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估棕榈油生产商和贸易商的指标和研究方案/评分方法 – 2018 年 11 月 

SPOTT 使用具备 125 个指标和研究方案的详细框架，评估棕榈油生产商和贸易商有关公开披露政策、运营、以及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最佳实践的承诺，

确保 SPOTT 以公平一致的方法评估所有公司。要获得积分，公司必须在其网站、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演示文稿或其他公共文件；在其母公司和/或子公

司（如适用）的网站，或在特定的第三方平台（「外部来源」）上公布所需信息。 

 

 可持续发展政策和督率 

ID 指标 研究方案 

1 为辖下全部业务制定可

持续油棕政策或承诺 

 [一分] 有：具备针对所有棕榈油业务（即其生产，购买和/或交易的所有棕榈油）的可持续/负责任/道德（或类似）棕榈油的自有政策，或明确

遵从涵盖其所有业务的母公司或买方的政策。可为独立文件，也可以是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政策应涵盖公司整体运营的不同可持续发展面

向，包括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 

 [0.5 分] 局部：遵从其母公司或供应商的政策，但没有明确说明政策适用于所有业务，或有政策但不清楚是否适用于所有业务（即其生产，购

买和/或交易的所有棕榈油），或只具笼统的政策或承诺。 

 [0 分] 否：没有政策或承诺，或只是承诺可持续发展或、只有企业社会责任（CSR）计划的笼统声明。 

2 适用于直接和第三方供

应商的可持续政策或承

诺 

 [一分] 有：声明策略适用于所有供应商，包括直接供应商和第三方供应商，或适用于整条供应链，并完全符合旧指标的要求。 

 [0.5 分] 局部：仅部分政策符合旧指标的要求，或有政策但不确定是否适用于所有供应商，包括第三方供应商，或只有部分政策适用于供应

商，或具有独立的供应商/采购政策，但范围有限，细于主要可持续性政策 ，并完全符合旧指标的要求。 

 [0 分] 否：根据旧指标，没有政策或承诺，或政策不适用于直接供应商或第三方供应商。  

3 责成管理层处理可持续

发展 

 [一分] 有： 报告设有获责成负责可持续性责任的管理层，例如： 董事会成员、可持续发展总监、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执行小组。 

官员，执行小组。 

 [0.5 分] 局部：可持续发展团队或类似人员，但不清楚谁具管理层责任。 

 [0 分]否：报告没列出负责可持续发展的员工。 

4 过去两年内发布的可持

续发展报告 

 [一分] 有：在过去两年内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更新（即可以在 2017 年发布，但也可以是 2016 年）。可接受整合了可持续发展内容的年度

报告，但内容必须详尽（即一般涵盖环境和社会事项、以及至少两页关于棕榈油可持续性的内容）。 

 [0.5 分] 局部：报告于两年前发布。 

 [0 分] 否：没有报告，或年度报告不够详尽 

外部来源： GRI 数据库.  

http://database.globalreporting.org/search/


5 多个行业计划、或其他

提高棕榈油可持续性的

外部倡议的成员 

 [一分] 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计划的成员。 

 [0.5 分] 局部： 只是一个计划的成员，或只有子公司/母公司是成员。 

 [0 分] 否：没有任何相关组织的成员资格。 

注： 例子包括 TFT、 POIG、 UNGC、 WBCSD、TFA 2020、 HCS Approach Steering Group、HCV Network、FFA、NCC、CGF、GAA 或其他明显着重于

棕榈油可持续性的计划(根据逐案基础进行评估)。公司最好直接在其网站或自身报告中申报会员资格，并获有关计划明确列为会员。 

6 如果是 POIG 的成员，

具备棕榈油创新集团

（POIG）章程合规验证

报告 

非 POIG 成员不适用 

 [一分] 是：公司为 POIG 成员，并已发布 POIG 验证报告。 

 [0 分] 否：公司为 POIG 成员，但没发布 POIG 验证报告。  

7 与政府，非政府组织或

学术机构合作，提高棕

榈油的可持续性 

 [一分] 是：曾与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学术机构办活动，侧重于扩大公司运营范畴的的可持续性，例如管辖方法、社区合作、具体项目或强化认

证计划。 

 [0.5 分] 局部：曾与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学术机构办活动，但内容欠奉，或只提供有限信息，或没有明确聚焦于扩大可持续性范畴。 

 [0 分]  否：活动在五年或以前进行，或未注明日期。 

 

 

 

 土地储备，地图和可追溯性 

ID 指标 研究方案 

8 管理/控制油棕土地总

面积（公顷） 

加工商／贸易商不适用。 

 [一分] 是：公司管理/控制的总油棕土地储备（如果有明确说明，可能包括基础设施或其他作物）。 

 [0.5 分] 局部： 具备两年或以前的数据，或者仅提供总土地储备（包括其他作物），油棕的明确区域欠奉，或所提供数据不包括公司已知的经

营范围，或所提供数字计算方法复杂（即总土地储备减去橡胶种植面积）。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只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有注明日期，或是由公司或其独立供货商控制面积的综合数据。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1.7 控制／管理油棕种植土地总量(自动求和)。 

9 总油棕种植面积（公

顷）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Yes: 有：总油棕种植面积，如果适用，包括房庄园/核心和计划小农/小园主区域。 

 [0.5 分] 局部：具备两年或以前的数据，或所提供数据不包括公司已知的经营范围，或所提供数字计算方法复杂。 

 [0 分] 否： 没有数据，或只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或是由公司或其独立供货商控制面积的综合数据。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1.2 已种植土地的控制／管理油棕种植土地总量。  

http://www.tft-transparency.org/product/palm-oil/who-we-work-with/
http://poig.org/poig-members/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what-is-gc/participants
http://www.wbcsd.org/Overview/Our-members
https://www.tfa2020.org/en/about-tfa/partners/
http://highcarbonstock.org/members/
https://www.hcvnetwork.org/resource-network/members
http://www.firefreealliance.org/feed/organizations
http://naturalcapitalcoalition.org/who/coalition-organizations/
https://www.theconsumergoodsforum.com/who-we-are/our-members/
http://globalagribusinessalliance.com/members/


10 小园主/计划小农种植

面积（公顷） 

没有小园主／计划小农、或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有：小园主/计划小农总种植面积。 

 [0.5 分] 局部：具备两年或以前的数据，或所提供数据不包括公司已知的经营范围，或所提供数字计算方法复杂。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1.6 计划小农／小园主认证土地总面积，以及 2.1.6.1 未获认证的计划小农／小园主土地总面积。 

11 未种植（指定用于未来

种植的区域）（公顷）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有：尚未种植的地区，但已被指定用于未来种植油棕、或已获得油棕种植的必要许可（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获得 HGU） 

 [0.5 分] 局部：  不明确术语（即表示「不可种植」或「未种植、包括基础设施」），具备两年或以前的数据，或所提供数据不包括公司已知的

经营范围，或所提供数字计算方法复杂。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只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有注明日期。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1.3 总未种植面积。 

12 预留保护区，包括高保

护价值（HCV）地区

（公顷）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有：有预留保护区域，包括 HCV 区域，HCS 区域以及泥炭地、陡坡等其他地区。 

 [0.5 分] 局部：具备两年或以前的数据，或所提供数据不包括公司已知的经营范围，或所提供数字计算方法复杂。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或是由公司或其独立供货商控制面积的综合数据。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1.4 获指定和管理的 HCV 土地总面积; 2.1.5 除 HCV 区域外其他保护区。 

13 基础设施面积（公顷）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基础设施区域（即工厂、道路、建筑物）。 

 [0.5 分] 局部：具备两年或以前的数据，或所提供数据不包括公司已知的经营范围，或所提供数字计算方法复杂。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14 公司所属厂的数量和名

称 

没有公司所属厂者不适用。 

 [一分]有：公司所属厂的数量和名称 

 [0.5 分] 局部：具备两年或以前的数据，或所提供数据不包括公司已知的经营范围，或所提供数字计算方法复杂。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6.1 运营中的棕榈油厂数量; RSPO 认证种植者; One Oil Palm Maps. 

