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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cloud
信步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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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敢肯定，大多数人已经在使用“云”服务了。如果你用过Hot-

mail、Gmail、Yahoo！Mail或任何网络邮件服务，那你就已经把

电子邮件存储在“云”上了。

所谓“云”，其实就是网络服务器的另一种称谓。“云”服务意味着你把工作外

包给这些服务器，并通过本地的终端设备来运行服务器。 常见的就是云储存，即

不再把数据保存在电脑上，而是储存在远端的服务器，通过网络获取数据。

CNN网站做过这样一个类比：“云”就像银行存款一样，你把财产保存在指

定的存储空间。把钱存进银行，意味着你不用再把钱藏在家里的地毯下面，而使

用云数据意味着你不用再把每张照片都存在存储空间有限的iPad里。如果想看

照片，就可以在任何终端设备查看下载储存在云端的照片——就像在ATM机随

时随地取款一样方便。

好莱坞明星私人照片的泄露也反映了“云”服务一些备受争议的潜在隐患。

而对并不十分了解这项技术的人们来说，也会存在类似的疑问：利用公共“云”存

储数据、提供应用服务是否会让公司面临更大的数据丢失或违规的风险？

本期《ISO焦点》针对性地研究了一些围绕云计算（包括存储和商业应用技

术方案）的基本问题。我们也深入探讨了云服务隐私方面的担忧，以及首个云

技术私人数据安全方面的国际标准ISO/IEC 27018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还

有一篇特色文章凸显了云技术对外包业务已占43%的IT产业的影响。这些数据

相当庞大。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对于储存在云账户的海量照片、视频和文件的安全，

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警觉性？

事实上，答案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现在已有很多针对消费者和企业用户

的可选方案，只要选择一项长期来看更有用、更能缓解对数据和隐私担忧的云

技术模型就行。

这是消除云安全忧虑的一个解决方案。但还有另外一个方案：作为消费者

和企业，我们也应该对私人数据的安全负责，谨慎审核一些必要的条件。例如，

云服务供应商的数据处理服务是否透明？是否采用了ISO/IEC 27018国际标

准？那么，在下次把照片上传到“云”之前，必须记住：标准只有实施了才有用。

没有ISO/IEC 27018，绝对不行！

我们不能逃避责任。要把自己的那份“云”责任担起来。幻想过多并不能

更快地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还得等等，看未来五年里“云”计算会给我们带来什

么……未来有无限的可能。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孙加顺/译oa
ch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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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强贴，重拳出击

大多数人通过社交媒体讨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策划精彩的故事还是写自

己的事。可不管我们觉得内容有多精彩，有时候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引人入胜。这

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大家一般不会花心思去想怎样发帖效果更好。所以，思考一下，

然后问问自己：你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如何？点击别人的帖子时，想想是什么吸

引了你：引人注目的标题？有趣的视觉效果？激动人心的话题？还是上述的所有原

因？那么，下次分享内容的时候，不要忘记借鉴上述的诸多经验。

为了帮助大家多出好贴，我们准备了一小段视频，提供了12条吸引人、实用又简

单的小贴士。右侧页面中列举了部分建议，如果想了解全部信息，请在线观看我们的

YouTube视频。

极客视角

在开会？5条小贴士帮

你在会议中怎样玩转社

交媒体（Mashable）。

这里准备了一系列关于社交媒体的有趣视频。

更多信息请点击：

iso.org/learnsocialmedia

@MariaLazarte
ISO社交媒体经理

lazarte@iso.org



Write a

把握帖子的语调
针对不同的社交网络和受众，变换发帖的语气。

考虑：Facebook适合随意、有趣的格调，但

Linkedln的风格比较商务。

美化帖子
让你的帖子有吸引力。

撰写：选择吸引人、简短、恰当的评语和标题。添加相

关的、有冲击力的图片。

像谈话一样
要人性化、富有情感、有说服力。

沟通：使用人称代词，提问、倾听并给予回应。

写一些大家乐于分享的内容
提问：有新闻价值吗？励志吗？提供重要信息了吗？

简短明了
说一件事，把它说清楚。

避免：不要让你的受众淹没在过多的信息中。

提高关联性
发一些人们想知道的而不是你想说的信息。

提问：大家为什么对你的帖子感兴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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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2

4

6

great post
every time !

