳能和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进行评估以减少对石油燃料的依赖。

Fonterra’s quest 
for  sustainable 
dairy nutrition
恒天然探寻乳制品可持续之路

恒天然集团的乳制品为全球十亿用户提供营

养。您可能也是它的顾客，是否想了解该公司是

如何实现乳制品可持续生产的？本刊采访了恒天然

集团社会责任部主管卡洛琳·莫特朗德（Carolyn 

Mortland），她针对我们的疑问一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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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然集团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把能源密集度降低 20%，减

少其全球乳制品供应链的能源排放，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该公

司计划如何提高能效？标准如何提供帮助？

    恒天然集团的能源战略符合世界能源理事会公认的“能源

三难困境”指标，即能源安全、能源平等和环境可持续。公司依

据 ISO 50001 标准制定能效计划，目标是到 2020 年在新西兰国

内业务方面，将生产每吨产品的能耗量减少 20%。自 2003 年实

施这项计划以来，我们的生产能源密集度已降低超过 16%——相

当于 2015 年全年节省的能源量，足够满足大约 19 万户新西兰家

庭用电。

标准为恒天然提供了行业最佳实践和最高目标。公司根据

ISO 50001 进行内部审核，包括大力改进运营情况，自 2003 年

起公司已提出近 900 项改善能源使用的倡议。

据新西兰能效与节能管理局（EECA）称，恒天然伊登代尔

工厂是国内能效最高的乳制品加工厂。自 2003 年以来，该工厂生

产每吨产品已减少 48% 的能耗量。最近，公司在不增加燃煤炉的

情况下，扩增了四个加工点。这要归功于工厂实施的多个能源回

收项目，以及设计的高效新设备。

恒天然还根据 ISO 50001 的要求，努力提高销售网的能效。

公司去年的铁路货运量比前年增加超过 10%。这意味着铁路运输

的货物总量相当于 184,730 辆卡车的运输能力，与公路运输相比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5 万吨。

此外，恒天然的船运合作伙伴 Kotahi 最近开始使用更大型、

更可持续和更高效的船舶将恒天然产品运往全球 140 多个国家。

作为一家享誉国际的跨国公司，恒天然如何利用 ISO 26000

和 ISO 14001 标准来保持国际业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每年我们都会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并根据当年的情况制定