15 公司所属厂的地图或坐

标 

公司不设厂房不适用。信息必须属于一或两地，而非分散多个地方。 

 [一分] 有：名称和坐标，或能够在 GoogleMaps 上生成位置的地址，或所有工厂的名称和地理参照地图（shapefile，kml）。 

 [0.5 分] 局部： 如上所述，但仅适用于某些工厂，或所提供数据已属两年或以前，或仅提供显示所有工厂位置的静态图像，或仅有工厂名称，

或有关上述事项的信息不清楚。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或不以当地比例显示的静态图像档案（即无法准确确定庄园所在位置），或图像上

的文字不可读。 

外部源头： Global Forest Watch – 油棕厂 及 RSPO mills; GeoRSPO.  

https://www.rspo.org/certification/principles-and-criteria-assessment-progress
http://www.oneoilpalm.com/one-oil-palm-maps-directory/
http://data.globalforestwatch.org/datasets/ed8d5951b2a4482a9e62c4fe0bc23b5f_27
http://data.globalforestwatch.org/datasets/683f1bb1d88e4fe99df38e3e60b1d0d8_6
http://www.rspo.org/geo-rspo


16 供应商所属厂的数目和

名称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只从本身的工厂采购者不适用。 

 [一分] 有：所有供应商工厂的名称和母公司（供应棕榈原油（CPO）和棕榈仁（PK）的工厂）。 

 [0.5 分] 局部：仅说明供应商工厂的数目，或名称/母公司的部分信息，或有关上述要点的信息不清楚，或仅具两年或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五年以前的数据。 

17 庄园／管理单位地图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信息必须属于一或两地，而非分散多个地方。 

 [一分]有：名称和地理参照地图清楚地显示所有庄园的边界（例如 shapefile 或 KML），或指定地图 100％代 RSPO ACOP 中的特许地点。 

 [0.5 分] 局部：具备部分计划小农庄园的地理参照地图，或者不清楚是否已列出所有计划小农，或者只有图像文件显示所有/部份计划小农的

位置，或已是两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未标注日期，或不以当地比例显示的静态图像档案（即无法准确确定庄园所在位置），或图像上的文字不可读。 

外部源头： RSPO ACOP 5.1 特许区域地图； 5.2 地图声明； Global Forest Watch 油棕特许权; GeoRSPO. 

18 计划／小园主小农地图 没有小园主／计划小农、或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所有计划小农庄园的地理参照地图（shapefile 或 KML）。. 

 [0.5 分] 局部：具备部分计划小农庄园的地理参照地图，或者不清楚是否已列出所有计划小农，或者只有图像文件显示所有/部份计划小农的

位置，或已是两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未标注日期，或不以当地比例显示的静态图像档案（即无法准确确定庄园所在位置），或图像上的文字不可读。 

外部源头： GeoRSPO. 

19 有时限的承诺，100％

可追溯至工厂级别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只从本身的工厂采购者不适用。 

 [一分]是： 有时限的承诺，100％可追溯至种植级别(或 100% 可追溯至供应链中的工厂、或已经 100％可追溯（过去两年内）。 

 [0.5 分] 局部：承诺可追溯性低于 100％，或者没有时限性，或时限已过，且没遵从。 

 [0 分] 否：没有承诺。 

20 有时限的承诺，100％

可追溯至种植园级别 

 [一分] Yes:有： 有时限的承诺，100％可追溯至种植园级别(或 100% 可追溯 FFB、或已经 100％可追溯（过去两年内）。 

 [0.5 分] 局部：承诺可追溯性低于 100％，或者没有时限性，或时限已过，且没遵从，或声明没明确规定种植园或农场级别。 

 [0 分] 否：没有承诺。 

21 可追溯至工厂级别的供

应百分比（80％以上）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只从本身的工厂采购者不适用。针对下游业务，可追溯至工厂的棕榈油供应（棕榈原油（CPO）和棕榈仁油

（PK））的总体百分比（或从炼油厂和碎核厂至工的可追溯性百分比）。 

 [两分]是： 80-100%. 

 [1.5 分] 局部： 60%-79%. 

 [一分] 局部： 40-59%. 

 [0.5 分] 局部： 20-39%. 

 [0 分] 否：0-19%，或仅具两年或以前的数据。 

http://data.globalforestwatch.org/datasets/20398d4dc36e47bd92b559786670f270_1
http://www.rspo.org/geo-rspo
http://www.rspo.org/geo-rspo


22 可追溯到种植园级别的

自家工厂生产新鲜果丛

（FFB）百分比（高于

75％） 

 

没有公司所属厂者不适用。对于公司所属厂（上游业务），FFB 供应的总体百分比可追溯到种植园，包括小农和供应商（如适用）。可从种植

园身份保护模型百分比计算。 

 [两分] 是：75%-100%. 

 [1.5 points] 局部： 50-74%。 

 [一分] 局部： 25-49%。 

 [0.5 分] 局部： 1-24%。 

 [0 分] 否：0%，或仅具两年或以前的数据。 

外部源头： RSPO 认证种植者。 

23 可追溯到种植园级别的

供货商工厂生产新鲜果

丛（FFB）百分比（高

于 75％）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只从本身的工厂采购者不适用。针对下游业务，可供追溯到种植园级别的供应商工厂 FFB 供应或棕榈油供应

（原油棕榈油（CPO）和棕榈仁油（PK））的总体百分比。 

 [两分] 是： 75%-100%.  

 [1.5 分] 局部： 50-74%. 

 [一分] 局部： 25-49%. 

 [0.5 分] 局部： 1-24%. 