写出好帖，赚足人气！

靳吉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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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confidence

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与日俱

增，据高德纳（Gartner）咨询

公司估算，到2016年，该领域

将成为IT新增开支的主要增长

点。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

公司信息上传到“云”，对其安

全性的担忧也日益增多。

and

in cloud privacy
 “云”的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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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技术安全性的信心仍在低谷徘徊。

数字将证明云计算庞大的市场规模。根据高德纳公

司的分析报告（2013），2012年，云计算的市场规模约为

1110亿美元，到2017年将增长18.5%，达到1310亿美元。

而且，2016年将成为云技术发展的关键一年，因为未来几

年，这项前沿技术的复杂化程度将成倍增加。

忧心忡忡

然而，尽管云服务市场急剧扩增，许多人还是保持谨慎

观望。更有甚者，有人完全拒绝使用任何基于云计算的技

术应用，他们认为数据传输后可能涉及到安全和隐私，操

作难度大或信息难以控制等问题。英国电信（BT）的2014

年全球研究报告指出，云计算服务相关的数据安全与可信

度是让大型组织IT业务负责人难以决策的主因之一。实际

上，据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多达76%的调查对象都认为，在

使用基于云计算的服务时，他们 关注的还是安全。几乎半

数（49%）的受访者都承认他们对于云技术有关的安全问题

感到“非常或异常担忧”。

尽管美国79%的受访者（全球70%）都在工作中采用了

云储存和网络应用程序，很明显，大家对云技术安全性的信

心仍在低谷徘徊。

研究显示，全球劳动力中89%的人目前缺乏对云技术

安全防护措施的了解。这并非云技术的安全性自身的问题，

而是用户了解的知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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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1310亿美元
2017

云计算的市场潜力令人期待

1110亿美元

+ 18.5 %

不必过虑！

大家对用云储存私人信息等资产的安全性的担忧完全可以理

解，但也似乎有些夸大。

全球性法律事务所科温顿与伯灵(Covington & Burling)

的云计算法律专家玛利亚-玛蒂娜·亚拉莫娃（Maria-Martina 

Yalamova）认为，通常来说，知名云服务供应商的服务比个人或

公司自己操作的安全性要高。“这些供应商投入了大量资源来确保

系统运用先进的安全措施，并且通过常规的压力测试来强化这些

措施。很多供应商实施国际安全标准，会按照合同、法律法规来履

行责任，根据数据类型来提供各类隐私管控手段来保护数据，确

保数据的安全和私密。”

从开始至今，云技术不断发展。如其他技术或服务一样，在刚

出现时总会带来恐惧、不确定还有质疑。但我们也记得，不久之前，

我们也曾怀疑过个人电脑是否能够承受住其面临的安全威胁。

克努特·布林德（Knut Blind）是由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

hofer Fokus)支持的柏林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t 

Berlin)鹿特丹管理与创新经济学院的标准化教授，他认为，云技

术也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对于安全性和相关问题的恐惧早已

不足为虑。

标准体系提升信心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云服务都一样，服务的品质和技术支持与

其供应商有很大的关系。现在 大的问题就是信任。如果能够增加

信任，人们和企业都可以更便利地享受云计算带来的好处，如更低

的成本、更好的扩展性与资源配置。关键在于，只有在计划采用云

服务时把数据类型考虑进去，才能有效地增强用户信心。

爱德华·汉姆莱斯（Edward Humphreys）教授目前担任

ISO信息安全管理标准工作组的召集人，该工作组制定了ISO/IEC 

27001、ISO/IEC 27002和云安全标准ISO/IEC 27017等一系列

国际标准。他认为，对IT业务外包来说，营造信任的环境氛围是尤

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企业需要可以信任的云服务供应商。” 

“很多用户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选择一家对私人数据处理

管控良好的云服务供应商；而这些用户可能也难以了解什么是检验

良好管控的标准。这种情况可能增加私人数据保护方面的风险。”