改进计划。ISO 26000 标准确实非常实用，它使我们能积极考虑

到全球业务的各个方面。为了支撑 ISO 26000 标准，我们还长期

配套使用 ISO 14001 标准，来确保生产设备通过国际公认的环境

管理标准和可持续标准的认证。这样不仅推动了公司各加工厂进

行不断改进，还有助于我们持续关注供应链和环境绩效。通过采

用 ISO 26000、ISO 14001 等标准，我们聚焦重要问题，优先处

理待改进之处，并制定更完善的计划。

通过制定乳制品发展计划，恒天然集团还帮助印度尼

西亚和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乳制品产业，保证乳制

品的安全和可持续供应，同时营造繁荣的社会环境。这一

举措也符合恒天然采用 ISO 26000 标准来践行社会责任的

承诺。

恒天然集团以新西兰新鲜牧草养殖为基础生产优质乳

制品。该公司如何与新西兰标准协会以及其他伙伴携手保

护好这个“国家瑰宝”，确保全世界人们可以继续享用优

质牛奶？

恒天然集团及其奶农对采用新西兰传统放牧模式引以

为傲，这样能让动物在天然牧场自由自在地吃草。正是由

于牧场的高效放牧形式和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新西

兰的乳制品业才成为全球最环保的行业之一。

恒天然将继续与其他行业机构开展合作，保证乳制品

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我们联手第一产业部和能效与节

能管理局来寻找帮助奶农节省农场用电的方法。我们根据

新西兰 NZS 3598:2000 标准对 150 个农场进行审查，此

次审查在能源供应和使用上开展详细调研，明确了可以节

约能源的领域。该标准由新西兰标准协会和澳大利亚标准

协会共同制定。

审查后的估算显示，通过实施建议方案每年可节约

16.1 万千瓦时电能，若进一步实施方案，还将节约 29.7

万千瓦时电能。

目前，恒天然还通过采用农场管理方面的良好实践，

包括改善动物健康和牧草管理等，降低了农场甲烷排放量。

从 1990 年到 2014 年，通过推行这类实践，新西兰农场排

放效率提高了 20% 以上 。   

此外，恒天然与新西兰政府和其他行业伙伴将继续在

牧区温室气体研究联盟上大力投入，希望找到减少牲畜温

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作为一个跨国公司，恒天然对目前

取得的成绩深感自豪，也对新西兰的优质产品走向世界充

满信心。■

靳吉丽 / 译

恒天然集团采用

ISO 50001能源管理

体系标准来减少

电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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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然集团社会责任部主管卡洛琳·莫特朗德

恒天然集团在生产基地引入清洁技术并进行资源效率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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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消 费 者 政 策 委 员 会

（COPOLCO）负责制定能应用

于日常生活、与市场相关的标准。

正因如此，ISO 才能提供让消费

者和企业都受益的解决方案。今

年，COPOLCO 将致力于探索

应对全球生命和健康隐患的解决

方案，如不安全的道路基础设施、交通系统和车辆。2017 年 5 月 17 日，

COPOLCO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了相关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该会议也是

今年 COPOLCO 年会的一项主要议程。

“道路安全设计”是今年 ISO 的热门议题之一，该议题由 ISO 消费者

利益相关方提出。COPOLCO 通过帮助 ISO 成员在国家立法和倡议中应用

标准，发挥 ISO 39001《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等国

际标准的优势，使消费者以及整个社会更受益。

COPOLCO提出的其他倡议包括：“共享经济”国际研讨会协议、保护“弱

势消费者”的 ISO 标准，以及针对消费者数据信息安全的“隐私设计”提议。

为什么标准对服务贸易至关

重要？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澳大

利亚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于

2017 年 3 月召开了关于“贸易

和服务技术标准”的会议。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发

达国家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高

达 75%，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

GDP 的 比 重 约 为 50% 左 右，

服务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

支柱。在这样的环境下，服务业

对国际标准的需求越来越多，世

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司顾问马库

斯· 杰 利 托（Markus Jelitto）

解释道。

ISO 代理秘书长凯文·麦金

利（Kevin McKinley）强调，现

在亟需满足市场对服务标准的需

求，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他强调，要采用国际标准来促进

贸易、支撑创新和弥补差异，通

过合格评定来增强各国对服务业

的信心。ISO 澳大利亚和西班牙

国家成员体分别提出关于服务标

准方面的观点，并阐述了如何应

对不断变化的服务环境。

目 前，ISO 已 发 布 700 余

项与服务相关的标准。其中一些

是纯粹的服务标准，其目的是提

供某类服务的条款（例如旅游业

的服务条款）。另外一些标准是

为某类服务条款提供基础设施支

撑（例如信息技术和运输领域的

标准）。第三类则是横向标准，

比如可应用于服务业的管理体系

标准。

2017 年 3 月，ISO 理 事 会 会 议

在瑞士日内瓦召开。ISO 前司库米

高· 派 罗（Miguel Payró） 因 其 在

2013 到 7 月至 2017 年 1 月任期内的

出色工作在会上受到表彰。

 ISO 主席张晓刚说：“米高担任

ISO 司库期间，在金融事务上提出了

很多宝贵意见，并在 ISO 总体融资和

年度预算编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张晓刚主席向米高颁发一对袖

扣以示表彰。“我们非常感谢米高·派罗在 ISO 司库一职上的贡献和付出。

在过去的几年里能与米高共事，深感荣幸。我们由衷地祝福他在未来的职业

生涯中一切顺利。”

目前，米高·派罗在日内瓦生物技术公司 GeNeuro SA 担任首席财务官。

此前，他在全球奢侈手表巨头法兰克 - 穆勒公司担任首席财务官。在该公司

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公司结构重组，实现首次合并，并引进国际会计标准。

多米尼克·克里斯廷（Dominique Christin）已于今年 1 月 18 日接替

米高·派罗担任 ISO 司库。克里斯廷是 BianchiSchwald（原 BCCC）公

司的共同创始人和合伙人，该公司是 2001 年成立的瑞士独立商业法律公司，

克里斯廷从 2016 年起担任该公司法律顾问。

ISO宣布任命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为新任秘书长，2017 年7 月正式就职。