 [0 分] 否：0%，或仅具两年或以前的数据。 

 

 

 

 砍伐森林和生物多样性 

ID 指标 研究方案 

24 承诺零砍伐森林  [一分] 有：具「不砍伐森林」或「零砍伐森林」承诺，或明确表示不会在 HCV[高保护价值]，HCS[高碳储量]和泥炭地上发展。 

 [0.5 分] 局部：没有净毁林承诺（承认部分森林损失可以通过森林恢复，例如购买 REDD +，补偿或缓解银行业务来抵消），或具备不明确的不

砍伐森林的承诺。 

 [0 分] 否：没有承诺。 

25 适用于计划小农和独立

供应商的森林砍伐承诺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有计划小农或独立供货商者不适用。 

 [一分] 有：具备（解决森林砍伐或不砍伐森林）、且适用于计划小农和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皆备，如果只有其一，则只针对一个），或适

用于所有供应商的承诺。 

 [0.5 分] 局部：具备仅适用于计划小农和独立供应商（若两者皆备），并完全符合旧指标要求的承诺。 

 [0 分] 否： 所作出的承诺仅部分待合旧指标要求，或没有承诺。 

26 确定森林砍伐的标准  [一分] Yes: 是：指定不被砍伐的森林/区域的标准或类型，例如 原始森林，完整森林景观（IFL），次生林，受干扰的森林，HCS 区域，HCV 区

域。 

 [0 分] 否：没阐明标准 

https://www.rspo.org/certification/certified-growers-search


27 监测森林砍伐的证据  [一分] 有：阐明如何监测毁林（即监测侵占的方式），包括监测区域的范围和/或时间框架。 

 [0.5 分] 局部：＇方法，森林砍伐监测区域的范围和/或时限尚不清楚。 

 [0 分] 否：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28 栖息地管理和/或栖息

地恢复的案例 

 [一分] 有：在公司的保护区或公司运营范围四周土地上，有多项栖息地管理、或栖息地恢复活动的案例或证据（可包括在 HCV、HCS、缓冲

区、森林、泥炭地、红树林、湿地进行的活动）。 

 [0.5 分] 局部：只有一个栖息地管理或恢复的案例。 

 [0 分] 否：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注：例子可包括恢复河岸地区、恢复原生森林、增殖红树林、植树，明确标记边界、树立标志、种植原生物种，确保没有道路、监测泥炭下沉

降、限制外人进入以及巡逻。 

29 实施园林级别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针 

 [一分]有：实施园林级别方针，重点是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或类似）。 

 [0.5 分] 局部：具备关于认识园林方针重要性的声明，但不清楚有否实施，或仅提供有限的细节。 

 [0 分] 否：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30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

诺 

 [一分] 有：除了提及 HCV 之外，亦承诺保护生物多样性。 

 [0 分] 否：仅提及生物多样性，或仅提及与 HCV 范围相关的生物多样性。 

31 承诺参考国际或国家物

种分类系统，不危害具

保育价值的物种 

 [一分] 有： 承诺参照适当的分类系统(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国家红名单)，保护具保育价值的物种（即稀有，受威胁，濒临灭

绝），. 

 [0.5 分] 局部： 明确承诺保护物种，但未提及物种分类系统、或只作出不明确的承诺（例如只表明会致力保护），但确实有参照物种分类系

统。 

 [0 分] 否：没有承诺。 

32 承诺不狩猎或只以可持

续方式捕猎物种 

 [一分] 有：承诺不狩猎任何物种进行、或仅允许可持续狩猎（即仅准许当地社区为生计、进行不会导致当地物种数量下降的狩猎）。 

 [0.5 分] 局部：仅不狩猎濒临灭绝、稀有，受威胁的物种，或只有一定程度的「不狩猎」（例如仅仅不在保护区内狩猎）。 

 [0 分] 否：没有承诺。 

33 物种保护活动的例子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 在公司的特许经营区或预留区、或公司业务的周边林地，具备多个以物种为重点（动物和/或植物）的保护活动案例或证据。例

如：反偷猎活动；与生物多样性/物种相关的培训或教育；处理外来入侵物种；处理贩运野生物种的问题；树立标志列明不可狩猎的物种； 安装

巢箱；种植濒危树木。 

 [0.5 分] 局部：只有一个物种保护的例子，或者只提到物种监测，不清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实施物种保护，或者只提到不在运作中的地区的

物种保护（例如通过慈善机构资助国外的物种保护工作）。 

 [0 分] 否：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高保护价值（HCV），高碳储量（HCS）和影响评估 



ID 指标 研究方案 

34 承诺进行高保护价值

（HCV）评估 

 [一分] 有：承诺对所有新开发/种植项目进行 HCV 评估、或承诺为所有采购进行 HCV 评估。 

 [0.5 分] 局部：不清楚是否适用于所有新的开发/种植项目，或不陈明本身的承诺，但份属 RSPO 成员，即有根据 RSPO NPP 许下承诺。 

 [0 分] 否：没有承诺。 

35 HCV 承诺适用于计划小

农和独立供应商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有计划小农或独立供货商者不适用。 

 [一分]有：HCV 承诺适用于计划小农和独立供应商（若两者皆有，或只有一个亦然），或适用于所有供应商，并完全符合旧指标的要求。 

 [0.5 分] 局部： 承诺仅符合部分旧指标的要求，或承诺仅适用于计划小农或独立供应商（若两者皆有），并完全符合旧指标的要求。 

 [0 分] 否：承诺仅适用于计划小农或独立供应商（若两者皆有），且仅符合部分旧指标的要求，或承诺不适用于计划小农或独立供应商。 

36 承诺仅使用 HCV 资源

网络评估许可证计划

（ALS）认可的持牌高

保护价值（HCV）评估

员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是：承诺使用 HCV ALS 持牌评估员。 

 [0.5 分] 局部：指定 HCVRN 评估员，但不清楚是否获 ALS 认可，或不陈明本身的承诺，但份属 RSPO 成员，即有根据 RSPO NPP 许下承诺。 

 [0 分] 否：没有承诺。 

37 2015 年 1 月之前开展

的种植项目的高保护价

值（HCV）评估，以及

相关的管理和监测计划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有：公开发布至少一次 2015 年 1 月或以前进行的 HCV 评估（完整报告或摘要）。所有公开提供的 HCV 评估，都有相关的管理和监测计

划（完整计划或摘要）。 

 [0.5 分] 局部：有公开 HCV 评估，但没有管理和监测计划，或者只有部分有管理和监测计划，或者已经提交了 RSPO NPP，但没有公开相关文

件。 

 [0 分] 否： 如果没有可用的，或只表明曾进行 HCV 评估，但未提供相关文件或摘要。 

38 2015 年 1 月或以后开

展、所有有种植的庄园

的高保护价值（HCV）

评估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自 2015 年 1 月以后没有新种植项目者不适用，除非为旧种植项目进行 HCV 评估。 

 [一分]有：公开发布所有新种植区域的 HCV 评估（报告或摘要），或者如果没有新种植项目，则须有公开发布的 HCV 评估（报告或摘要）。 

 [0.5 分] 局部：仅公开部分 新种植项目的 HCV 评估（报告或摘要），或已提交所有新种植项目相关的 RSPO NPP，但不公开相关的 HCV 评估文

件。 

 [0 分] 否：没有 HCV 评估，但有新种植项目的报告。 

外部源头： HCVRN; RSPO NPP 通知; RSPO ACOP 2015 2.6.1 本报告期内的种植面积; RSPO ACOP 2016 and 2017 2.4.1 本报告期内的新种植面积。 