ISO/IEC 27018标准增

强了人们对云计算产业

的信心。

#ISOfocus_108 | 8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汉姆莱斯教授认为，云服务

供应商必须采取措施来增强客户的信心。实际上这意味

着：“云服务供应商需要在其管理流程中，针对私人数

据的安全防护建立有效的控制体系。从涵盖管理流程和

与法律义务履行等重要事项相关的数据处理协议开始，

逐渐增强客户在选择云服务供应商时的信心。采用ISO/

IEC 27001国际标准，再加上ISO/IEC 27018标准对私

人数据安全防护控制的规范要求，可以进一步提升用户

的信心。”

克努特·布林德教授对此表示赞同：“云服务的个人

用户越来越多，服务供应商必须提供设计更完善、更易

于使用的安全防控。企业则必须建立妥善的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

安全的云服务

企业如何创建标准的云服务协议？在评估是否选

择、怎样选择更符合业务需求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时，如

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ISO/IEC 27018标准于2014年正式发布，是关于云

技术私人数据安全保护方面的首个国际标准。尽管只发

布了几个月，这项新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规范相关服务，确

保数据的私密性与安全性，帮助增强云服务用户的信心。

亚拉莫娃认为，“ISO/IEC 27018明确了云服务供应

商应提供的 基本的安全措施，包括加密和访问控制。云

技术标准同样要求供应商采取提升安全意识的政策，让

相关员工了解违法隐私和安全规则给员工、云服务供应

商和客户带来的潜在后果。”

作为首个针对云服务私人数据安全防护的标准，ISO/

IEC 27018旨在达到以下目标：

曾经身受其害？

你是否曾遭遇过云计算相关的网络犯罪？

别沮丧，受害人不止你一个。

据来自Covington&Burling律所数据隐私

领域专业律师的建议，通常受害者可以采取以

下补救措施：

1．第一步就是调查数据的入侵情况，监控被

盗数据如何被滥用以及被用到何处，尽量

预估后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2．具体的做法可能因各地法律不同而异，但最

好把相关人的信息交给警方，让警察来查处

那些坏人，因为坏人可能根本不理会一些民

事惩处（如制止信函或法庭判令等）。

3．一旦坏人被指认，向他们索赔通常可能不

太现实。索赔结果是否能够弥补各项成本

取决于案件本身的具体情况。

4．最后，个人及其顾问必须记住，反应过度

可能导致公众关注隐私侵权，更不利于保

护受害人的隐私。

（致谢玛利亚-马蒂娜·亚拉莫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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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因为那些不明就里的宣传和信任

问题，而错过云服务这趟列车。

  帮助那些需要处理用户私人信息的

云服务供应商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满足

的客户预期

  提高透明度，使客户可以选择管理

水平较高的云服务

  帮助创建云服务相关的合同

  为云客户提供有效机制，确保供应

商遵从法律和其他义务

总而言之，ISO/IEC 27018标准为云

技术产业提供了基础支撑，增强了人们的

信心。同时，云技术产业也将有明确的指导

说明来满足客户在法律法规方面的要求。

这样不是很好吗？ 

让云服务更有序

用户越快地信任并正确使用云服务（配

以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对其业务数据以

及公司的盈利能力越有益。ISO/IEC 27018

标准的出台为此提供了更大的助力，云服务

供应商可以为客户数据采用更完善的安全

防范措施。 

当然，个人用户在选择云计算服务时，

也需要评估其对于个人隐私的益处、风险

以及影响。我们也不能忽略自己在保证个

人数据安全方面的责任，比如，选择安全

性强的密码，确认自己选择的云供应商采

取了妥善的安全措施，并能保证数据处理

的透明度。

所以，别因为那些不明就里的宣传和

信任问题，而错过云服务这趟车——其成

本和商业用途方面的优势，确实让人难以

拒绝。

孙加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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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审计与合规审

查机制有助于降低私

人数据安全风险。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ISO/IEC 27018

这项新标准基于现有

的信息安全标准，

例如ISO/IEC 27001

和ISO/IEC 27002。
1

5

3
4 5

标准结合了基于

ISO/IEC 27002的

一系列通用的控制目标、

控制措施和指导意见，以

及其他云计算控制目标与

措施，有助于用户更好地

管理私人云数据的处理。
云服务供应商可以采用这项

标准，承担相应的义务。

透明度是用户选择

管理水平较高的私

人云数据处理服务

的依据。

ISO/IEC 27018的五条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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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时代