在过去的七年里，塞尔吉奥·穆希卡在国际海关组织（WCO）担任副秘书长一职。此前，

他曾在智利农业部和经济部任职长达十五年，并曾担任智利海关总署署长。塞尔吉奥·穆

希卡是智利人，本科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之后获得美国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国际法硕

士学位。

“我代表 ISO 对塞尔吉奥·穆希卡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期待与他共事，” 张晓刚主

席说。

自 2015 年 8 月起担任 ISO 代理秘书长的凯文·麦金利（Kevin McKinley）同时卸任，

他之前曾担任副秘书长 12 年。

反腐败是第 25 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经济与环境论坛首次预备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该会

议于今年年初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OSCE 是欧洲

安全方面最大的政府间组织。本次会议是 OSCE 一

系列会议中，首次在经济、环境和安全议题的讨论中

加入了政治因素。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发展绿色经济和建立伙伴

关系”，主要探讨OSCE及参与国如何通过有效治理、

经济参与和密切互联来加强提高安全性和稳定性。

OSCE 秘 书 长 兰 贝 托· 赞 尼 尔（Lamberto 

Zannier）在开幕致辞时提到，反腐斗争在推动经济

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他

强调，私营与公共部门应联手遏制不当行为，建设政

府和企业间信任文化。

谈到诚信时，塞尔维亚标准化协会（ISS）代理

会长塔蒂娜·波杰尼克（Tatjana Bojanic）指出了

实施 ISO 37001 反贿赂管理体系国际标准的诸多益

处。她表示，该标准的塞尔维亚语版本的翻译工作正

在进行当中，不久将在全国推广实施。

牙买加标准局（BSJ）的监管部门分离出去形成了

新机构，即国家合规监管局（NCRA）。新机构覆盖食品、

法制计量、标准合规检查等领域。调整之后，NCRA 将

主要负责监管工作，这样牙买加标准局能更好地推进标准

化、计量以及合格评定工作。

此次部门调整是基于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

表明，标准制定和监管职能存在于同一体系是引起牙买

加标准局组织架构内在冲突的根源。经过此次调整，BSJ 

将继续支撑企业发展，推动企业进入区域和国际市场。

BSJ 执行董事伊冯娜·霍尔（Yvonne Hall）指出，

BSJ 以极大的热情履行了“引导”的新职责，其逐渐改

善的服务水平足以证明这点。

BSJ 通过了 ISO 9001 质量管理认证和 ISO/IEC 

17025 检测实验室能力认证。此外，其工业培训部正在

努力通过 ISO/IEC 17024《合格评定人员认证机构通用

要求》的认证工作。通过认证之后，BSJ 将成为加勒比

海地区首家具有人员认证资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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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是风靡全球、人人可享

的奢侈美味的关键原料，但其背

后的现实却是苦乐参半。ISO 新

成立了一个技术委员会，目的是

促进可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

可可农场主创建更美好的未来，

最后让所有人都受益。

“我小时候被可可豆里的虫子咬过，” 

可可农场主弗朗西斯科·米兰达 (Francisco 

Miranda) 说。“我奶奶年轻时继承了一个小型

可可农场，农场主要由工人负责照料。我记得

那时候她带着我沿着一条河走好久才能到农场。

到了之后她会穿上靴子，把枪挂在腰间，然后

骑上马开始帮忙收割，她拎起装满可可的袋子，

尽显老板的风范。我亲爱的奶奶那时摇身变成

了勤劳的牛仔，让我觉得非常着迷。”

“多年后，当我终于可以打理自己的农场

时，我非常兴奋，从此开始投身农业。我在种

From bean to bar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COA INDUSTRY
从可可豆到巧克力
可可行业面临的挑战 植过多种农作物后发现，没有哪种作物能像可可