39 2015 年 1 月或以后开

展、所有有种植的庄园

的高保护价值（HCV）

管理和监测计划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自 2015 年 1 月以后没有新种植项目者不适用，除非为旧种植项目进行 HCV 评估。 

 [一分]有：公开发布所有新种植区域的 HCV 管理和监测计划（报告或摘要），或者如果没有新种植项目，则须有公开发布的 HCV 管理和监测

计划（报告或摘要）。 

 [0.5 分] 局部：仅公开部分 新种植项目的 HCV 管理和监测计划（报告或摘要），或已提交所有新种植项目相关的 RSPO NPP，但不公开相关的

HCV 管理和监测计划。 

 [0 分] 否：没有 HCV 管理和监测计划，但有新种植计划的报告。 

外部源头： RSPO NPP 通知。 

https://www.hcvnetwork.org/als/public-summaries
http://www.rspo.org/certification/new-planting-procedures/public-consultations
http://www.rspo.org/certification/new-planting-procedures/public-consultations


40 2015 年 1 月或以后、

所有由 HCV ALS 质量小

组进行的高保护价值

（HCV）评估的满意审

查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自 2015 年 1 月以后没有新种植项目者不适用，除非为旧种植项目进行 HCV 评估。 

 [一分] 有： 2015 年 1 月或以后进行的所有 HCV 评估，均经过质量审查，并确认为满意。 

 [0.5 分] 局部： 2015 年 1 月或以后进行的所有 HCV 评估，只有部分经过质量审查，并确认为满意，或正在 HCVRN 网站进行审查。 

 [0 分] 否：没有质量审查、或所有审查都不理想。 

外部源头： HCVRN 公开摘要.  

41 对高碳储量（HCS）方

法的承诺 

 [一分] 是：承诺将 HCS 方法工具包定义的 HCS 方法，应用于所有新开发/种植项目/采购项目。 

 [0.5 分] 局部：不清楚是否适用于所有新的开发/种植项目，或不清楚是否 HCS 方法，而是另一种高碳储量评估方法。 

 [0 分] 否：没有承诺。 

42 高碳库存（HCS）评估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 2016 年 1 月以后没有新种植项目者不适用。 

 [一分]有：任何使用 HCS 方法或其他高碳储备方法进行的公开 HCS 评估报告或摘要。 

 [0.5 分] 局部：有待进行 HCS 评估。 

 [0 分] 否：没提交 HCS 评估。 

外部源头： HCS 方法注册评估。 

43 承诺进行社会和环境影

响评估（SEIAs） 

 [一分]有：承诺在所有新开发/种植项目之前，进行 SEIA（或 EIA 和 SIA）。 可接受当地相同的评估，例如例 AMDALs 即印度尼西亚版本的

EIA。 

 [0.5 分] 局部：没有明确承诺在在所有新开发/种植项目之前，先进行 SEIA，或者仅提及 EIA / AMDAL 或 SIA，或以 RSPO 成的身份，根据 RSPO 

NPP 作出承诺。 

 [0 分] 否：没有承诺。 

44 开展社会和环境影响评

估（SEIA），以及相关

的管理和监测计划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有： 至少公开发布一项 SEIA 评估（完整报告或摘要）。 所有公开提供的 SEIA 评估，都有相关的管理和监测计划（完整计划或摘要）。 

 [0.5 分] 局部：已公开发布 SEIA 评估，但没有管理和监测计划，或者只公开 SIA 或 EIA，或已提交 RSPO NPP 新种植园程序，但没有公开相关文

件。 

 [0 分] 否：没有可用的，或只表示曾进行 SEIA 评估，但未提供相关文件或摘要。 

外部源头： NPP 通知。 

 

 

 

 泥炭，火和温室气体（GHG）排放 
ID 指标 研究方案 

45 承诺不对任何深度的泥

炭进行种植 

 [一分]有：明确承诺所有新开发/种植/采购项目均不进行泥炭种植，明确规定所有泥炭地深度、或使用公认定义定义的所有泥炭地。 

 [0.5 分] 局部：承诺只针对特定深度或特定泥炭地，或不清楚承诺是否适用于所有新开发/种植/采购项目。 

 [0 分] 否：没有承诺。 

https://www.hcvnetwork.org/als/public-summaries


46 适用于计划小农和独立

供应商的泥炭承诺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有计划小农或独立供货商者不适用。 

 [一分]有：泥炭承诺适用于计划小农和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皆有，若只有其一，则只针对一个），或适用于所有供应商. 

 [0.5 分] 局部：只对上述指标作出部分承诺，或承诺仅适用于计划小农或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都有的话）。 

 [0 分] 否：承诺不适用于计划小农或供应商。 

47 承诺对土壤和泥炭进行

最佳管理实践 

 [一分]:有：具备对土壤和泥炭的最佳管理实践（BMP）或良好农业规范（GAP）的承诺（或若在明确说明业务不涉泥炭，则承诺仅适用于土

壤）。 例如不降解、减少压实、不侵蚀或保护土壤。 必须全面承诺落实最佳实践，不是只提供有限的实践选择（例如提出关于防止侵蚀的简单

声明）。 

 [0.5 分] 局部：只承诺土壤或泥炭的 BMP。 

 [0 分] 否：没有承诺，或只涵盖有限的实践选择。 

48 土地储备或泥炭种植面

积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具备泥炭地总面积或种植面积的报告。 

 [0.5 分] 局部：数据超过两年，或不涵盖公司全部运营范围。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49 土壤和泥炭最佳管理实

践的证据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实施土壤和泥炭保护管理措施的例子（如果在任何作业中明确说明没有泥炭，则只需提供保护土壤的例子）。例如：养份循环；不

在边缘或脆弱的土壤上种植；使用梯田或地被植物来减少侵蚀；管理泥炭的水位; 进行关于土壤或泥炭的培训课程或讲习班。 

 [0.5 分] 局部：只显示土壤或泥炭地管理的证据（如果拥有泥炭地）。 

 [0 分] 否：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50 承诺零燃烧  [一分]有： 对所有新开发/种植/重新种植/采购项目，明确承诺不燃烧或零燃烧。 

 [0.5 分] 局部：有作出不燃烧承诺，但不清楚是否适用于所有新的开发/种植/重新种植/采购项目，或仅承诺限制用火。 

 [0 分] 否：没有承诺。 

51 零燃烧承诺适用于计划

小农和独立供应商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有计划小农或独立供货商者不适用。 

 [一分] 有：零燃烧承诺适用于计划小农和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皆备，如果只有其一，则只针对一个），或适用于所有供应商，并完全符合旧

指标的要求。  

 [0.5 分] 局部：承诺仅部分符合旧指标的要求，或承诺仅适用于计划小农或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皆有），并完全符合旧指标的要求。 

 [0 分] 否： 承诺仅适用于计划小农或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皆有）并且仅部分符合旧指标的要求，或没有承诺。 

52 管理和监测火灾的证据  [一分] 有：至少曾进行一次火灾监测和一次火灾管理活动的证据。 例如：热点/火灾监控系统；热点/火灾监测区域；管理或处理火灾报告的方