唐纳德·德驰介绍了ISO/IEC云计算标准如何发挥积极作用。

云
计算可以说是现今信息技术（IT）中 炙手可热、

被人津津乐道的词汇，但也 容易被大家误解。在

过去十年间，这个革新式的概念已经发展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而且被政府和私营组织认为是划时代的重要科技。

不论公共组织还是个人都愿意利用云技术储存和处理数据，无

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获取云储存的应用程序和重要信息——这样比

传统的方法速度更快、成本更低。

商业企业和公共机构希望借助云技术提高效率和灵敏度，普

通用户喜欢云技术是因为它无处不在，而且非常灵活。总之，每个

人都想减低成本。

可是，云到底是什么呢？直到 近，大多数的软件仍在个人电

脑上运行。简单来说，个人在自己的电脑中运行应用程序，而每个

公司都有服务器来支持自身运营。现在有了云计算，人们就可以通

过大量的远程服务器网络来运行程序，这些服务器支持数据处理

任务共享、集中存储并提供在线的计算机服务——这一切都在互

联网上进行。

我们采访了ISO/IEC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云计算和分布

式平台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SC 38）的主席唐纳德·

德驰先生（Donald Deutsch），他介绍了云计算的定义、风险和

益处，以及标准如何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ISOfocus：现在云计算非常流行。但云技术真的能带来革

新吗？云是如何运行的？

唐纳德·德驰：很少有技术革新能像云计算这样备受瞩目，令

人憧憬，还能如此迅速地被广泛使用。云计算 简单的定义就是

一种IT技术，支持单一用户使用超出自身拥有、控制和维护范畴的

资源。更准确的说，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这些资源，支持用户群

的资源共享。如果用户需要更大存储、更高的计算能力或者处理能

云计算是通过网络

传递、消费和生成IT资

源的一种新方式。制定

新的国际标准有利于提

高其潜能，使这项技术

前景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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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云计算就能实现资源的动态配置。

云计算服务的实现需要可能不止一台电脑

或一个计算中心；用户之间可以通过不同的、

多样的甚至是多处的设备网络实现资源共享。

云计算有哪些优势？

对不同的人来说，云计算的意义也各不相

同。尽管大家关注点不尽相同，云计算具备以

下优势：

  以更合算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降低

信息通信技术的成本

  通过资源共享，为个人用户提供更快的

速度和计算能力

  帮助个人和不同规模的组织实现更好的

计算

  提高安全性（详见第6页）

关于云计算的首批国际标准已经发布，即

ISO/IEC 17788和ISO/IEC 17789标准。请

您介绍一下，这些标准怎么发挥作用？

这两项标准的制定得益于来自30多个国家

的专家的专业知识，明确了云计算这个不断扩展

的领域涉及到的基本术语和架构框架。

《ISO/IEC 17788 云计算——概述和

词汇》国际标准规定了通用云计算术语的定

义，包括云服务类别的术语，例如软件即服务

（S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基础设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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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的人来说，云计

算的意义也各不相同。

服务（IaaS）。标准还定义了云端部署模型的术语，

如“公有云”和“私有云”。而《ISO/IEC 17789 云计

算——参考架构》更偏向技术，包括关于各方面的云

计算如何互联的图表和描述。

云技术下阶段将如何发展？这会对JTC 1/SC 

38的工作带来哪些影响？

云计算意味着模式的转变，赋予了用户IT方面

的能力，这种转变可能给未来大量的IT产品、系统

和服务带来深远影响。随着该领域需求的日益明朗

化，首批发布的国际标准为后续标准的制定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基于ISO/IEC 17788和ISO/IEC 17789两项基