一样对环境友好、促进动物多样性而且吸引鸟儿。

我们作为可可农场主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知

道我们种植的可可举世闻名。”

弗 朗 西 斯 科 是 厄 瓜 多 尔 生 产 商 和 出 口 商

Guangala 公司的总经理，手下有 70 多名员工，

负责管理一个 240 公顷的可可农场。农场的可

可产量不错，而且种植的是一种抗病可可。她是

1400 万可可从业者中的一员，而且是一名幸运儿，

因为大多数可可农场主的贫困现状令人堪忧。

可可种植的挑战

国际可可组织（ICCO）的数据显示，绝大

多数可可产品出自 5 公顷以下的小型农场。农场

主之间缺乏可以共享资源和相互分担的组织，由

于耕作方法低效，生产力通常比较低或产品质量

不高。

此外，种植可可的农场主往往生活在贫困地

区，由于交通、医疗、卫生设施、教育等基础设

施落后，这使可可在市场的销售变得很困难。这

种极端贫困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健康不佳、雇佣

童工、营养不良等诸多问题。而可可树只生长在

赤道附近，容易受疾病、害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使情况变得更复杂。

皮 埃 尔· 伊 托 奥· 阿 贝 纳（Pierre Etoa 

Abena）是喀麦隆国家可可与咖啡理事会(NCCB)

的高级技术顾问，从事可可贸易 33 年。他非常

了解农场主所面临的困境：“对生产商而言，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卖出不错的价钱，至

文 / 克莱尔·纳登   by Clare Naden

可持续发展

受到多方面的阻碍。

#ISOfocus_122 | 4544 | #ISOfocus_122



少要包含生产成本和一定的利润。但要达到这点，

还存在很多障碍。供应链涉及多个组织，每个组

织的标准和要求不同；与此同时，化肥、境外物

流等成本不断上涨。”

VOICE Network 联盟执行董事安东尼·方

丹（Antonie Fountain）持有同样的看法。该联

盟主要由非政府组织和贸易协会组成，致力于解

决全球可可供应链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现实

情况是市场不会考虑农场主的情况。我们需要保

证他们的产品能卖出好价钱的方法。当然还有其

他问题，例如农场主需要多元化发展、良好的设

备和肥料，以及高效农业技巧的培训。但如果不

能保证卖出合理的价格，就算采取这些措施，也

无法实现可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弗朗西斯科承认，可持续发展受到多方面的

阻碍。政府法规的不断变化和可可市场的不稳定，

使得一直稳步发展的可可行业不得不退后一步，

重新考虑发展方向。“挑战的关键在于，有些事

情你无法提前计划。可持续发展需要农场主在基

础设施和长期投资方面做出改变，但如果没有契

约、承诺或可持续的价格，很多农场主甚至不能

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这很快就会达到极限，供

应链中更多的弱势群体会继续遭受痛苦。”

德国糖果工业协会巧克力产品和可可部门主

管托本·埃里布拉斯博士（Torben Erbrath）表示，

如果不采取措施，消费者最终会感受到这些影响。

“倘若不对小型农场加大投资和培养，未来将很

难满足可可的供应需求，”他解释说。“年轻农

场主将不再种植可可。”

相关措施

目前有很多方案和倡议能帮助可可农场主，

并提高整个行业的可持续性。但有些人认为，这

些方案和倡议并不总像预期的那样有效，而且通

常只有组织化程度高的农场主能接触到这些方案。

几十年来，国际可可行动组织、欧洲可可协会、

可可工商联合会、世界可可农场主组织等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旨在促进可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

还签署了大量的协议和框架，例如在 2012 年首届

世界可可大会上，大部分可可生产和消费国以及行

业巨头签署了全球可可议程，该议程概括了相关方

的任务和职责，帮助可可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这

也促使许多可可生产国纷纷制定国家计划，希望实

现可持续的可可生产。

另外，一些其他倡议也致力于让可可种植业发

展的更好，包括：

 世界可可基金会组织的“可可行动”，其目标

是到 2020 年对 30 万农场主进行培训，以提高生产

力并改善该行业妇女和儿童的工作状况。1)