法; 防火措施；属于消防联盟（Free Fire Alliance）的活动。 

 [0.5 分] 局部：只提及一类活动。 

 [0 分] 否：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53 公司庄园的热点／火警

数目详情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热点/火警总数目，或自有庄园指定时间内所有热点/火灾详情。 

 [0.5 分] 局部： 仅有限度报告自有庄园火灾/热点的信息，或仅具备两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54 周边土地／小农户的热

点／火灾详情／数目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热点/火警总数目，或周边土地／小农户庄园指定时间内所有热点/火灾详情。 

 [0.5 分] 局部： 仅有限度报告周边土地／小农户庄园的火灾/热点的信息，或仅具备两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55 具时限的温室气体

（GHG）减排承诺 

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作出具时限的承诺，降低棕榈油业务或所有业务的温室气体浓度，具体数量和时间范围（即至 YYYY 年减少 X％），或已兑现该具

时限承诺。 

 [0.5 分] 局部：承诺不涵盖连棕榈油在内的整体业务，例如： 仅适用于运输排放，或有减少温室气体的目标，但没有时间限制，或有时间限制

但没有目标（例如计划到 2020 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没说明减排量），或有目标，但是 没有具体报告强度。 

 [0 分] 否： 没有目标，或只是模糊地承诺减少一般排放或温室气体排放。 

56 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报告土地使用变化排放数据。 

 [0.5 分] 局部：不清楚数字是否与棕榈油业务、或整体棕榈油业务有关，或仅拥有两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外部源头： RSPO ACOP 6.1 您是否正评估业务温室气体排放？ 

57 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方

法 

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有：列明所有方法（例如 RSPO PalmGHG 计算器，ISCC 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ISPO 计算器，温室气体协议。） 

 [0 分] 否：没有报告方法。 

外部源头： RSPO ACOP 6.1 您是否正评估业务温室气体排放？ 

58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浓度

的进展 

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兑现/维持对温室气体强度承诺、或致力实践相关承诺。 

 [0.5 分] 局部：报告温室气体强度、但不设目标（即目标指标得分为 0），或报告强度、但没有改善，或承诺并未涵盖所有棕榈油业务，或报

告其他形式的温室气体数据（如总排放量）的进展， 或者数据年期超过两年。 

 [0 分] 否： 未报告，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有报告进展、但未报告强度，亦未见改善。 

59 工厂具甲烷或沼气捕获

技术 (100%) 

不设工厂、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有： 所有工厂都具甲烷或沼气捕获技术。 

 [0.5 分] 局部： 仅部分工厂具甲烷或沼气捕获技术。 

 [0 分] 否：没有工厂具甲烷或沼气捕获技术。 

 

 

 

 



 水，化学品和虫害管理 
ID 指标 研究方案 

60 具时限承诺，改使加工

每吨 FFB 的水资源运用 

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有具时限的承诺，改善所有棕榈油业务的耗水量或耗水强度，或已达到目标。 

 [0.5 分] 局部：承诺仅涉及公司运营的部分子公司（即部分工厂），或承诺改善用水，但不具时限，或者不涉及每吨 FFB 的用水量，或承诺涵

盖该公司所有业务（不仅是棕榈油）。 

 [0 分] 否：没有承诺，或仅具备一般用水承诺。 

61 具时限的改善水质承诺

（BOD 生化需氧量和

COD 化学需氧量） 

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具有时限的承诺，改善所有棕榈油业务的 BOD 生化需氧量和 COD 化学需氧量，或适用于所有业务，或已达到目标。 

 [0.5 分] 局部：承诺仅涉及公司运营的部分子公司（即部分工厂），或仅具有限的水质措施（即仅有 BOD 或 COD），或承诺改善水质，但不设

时限。 

 [0 分] 否：没有承诺，或仅具备不涉 BOD 或 COD 的一般水质承诺。 

62 用水承诺方面取得的进

展 

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达成或逐步实现用水承诺。 

 [0.5 分] 局部：报告用水进展，但没达到所承诺的目标，或有报告改善用水数据、但没作出承诺，或者没有报告耗水强度，或或数据年期达两

年以上。 

 [0 分] 否：报告用水数据，但没有明显改善，或数据年期达五年以上。 

63 实现具时限的改善水质

承诺（BOD 和 COD）

的进度 

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 达到或维持对 BOD 和 COD 水质承诺，或取得进展达成承诺的进展，或报告 BOD 和 COD 界乎法定限度内 

 [0.5 分] 局部：有报告水质进展，但未达到实现承诺的目标，或未达到 BOD 和 COD 目标的进展，或仅报告 BOD 或 COD 的数据，或有报告水质

改善数据，但没有承诺，或提供数据已是两年或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有报告水质数据，但没有明显改善水质，或数据年期达五年以上。 

64 通过缓冲区保护天然水

道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承诺建立缓冲区或河岸带，以保护所有业务的天然然水道. 

 [0.5 分] 局部：所有业务均没有、或不清楚有没有缓冲区或河岸带/保护区。 

 [0 分] 否：没有承诺。 

65 处理棕榈油厂废水

（POME）的证据 

没有工厂或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有处理 POME（即不会把未经处理的废水、透过水道排放到池塘或类似环境中）。 

 [0.5 分] 局部： 有处理废水，但没有明确提及 POME. 

 [0 分] 否：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66 承诺尽量减少使用化学

品，包括农药和化学肥

料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承诺尽量减少，减少或限制化学品/毒素的使用，同时提及（化学）肥料和杀虫剂。 

 [0.5 分] 局部：仅提及减少使用一般化学品，农药或化肥。 

 [0 分] 否：没有承诺。 



67 不使用百草枯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不使用百草枯、或仅用于紧急/特殊情况。 

 [0.5 分] 局部：具时限的逐步淘汰计划。 

 [0 分] 否： 只作出会逐步淘汰的一般性陈述、且不设时限。 

68 不使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 1A 和 1B

类农药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不使用世卫组织 1A 类和 1B 类农药，或仅用于紧急/特殊情况. 

 [0.5 分] 局部：具时限的逐步淘汰计划。 

 [0 分] 否：只作出会逐步淘汰的一般性陈述、且不设时限。 

69 不使用“斯德哥尔摩公

约”和“鹿特丹公约”

所列化学品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不使用斯德哥尔摩和鹿特丹公约化学品，或仅用于紧急/特殊情况。 

 [0.5 分] 局部：具时限的逐步淘汰计划，或仅参考一个公约。 

 [0 分] 否：只作出会逐步淘汰的一般性陈述、且不设时限。 

70 综合虫害管理（IPM）

方法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具有综合虫害管理（IPM）方法。 例如，作出明确声明，或提供使用自然虫害控制方法的证据，使用覆盖植物抑制害虫，显示减少

化学农药使用的数字。 

 [0.5 分] 局部：提及 IPM，但不清楚是否实施，或仅描述 IPM 是什么。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71 每公顷的化学品使用量

或所用化学品清单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每公顷的化学品使用量（例如肥料使用或毒性水平），或棕榈油业务使用的化学品清单。 