础标准， SC 38的多个工作组（WG）正在制定其他

标准，为云计算技术和服务的供应商、消费者提供进

一步的帮助：

   WG 3——服务级别协议

  WG 4——互用性和便携性

  WG 5——设备和云服务间的数据与数据流

WG 3的专家目前已经完成了技术委员会标

准草案的第一部分，即服务协议标准的概述和概

念，正在 起 草 第二部分（指 标）以 及 第三部分（

核心要求）。2014年10月，SC 38成立了WG 4

和WG 5，并计 划 在 20 15 年 年 初 召开第一次 全

体 大 会。如 果 有 人 想 参 与 这 些 工 作，可 以 联 系

donald.deutsch@oracle.com或者本国的标准化

管理机构。

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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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

滴滴皆珍贵
EVERY DROP COUNTS

水，善利万物，是世界上 宝贵的资源之一。我们应当竭尽所能保护水资源。幸运的是，ISO新的水足

迹标准让保护水资源变得更容易。

《ISO 14046 环境管理：水足迹的原则、要求及指南》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值得信赖、科学一致的信息，

用来追踪和报道他们的水足迹，例如：水资源利用和污染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该标准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模式，帮助人们评估用水量及水质变化对环境造成潜在影响的程度，然后

运用已通过测试的损害控制策略，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优化产品、生产和组织层面的管理。

可持续发展是政府和企业的重要任务，而精确评估水足迹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

 能源管理体系锦上添花

有效的能源管理体系是商业的一

项基本要素，通过此类认证可以为企

业带来诸多益处。目前已有一项新的标

准，它进一步完善了负责ISO能源管理

体系标准的审核人员和认证机构的认

证过程。

《ISO50003:2014 能源管理体

系—能源管理体系审核及认证机构要

求》对审核及认证机构的能力提出了

要求，规范了审核及认证过程中的一致性和公正性。审核认证流程包含审

核方案的制定流程、首次验证稽核、现场审核示范等，确保审核人员的专业

水准。该标准可与《ISO/IEC 17021:2011 评审认证机构的能力管理》一起

使用。

KEEP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UP TO SCR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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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PS AND TRAPS  
OF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ISO修订温室气体标准

“绿色采购”陷阱终结者

“绿色采购”是指组织机构

采取的一种花费少、效益高的购

买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对组织机

构本身有益，也有利于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并进一步降低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在当今的时代背景

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绿色采购”一直是人们共同

的目标。但是，美国环保署提醒消

费者，随着人们对安全、环保产品

的市场需求与日俱增，市场上出现

一些披着“绿色外衣”的产品。那

么，如何在众多的产品中甄别出

值得信赖的品牌呢？

针对上述问题，正在制

定中的 绿 色 采 购 标 准 ISO 

18617将在整个供应链中推

广《ISO 26000 社会责任指

南》中的做法。该标准为所有

的利益相关方制定行为准则

并提供指导，帮助人们了解

供应链中能解决环保、人权、

腐败等问题的产品与弄虚作

假产品的区别，去伪存真。

气候变化项目的市场需求瞬息万变，为了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ISO正在修订温室气体标

准。

2006年发布的ISO温室气体系列标准是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及规范排放交易必不可少的

工具。如今，ISO温室气体管理分委员会（ISO/

TC 207/SC 7）正在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对

标准进行修订。

被修订的标准包括：ISO 14064的第一和

第二部分（组织层次及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

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ISO 14063-3和ISO 

14065。这些标准设定了温室气体的验证核查要

求，被广泛应用于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方案中。 李慧星/译

GREENHOUSE GAS STANDARDS 
GET REV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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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ourcing’s

业务外包是绝佳的商业战略，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成

本，加快产品开发速度并有助于公司把精力放在“核心竞

争力”上。有了新的ISO标准，外包产业前途一片光明。

booming   business
繁荣的外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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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ourcing’s