 “行动框架”是美国劳工部和科特迪瓦政府之

间签署的一份联合声明，目的是减少非洲西部可可

种植区雇佣的童工。

 “雀巢可可计划”旨在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改善

农场主生活，如提供最佳农业实践、销售产量更高

的可可作物，以及童工监控和补救系统方面的培训。

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设定了该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例如，荷兰的目标是到 2025 年，100%

实现可可的可持续发展，而德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

保证该国消费的可可至少有一半通过可持续认证。

安东尼·方丹认为尽管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

这还远远不够。他与多数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如果

按照目前的行动节奏，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最

大的挑战之一是提高工作内容、成效、资金投入、

纳税金额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透明度。因此，

我们需要更高的透明度，更好地分享和了解工作成

果和进程。”

荷兰的目标

是到2025年

100%实现可可的

可持续发展。

1)  《2015年可可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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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

ISO 食品技术委员会（ISO/TC 34）下设的咖啡

分技术委员会（SC 18）由荷兰标准协会（NEN）以

及主要可可生产国标准化机构——科特迪瓦标准化局

（CODINORM）和加纳标准局（GSA）共同负责管理。

这是 ISO 成立的首个可持续生产商品委员会，也是 ISO

涉猎的新领域。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下的可持续和可追溯可可技术委

员会（CEN/TC 415）由丹麦标准协会（DS）承担秘书

处工作。ISO/TC 34 与该委员会共同制定了 ISO 34101

可持续和可追溯可可豆系列标准，旨在应对可可行业面

临的各种挑战。

与 ISO 2451 和 ISO 2292 等关于可可豆的规范和

质量要求的国际标准一样，ISO 34101 系列标准适用于

可可供应链中的所有相关方，包括可可农场主和采购商。

该标准的目的是协助开展农业良好实践、保护环境以及

改善农场主的生活状况。

身兼两个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杰克·史德基恩（Jack 

Steijn）说，采用这些标准将给可可农场主及其工人带来

积极影响，因为它们能帮助农场获得经济收益。“这将

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到可可种植中来，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过去几十年可可农场主的平均年龄在不断上升。”

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预见，ISO 34101 系列标准

将为咖啡、香蕉和棉花等其他商品起到示范作用，因此

新的 ISO 标准能给这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机遇。”

ISO 34101 系列标准正在制定当中，预计将于明年

发布。该标准将规范可可生产管理体系的要求，协助确保

可持续生产的可可豆的可追溯性，从而有助于认证计划的

制定和实施。该标准可用于其他认证项目的质量控制。

通过认证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了解可可农场主面临的困境，巧

克力行业出现了多个认证体系，如公平贸易认证、UTZ

ISO 34101系列标准

旨在应对可可行业

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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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和雨林联盟认证。这些认证都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但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众多体系采用的标准略有不同，目前全球 25% 的可可生产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但这还远远不够。挑

战仍然存在，如审计缺乏公信力、大小型农场应用认证体系困难等。

许多认证机构（包括上述机构）都参与了 ISO 34101 系列标准的制定。该标准有望为包括私营企业

在内的所有组织和可持续性项目提供参考基准。

展望未来

喀麦隆国家可可与咖啡理事会的皮埃尔·伊托奥·阿贝纳指出，新标准将成为广受欢迎的工具。“虽

然许多非政府组织投入了大量时间来了解农场主的真实状况，但提高他们的收入是个持久战。还有很多重

要领域值得重视，如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参与人员。可持续可可生产的新标准将有助于改善这些领域，

提供共同基础，确保任何可可认证流程都清楚透明。”

可可农场主弗朗西斯科希望这些标准能激发供应链的上游做出反应，并对农场相关的价格和合同条

款产生影响。“我们需要关注市场权衡两个方面，在执行新条款时考虑到人为影响和经济影响，”他说。

“以目前可可的销售价格来看，农场主通过可可无法维持好自己的生活，更不用说可持续发展了。而可可

国际标准将对农场主脱贫大有帮助。”■

包晗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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