 [0.5 分] 局部：仅提供公司部分业务的化学品使用量，或者不清楚数字与什么相关，或仅有两年以前的数字。 

 [0 分] 否：没报告数据。 

 

 

 

 

 社区，土地和劳工权利 

ID 指标 研究方案 
72 参考“联合国人权宣

言”或“联合国工商业

与人权指导原则”，承

诺促进人权。 

 [一分] 有：承诺尊重或承认人权，并提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或《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也称为《联合国 Ruggie 原则》或《保

护，尊重和补救》Ruggie 框架）、或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成员的一份子，承诺遵守人权原则。如果明确承诺联合国宣言，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提

及。 

 [0.5 分] 局部：承诺尊重人权，但不提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或同类条文。 

 [0 分] 否：只提及人权，但没有明确承诺。 



73 人权承诺适用于计划小

农和独立供应商 

没有计划小农或独立供货商者不适用。 

 [一分] 有：承诺适用于计划小农和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皆备，如果只有其一，则只针对一个），并完全符合旧指标的要求。 

 [0.5 分] 局部：承诺仅部分符合旧指标的要求，或承诺仅适用于计划小农或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皆有），并完全符合旧指标的要求。 

 [0 分] 否：承诺仅适用于计划小农或独立供应商（如果两者皆有）并且仅部分符合旧指标的要求，或没有承诺。 

74 承诺尊重法律和惯性土

地使用权 

 [一分] 有： 承诺尊重法律和惯性（或传统）土地使用权（或财产）权利，或所有权和获取/使用土地权，或承诺遵从粮农组织的《国家粮食安

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0.5 分] 局部：仅承诺尊重惯性，传统或使用土地权利，或仅承认法土地权利，或仅提及与 FPIC 有关的权利。 

 [0 分] 否：只提及合法土地所有权。 

75 参考联合国土着人民权

利宣言或国际劳工组织

169，承诺尊重原住民

和地方社区的权利 

 [一分] 有：承诺尊重原住民和地方社区权利，包括提及《联合国土着人民权利宣言》或《国际劳工组织原住民和部落民族公约》（第 169

号），或独立承诺遵从国际劳工组织的 169。若明确表明遵从，可以在其他地方提及 UNDRIP / ILO 169。 

 [0.5 分] 局部：不参考联合国宣言或国际劳工组织，但确实承诺遵重当地社区和/或原住民权利，或仅提及当地社区和与土地保有权、或 FPIC

有关的原住民权利 

 [0 分] 否：没有承诺。 

76 承诺自由，事先和知情

同意（FPIC） 

 [一分] 有：FPIC 承诺适用于所有新开发/种植/采购项目，或表明 FPIC 在所有业务或类似业务中受到尊重。 

 [0.5 分] 局部： 没明确承诺，或不陈明本身的承诺，但份属 RSPO 成员，即有根据 RSPO NPP 许下承诺。 

 [0 分] 否：没有承诺。 

77 FPIC 承诺适用于独立供

应商 

若没有独立供货商、或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FPIC 承诺适用于独立供应商或所有供应商。 

 [0.5 分] 局部：只就上述指标作出部分承诺、或没明确的承诺。 

 [0 分] 否：具备流程、但细节有限，或仅有一个关于实施 FPIC 案例研究。 

78 可获得自由，事先知情

同意（FPIC）流程的详

细信息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流程图，所采取步骤的详细信息、或详细阐述 FPIC 原理实际运作的方法说明。 

 [0.5 分] 局部：具备流程、但细节有限，或仅有一个关于实施 FPIC 案例研究。 

 [0 分] 否：无资料。 

79 具备解决土地纠纷的程

序详情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 报告解决土地纠纷的程序，例如土地冲突解决程序、或类似的过程。 

 [0.5 分] 局部：报告有土地纠纷，但只披露非常有限的细节，或有纠纷处理程序，但不清楚是否涵盖土地纠纷。 

 [0 分] 否：无资料。 

80 承诺减轻对粮食安全的

影响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承诺通过促物作物多样性和/或粮食价格安全，来确保当地社区的粮食安全. 

 [0.5 分] 局部：仅提及粮食安全或能获取食物，但没明确指明与当地社区有关，或有粮食安全案例研究，但没有提及政策。 

 [0 分] 否：没有承诺。 

81 承诺提供必要的社区服

务和设施 

 [一分] 有：承诺提供必要的社区服务和设施。 至少有一个向社区提供设施和/或服务的案例。 

 [0.5 分] 局部：有作出承诺到位、但缺乏案例，或具备案例，但没作出承诺。 

 [0 分] 否：没有承诺或案例。 



82 承诺尊重所有工人权利  [一分] 有：承诺尊重工人（或劳工）权利，指明包括永久（或直接）和临时（或间接、移民、临时）员工或所有员工。 

 [0.5 分] 局部：只提及工人的权利，没有具体说明承诺的范围（即是否涵盖所有类型的雇员）。 

 [0 分] 否：没有承诺。 

83 参考《国际劳工组织基

本公约》或《自由公平

劳动原则》 

 [一分] 有：指所有基础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包括承诺遵守所有基础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提及国际劳工组织编号，或与标题相同的语言（即声

明「结社自由」），或者承诺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原则和工作权利宣言、或承诺遵守自由和公平劳动原则。 

 [0.5 分] 局部： 参照四个或更多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0 分] 否：参照少于四个多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Note: 注：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八大基础：结社自由(No. 87；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No. 98) ；无强迫劳动(No. 29 & No. 105)；最低年龄(No. 138) ；

最恶劣的童工形式(No. 182); 同酬(No. 100);；无歧视(No. 111)。 

84 员工总数  [0.5 分] 有： 所有业务的员工总数，或指明是棕榈油业务的员工总数。 

 [0 分] 否：仅有两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或使用现有数据难以计算数字（例如，不是把明显相关的数字简单地加减。） 

85 临时雇员的百分比或人

数 

 [一分] 有：所有业务的临时雇员总数，或指明是棕榈油业务的临时雇员总数。也可称为临时，合同或季节性员工。 

 [0.5 分] 局部：仅有两年以前的数据、或者不涵盖整个业务范围（即只有一个国家的临时雇员）。 

 [0 分] 否：没报告，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86 女性员工的百分比或人

数 

 [一分] 有：所有业务的女性员工总数，或指明是棕榈油业务的女性员工总数。 

 [0.5 分] 局部：仅有两年以前的数据、或者不涵盖整个业务范围（即只有一个国家的女性雇员）。 

 [0 分] 否：没报告，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87 承诺支付最低工资  [一分] 有：. 证明所有工人都获得最低工资（例如，根据 GRI 报告，以入门级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的比率作证据）。 

 [0.5 分] 局部： 表明支付最低工资、或法定最低工资，但没有提供证据，或者没有向所有工人支付最低工资（即临时工薪水较低） 或仅有两

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报告，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88 致力解决职业健康与安

全问题 

 [一分] 有：致力于解决所有工人的职场健康、安全和类似问题。 

 [0.5 分] 局部：承诺不包括所有员工（即仅涉及工厂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但不包括种植园）。 