对很多人来说，外包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种新的商业模

式已经在全球的私营和公共领域被广泛采用，并取得巨大效益。

它能帮助组织机构达成商业目标、增添价值、组织资源和减低风

险。换句话说，不论从个别项目还是到系统管理，选择把业务外

包给外部供应商，能帮助外包公司或组织（“客户”）专注于自己

擅长的领域。

通常，大家对外包的模式化印象可能就是利用外国的廉价劳

动力来节约开支（一般称为离岸外包业务），实际上业务既可以在

国内也可以在国外外包。同时，它还可以帮助客户提供公司内部

暂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生产力。当企业的技能或生产能力受限（

常见于信息技术产业中），而服务供应商能提供补救时，外包就

成了能满足双方需求的解决方案。

关于外包的数据令人大吃一惊。 近德勤会计事务所发布

了《2014年全球外包和内包调查报告》，覆盖了其政治含义、法

规、外包承接地、技术以及供应商管理等方面。举例来说，在线教

程平台（udemy.com）公布了2013年一些发人深省的数据，当

年IT业务外包占比43%，而到2014年增至60%。德勤还预测，报

告涉及各方面的外包业务还将继续以12%至26%的速度增长。

规模经济

虽然外包业务的“鼻祖”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

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但

是一直到1989年，美国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才

开始这一革命性的创举，即将其信息技术系统业务外包。那时，

booming   business

很多问题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

缺乏管理，或者管理很不到位。

#ISOfocus_108 | 19



商业的完美模式还被定义为一家能拥有、管理并直接控制其资

产的大型综合类公司。然而，大公司发现庞大臃肿的管理结构使

其灵活性降低，导致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赢得竞争。而多元化成为

拓宽公司和利用规模经济的口号。很多大公司开始制定更专注其

核心业务与竞争力的战略，明确影响公司未来增长的关键因素。

风险与回报评估

对于想尽可能节约日常开支和人力资源的公司来说，业务外

包虽然看似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仍然有需要规避的风险。

关于外包利弊的研究有很多。一流的管理技术咨询公司——

博思艾伦咨询（Booz Allen Hamilton）公司在2014年发布了一

份让人喜忧参半的传统外包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外包供应商

有更廉价、灵活的劳动力，还有 先进、高效的技术，因此业务外

包可以节省开支。通过外包业务，这些组织称平均减少15%的开

支。” 为全球五百强企业提供企业内容管理服务的德塔玛柯公

司（Datamark Incorporated）也证实了这点。其2014年白皮

书对“个别项目”的业务流程外包决策进行了一年和多年的成本

分析。以研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为例，Datamark根据成

本分析发现，一年可以节约成本31%，而同一样本三年可节约成

本33%。显然，对一些公司来说这大大降低了成本，同时也吸引

着其他公司采取这种业务模式。

ISO的作用

本刊采访了ISO/PC 259外包项目委员会主席艾德里安·奎

尔（Adrian Quayle）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的格尔基·科尼博士（Gargi Keeni）。奎尔认为，

很 显 然，标 准 制定 者 需 要解 决目前这 类 业 务实 践中出现 的问

题。ISO/PC 259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外包行业初期产生的各

种各样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方法 终覆盖了所有类似

的流程和主题。荷兰标准化协会（NEN）在一项泛欧调查之后，

提交了制定ISO国际标准的提案。

外包行业从业者一直在寻求不同行业间可以通用的语言，包

括典型的外包概念，有助于外包生命周期管理涉及的利益相关各

方更好地理解。

终ISO发布了《ISO 37500: 2014 外包标准》，标准制定

者来自全世界经验丰富的供货/外包专业人员。为了确保该标准

ISO 37500标准解决了外

包安排中的灵活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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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带来巨大收益。



能提供通用、不限行业的基础性规范，大家克服了很多困难，从而保证标

准可以根据未来具体行业需要加以补充和调整。

协作精神

科尼博士是标准制定专家里的中坚力量。她在采访中谈到，“要协调

来自公共和私营领域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观点是标准制定中的一大挑战。”

但她高度赞扬了大家的协作精神。在涉及到创新和持续进步是否该归入

生命周期要素或是否应该优先考虑合同要求等复杂性要求，各方观点不尽

相同，这种协作精神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奎尔看来，“在关注一般过程和 新成功经验的同时，团队还应该

把管理放在标准的核心地位。经验表明，很多问题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缺

乏管理，或者管理很不到位。”