 [0 分] 否：没有承诺。 

89 工伤导致的时间损失  [一分] 有：适用于全公司或棕榈油业务。 可接受的指标包括丧失时间事故率，损失日数率，事故频率或等效值。 

 [0.5 分] 局部：不清楚所提供数据的相关内容，或仅有两年以前的数据，或数据显然不包括所有员工不清楚所提供数据的相关内容，或两年以

上的数据，或数据显然不包括所有员工（例如仅报告一个国家的业务）。 

 [0 分] 否：没报告，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或数据不涵盖棕榈油业务。 

90 工作事故造成的死亡人

数 

 [一分] 有：适用于全公司或棕榈油业务。 

 [0.5 分] 局部：不清楚所提供数据的相关内容，或仅有两年以前的数据，或数据显然不包括所有员工不清楚所提供数据的相关内容，或两年以

上的数据，或数据显然不包括所有员工（例如仅报告一个国家的业务）。 

 [0 分] 否：没报告，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或数据不涵盖棕榈油业务。 



91 提供个人防护设备和农

药培训 

仅从事贸易业务不适用。若为加工商，则适用于所提供的 PPE 和一般培训，不需要特别指明是农药使用。 

 [一分] 有：提供与棕榈油操作有关的个人防护设备（PPE）和相关培训（例如农药或化学培训）。 

 [0.5 分] 局部： 仅提及 PPE 或培训，或数据显然不涵盖所有员工（例如仅报告一个国家的业务）。 

 [0 分] 否：没有提供 PPE 和农药培训的报告。 

 

 

 

 认证标准 

ID 指标 研究方案 

92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

（RSPO）成员 

 [一分]是：整个公司或集团均为 RSPO 的成员。 

 [0.5 分] 局部：只有子公司是会员。 

 [0 分] 否：公司或辖下所有油棕子公司均非成员，或 RSPO 成员资格目前暂停（就算公司暂停参与 RSPO，仍会根据 RSPO 指标接受评估）。 

93 提交最新的 RSPO 年度

进展通讯（ACOP） 

如果公司最近方加入 RSPO，不必在第一年提交 ACOP：加入第一年不适用。 

 [0.5 分] Yes: 有：已提交最新的 ACOP. 

 [0 分] 否：没有提交最新 ACOP（就算公司暂停参与 RSPO，仍会根据 RSPO 指标接受评估）。 

94 在最新的 RSPO 年度进

展通讯（ACOP）中，

列出所有有业务的国家

和地区 

如果公司最近方加入 RSPO，不必在第一年提交 ACOP：加入第一年、或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0.5 分]有：ACOP 报告了公司报告作为棕榈油种植者的所有运营地点。  

 [0 分] 否：未报告的国家或省，或最近未公布的 ACOP（就算公司暂停参与 RSPO，仍会根据 RSPO 指标接受评估），或并非 RSPO 成员。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3.1 印度尼西亚 - 请注明省份; 2.3.2 马来西亚 – 请注用州份 1; 2.3.3 其他 – 请注明国家。 

95 设具时限计划，在 5 年

内实现庄园 100％RSPO

认证、或庄园已 100％

获 RSPO 认证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0.5 分] 有：目标在五年内或已达成。. 

 [0 分] 否：目标在五年以上或未能达成。 

外部源头： RSPO ACOP 4.2 实现庄园 100％RSPO 认证的预计年份。 

96 设具时限计划，在 5 年

内实现计划／关联小农

100％RSPO 认证、或计

划／关联小农已 100％

获 RSPO 认证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计划／关联小农不适用。 

 [0.5 分] 有：目标在五年内或已达成。 

 [0 分] 否：目标在五年以上或未能达成。 

外部源头： RSPO ACOP 4.3 实现关联小农与外包种植户 100％RSPO 认证的预计年份。 

97 实现所有棕榈产品加工

设施 100％RSPO 认证

的预计年份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 

 [0.5 分]有：有指定目标年份、已达到目标。 

 [0 分] 否：没有指定目标年份。 

外部源头： RSPO ACOP (加工) 3.3 实现所有棕榈产品加工设施 100％RSPO 认证的预计年份。 



98 在加入 RSPO 后的三年

内、或在 2010 年 11 月

之前获得 RSPO 认证，

适用于 RSPO 认证系统

在 2007 年 11 月完成之

前加入的公司 

 [0.5 分]有： 在三年内或在 2010 年 11 月之前取得认证，若加入时没设厂，则在工厂建成后的三年内取得认证。 

 [0 分] 否：未在上述时限内取得认证。 

外部源头： RSPO ACOP 4.1 首次 RSPO 庄园认证年份（计划或达成年份）; （加工商） 3.1 首次获得供应链认证年份（计划或达成年份）。 

99 RSPO 认证工厂百分比

（75％以上） 

仅从事贸易业务、或没有工厂不适用。认证的工厂数目除以工厂总数。 

 [两分] 有：75%-100%。 

 [1.5 分] 局部： 50-74%。 

 [一分] 局部： 25-49%。 

 [0.5 分] 局部： 1-24%。 

 [0 分] 否：0%。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6.2 获得认证的棕榈油厂数量； RSPO 认证种植者。 

100 RSPO 认证面积百分比

（公顷）（75％以上）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不适用。总认证面积，除以作棕榈油用途/为此用途管理的土地总面积。 

 [两分] 有： 75%-100%。 

 [1.5 分] 局部： 50-74%。 

 [一分] 局部： 25-49%。 

 [0.5 分] 局部： 1-24%。 

 [0 分] 否：0%。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2.2 总认证面积；RSPO 认证种植者。 

101 RSPO 认证计划／关联

小农百分比（公顷）

（75％以上）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计划小农不适用。计划/小园主（ha）认证的土地，除以计划/小园主（ha）的总土地，或认证计划小农提供的

FFB 数量，除以计划小农提供的 FFB 总量。 

 [两分] 有：75%-100%。 

 [1.5 分] 局部： 50-74%。 

 [一分] 局部： 25-49%。 

 [0.5 分] 局部： 1-24%。 

 [0 分] 否：0%。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1.6.1 未认证的计划／小园主土地总面积； 2.5.3 计划／小园主； 2.5.4  关联小农。 

https://www.rspo.org/certification/principles-and-criteria-assessment-progress
https://www.rspo.org/certification/principles-and-criteria-assessment-progress


102 RSPO 认证独立 FFB 供

应商的 FFB 供应量

（吨）百分比（75％以

上）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有独立供货商，包括独立小农、外包种植户或其他第三方供货商不适用。经认证的供应的 FFB 量（对于

独立小农，外包种植户和/或其他第三方供应商）除以总 FFB 供应量。 

 [两分] 有：75%-100%。 

 [1.5 分] 局部： 50-74%。 

 [一分] 局部： 25-49%。 

 [0.5 分] 局部： 1-24%。 

 [0 分] 否：0%。 

外部源头： RSPO ACOP 2.5.5 独立小农； 2.5.6 外包种植户； 2.5.7 其他第三方供货商  总 FFB 供应量。 

103 经 RSPO 认证的所有棕

榈油和油棕榈产品处理

/交易/加工（吨）的百

分比（75％以上）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者不适用 RSPO 认证年度的处理/交易/加工总量，除以年度处理/加工/交易的总量。 