ISO 37500标准解决了外包安排中的灵活性问题，以应对业务需求的

变化。标准也针对外包中的风险，旨在促成双方互惠的协作关系。

外包行业的各方都参与了标准的制定。这项标准并不限于哪个领域，

也不限组织的规模大小，来自各个行业的专家经验，包括制造业和科技化

服务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都提供了很大的价值。毫无疑问，随着大家对

ISO 37500关注，会有更多的行业参与进来，为标准的修订贡献他们的知

识和经验。

前景光明

在过去的25年里，名不见经传的外包行业已经在全球拥有价值几万亿

美元的业务。所以，ISO需要根据外包领域新的变化不断加强参与力度。

随着外包行业的激增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其所带来的规模经

济、金融收益、灵活性以及生产力的增长在未来几年将成为热门。

从 初只集中在事务性内部流程或者非关键性的服务，如今外包已经

具备了战略性意义，很多企业甚至把价值链某些环节整体外包。

未来会怎么样呢？随着外包业务在全球成倍增长，将来不可避免地会

产生一些问题。那时候，ISO的工作将是监督整个行业发展趋势，制定规范

化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所有利益相关方克服前方道路中的障碍。

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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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产业的发展
业务外包是一个广被关注也倍受争议的问题。这种商业模式目的是增加公司的收入并提高其

竞争优势，但却常常遭受质疑。有人说，外包会导致产品和服务质量下降、周转时间过长、惹怒

客户，而且员工会满腹怨气担心丢了饭碗。

实际上，这一切都取决于整个过程的有效管理。该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ISO 37500将助力

外包业务实现成功。该标准于2014年正式发布，致力于促进沟通并提高每一位外包从业人员的

相关认识。ISO 37500项目负责人彼特·班尼克（Peter Bannink）对此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随着技术的长足进步与创新，外包服务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

新的产业。

外包能带来哪些益处？

为什么要建立ISO/PC 259？

有很多根本性的原因：全球化、文化隔阂以及国际上对外包

并没有一种通用的规则。而且还有太多其他原因：人们太关

注节省成本而不是增加价值，管理太少，在建立可持续关系

上作出的努力太少。

该标准涉及哪些领域的专业知识？

您如何兼顾双方的关注点？

这项标准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

标准能帮助补救外包的公共形象吗？

领域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完全达成共识！标准制定者来自各行各

业：养老基金、金融服务、行政管理、信息技术、咨询、包装和能源。

哪个双方？全球村里没有界限。公司必须在全世界寻找高效的生产流程

和知识。我们并不是在制定一则政治文件，而是在专家之间达成共识。

外包管理是其生命周期模式中的重中之重。管理并不仅仅是

过程中的管理，还包括要在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培养良好的关

系，并建立高效的决策机制。

为什么要补救？是因为工作机会减少了吗？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大家

都在追求财富和美好的未来。好的标准和自由贸易对地球村的所有人都有

益。外包并不邪恶，它只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使财富更平均的工具。可能有时

候会给个人带来痛苦，但人总要有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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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

HAPPY STAFF  
FOR HEALTHY PROFITS

《ISO 45001 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

系--要求》的第一份草案正在制定中。这项

即将出台的标准，旨在帮助世界各地的公司

和组织保障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ISO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项目委员

会（ISO/PC 283）主席大卫·史密斯先生

（David Smith）称：“国际劳工组织（ILO）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大约230万人死于

工伤事故或职业病。”

有什么办法呢？通过大力实施《职业健

康和安全管理体系》，公司或组织可以减少

此类事故和疾病的发生，避免昂贵的诉讼

费，同时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这无疑

是员工快乐、高效工作的 佳方法。

大至重大疫情爆发，小到日常医学治疗，即时、正确

的信息对任何国家的医疗体系都至关重要。应对全球性

的健康问题和流行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医疗体系的管理

水平，而小型医疗同样依赖于强大的信息系统。

ISO 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信息学的指导性文件，

旨在加强国家医疗信息系统的建设。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标准化专家共同制定的《ISO/TR 14639 健康信息--能

力为基础的电子医疗系统结构路线图》就是其中之一。

该标准不仅为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实施与应用提供了 佳

实践方案，还为卫生部门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构架，确保

国民体质强健。

BUILDING BETTER
NATIONAL HEALTH SYSTEMS

完善国家医疗体系

关注职业健康，让工作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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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届北欧世界滑雪锦标赛将于2015年在瑞典举行，主办方已通过ISO 20121比赛项目可持续性管