 [两分] 有：75%-100%。 

 [0.5 分] 局部： 50-74%。 

 [0.5 分] 局部： 25-49%。 

 [0.5 分] 局部： 1-24%。 

 [0 分] 否：0%。 

外部源头： RSPO ACOP (加工商) 2.2.5 年度所有棕榈油和油棕榈产品处理/交易/加工总量（吨）； 2.3.1RSPO 认证年度的处理/交易/加工总量

（吨）。 

104 通过隔离或身份保持供

应链，销售或加工/买

卖 RSPO 认证的棕榈油 

 [一分] 有：以隔离和/或身份保持方式进行销售（若仅从事贸易业务，则加工／买卖）。 可以与他人合并。 

 [0 分] 否：不销售或加工/买卖隔离或身份保持棕榈油。 

外部源头： RSPO ACOP 3.1.3 隔离; 3.1.4 身份保持？; (加工商) 2.3.1 在 RSPO 认证的年份处理/买卖/加工的数量。 

105 印度尼西亚可持续棕榈

油（ISPO）认证

（100％）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在马来西亚没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 100％公司业务（工厂和庄园）获 ISPO 认证。 必须表明已获认证，而非仅完成审核或类似程序。 

 [0.5 分] 局部：公司部分业务已获 ISPO 认证。 

 [0 分] 否：未经认证或仅报告审核已完成。 

106 马来西亚可持续棕榈油

（MSPO）认证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在马来西亚没业务不适用。 

 [一分] 有：该公司不止一项业务获得 MSPO 认证（位于同一地点的工厂和地产被视为一项业务）。 

 [0.5 分] 局部：该公司仅一项业务（工厂和房地产）有 MSPO 认证。 

 [0 分] 否：未经认证或仅报告审核已完成。 

外部源头： MSPO 认证的种植园，工厂和小农。 

107 取得自愿性可持续性认

证计划认证（例如

ISCC，SAN，RSB 等） 

 [一分] 有：该公司的任何棕榈油业务均取得自愿计划认证，包括 ISSC，SAN，RSB 和有机认证。 

 [0.5 分] 局部：仅通过 IS0 14001 认证或审核，但尚未明确认证。 

 [0 分] 否：计划成员，但尚未通过认证或审计。 

 

 

 



 小农和供应商 

ID 指标 研究方案 

108 支持计划小农的项目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有计划／小庄园／关联小农不适用。 

 

 [一分] 有：有支持计划小农的项目，并提供支持类型的详细信息。 

 [0.5 分] 局部：支持小农，但不清楚是什么类型的小农，或没有披露提供支持的详情。 

 [0 分] 否：没有支持独立小农的项目。 

注：例如，如果在印度尼西亚运营，如果明确表示提供支持（即运营提供良好农业规范培训的小庄园计划），或者如果明确振示支持计划小农

获得 RSPO 认证，示例活动包括：产量和生产力、健康和安全培训、良好农业规范、财务管理，增加投入和市场准入、合作开发、确保土地使用

权，认证，提供再生 FFB 作为肥料。 

109 参与项目的计划小农的

数量或百分比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有计划／小庄园／关联小农不适用。 

 [一分] 有：清楚说明受支持小农的数量或百分比。 

 [0.5 分] 局部：提供一些有关小农数目的细节，但不清楚有多少属直接支持，或仅有两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来源未注明日期。 

110 支持独立小农的项目 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或没有独立小农不适用。 

 [一分] 有：有支持独立小农的计划，并提供支持类型的详细信息。 

 [0.5 分] 局部：支持独立小农，但没有提供支持详情。 

 [0 分] 否：没有支持独立小农的项目。 

外部源头： RSPO ACOP 9.1 您目前是否支持任何独立的小农组织？ RSPO ACOP 9.2 你是如何支持他们的？ 

111 参与项目的独立小农的

数量或百分比 

 [一分] 有：清楚地说明支持小农的数目或百分比。 

 [0.5 分] 局部：提供一些有关小农数目的细节，但不清楚有多少属直接支持，或仅有两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来源未注明日期。 

112 用于评估和／或促进供

应商符合公司政策和/或

法律要求、并排定选用

优次的流程。 

没有供货商者不适用。 

 [一分] 有：描述公司用于对供应商进行法律或政策合规性优先级排序，评估和/或参与的工具或方法（例如风险评估、监控，参与过程的详细

信息）。 

 [0.5 分] 局部：仅描述确保符合部分法律或政策合规要求的的程序（即仅涉及人权合规），或表示有相关过程，但仅披露有限细节。 

 [0 分] 否：无资料。 

113 暂停或剔除供应商准则  [一分] 有： 明确说明剔除供应商的准则，例如将采取的步骤，以及采取行动的时间框架。 

 [0.5 分] 局部：仅说明准则，不设行动或采取步骤时限，或没明确准则。 

 [0 分] 否：无准则。 



114 已接受评估和/或参与公

司合规要求工作的供应

商百分比 

没有供货商者不适用。 

 [一分] 有：清楚地提供接受评估/参与的供应商数目或百分比的数字。 

 [0.5 分] 局部：数字不清晰、或信息仅涉及公司部分业务（即仅提及一个业务所在的国家），或仅有两年以前的数据。 

 [0 分] 否：没有数据，或仅有五年以前的数据、或未注明日期。 

 

 

 

 

 治理与申诉 

ID 指标 研究方案 

115 承诺实践道德行为和禁

止腐败 

 [一分] 有：承诺落实道德或公平行为，以及禁止腐败（或贿赂或欺诈）。 

 [0.5 分] 局部：只提及一项。 

 [0 分] 否：没有承诺 

116 举报程序  [一分] 有： 有关举报程序或如何报告不道德行为的信息。 例如，流程图或所采取步骤的清晰描述，包括如何保护举报者。 

 [0.5 分] 局部：只声明允许举报，但未说明详情。 

 [0 分] 否：无资料。 

117 具备申诉或投诉制度  [一分] 有：关于申诉或投诉系统的信息，例如 如果员工有申诉，可以填写特定表格、或流程图，或明确的步骤说明。 

 [0.5 分] 局部：只说明具备申诉制度，但没披露其他细节，或仅有处理特定问题、或与某些政策有关的制度。 

 [0 分] 否：无资料。 

118 供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

者使用申诉或投诉系统 

 [一分] 有：供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使用的申诉或投诉系统. 

 [0 分] 否：不设申诉或投诉系统，或系统只能供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者使用；或不清楚谁可以使用。 

119 披露申诉细节 如果不要求匿名，披露申诉的详情，则须包括以下内容：日期、问题、投诉人类别，已采取的行动和状态。 

 [两分]是：所有细节均已披露 

 [一分] 局部：三个或四个细节。 

 [0.5 分] 局部：一个或两个细节。 

 [0 分] 否： 无，或仅提供有关申诉宗数和类型的择要，或仅具五年以前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