理体系认证，届时必然打造一场可持续的、场面壮观的精彩赛事。

“法伦 2015”北欧世界

滑雪锦标赛已通过瑞典国家

技术研究所审核，证明其赛

事管理已经具备实现更高可

持续性的各项条件，并且符

合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ISO 20121标准适用于

所有类型的比赛项目或相关

活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世界

级重大赛事活动，如2012年

伦敦奥运会。购买这项标准，

可咨询ISO各成员国机构。

SECOND-HAND GOODS GET AN A+

二手商品交易规模正稳步增长，这种现象可以称为

新的社会趋势，也可以看成是对消费主义的抵制。受经

济危机的影响，成本缩减与环境影响方面的需求推动了

这种替代性消费模式的发展。但低价是否就意味着我们

要向质量妥协呢？

虽然二手产品价格更便宜，并不意味着它的性能就

弱于新产品。我们的重点不在质量，而是在完善卖家和

买家、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产品周期。

假定二手商品与新商品一样不会对健康、安全和环

境造成威胁，其质量、耐用性与可用性也符合理性消费

者对二手商品的预期，ISO就此发布的一项技术说明：

《ISO/TS 20245: 2014 二手货跨境交易》，为二手商

品的跨国交易设定了 低筛选标准。

NORDIC WORLD SKI CHAMPS GET SUSTAINABILITY TICK

可持续管理助力北欧世界滑雪锦标赛

标准助推二手商品交易

李慧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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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的经济增长

和人口膨胀，对可持续基

础 设 施 的 需 求 已 经 成 了

当今最大的全球性挑战之

一。最近ISO分别在伦敦和

新加坡召开了关于基础设

施的会议，专门讨论了这

方面的问题。

groundon solid
Building
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上

#ISOfocus_108 | 26



为
了更好地服务经济和生活，我们需要更好的

公路和铁路、更干净的水、可持续能源、更大

的学校和医院——概言之，我们需要更好的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促进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之一，年

产值高达4万亿美元。事实证明，尽管经济紧缩导致开支

紧张，但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一直没有减少。

许多行业性的准则和条例一直在管控着这个杂乱无

序的行业。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相关标准，这是混乱产

生的根源。现在正是让这个时常混乱不堪的行业变得井然

有序的 佳时机。因此，ISO于2014年10月分别由BSI和

SPRING在伦敦和新加坡召开了两次会议。

ISO可持续发展社区技术委员会（ISO/TC 268）主

席兼ISO建筑和土木工程可持续发展分委会（ISO/ TC 

59/SC 17）主席雅克·莱尔先生（Jacques Lair）参加了

上述会议。他长期从事基础设施行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了很多有趣的观点。

ISOfocus：现在全球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这

给基础设施服务领域带来哪些挑战？最近在伦敦和新加

坡召开的基础设施会议有何成果？

雅克·莱尔：在伦敦和新加坡举行的会议以世界大型

城市为例做了分析，这些城市已经制定了一些基础设施方

面的规划。在我看来，这些规划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城市的

格局。现在的方法更多着眼于那些选择城市密集化而不是

城市扩张的大型城市。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这能代表所有的声音吗？大家

只要看看北美城市就会发现，居民区远在城市中心的数

英里之外，而与会上讨论的那些城市模型相去甚远。这是

不是反映了城市居民的预期呢？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好方法

吗？除了政府政策以外，无论如何都要考虑用户的期望，

同时不能忽略城市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生活习惯。我认

为，在高度城市化和密集人口地区建设智慧基础设施，是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基础设施和交通服务领域是一个多元化的全球性行

业，目前在各地市场面临着大不相同的市场环境、压力和

机遇。您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对实业公司来说，基础设施和交通领域（见上述）蕴

ground



含着很大的商机，不论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来看，巨大

的创新潜力都意味着这个领域的机遇会越来越大，国内

和国际市场都是如此。

而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的概念也需要根据每个城

市和地区的具体社会经济背景而有所调整。从根本上

说，一个城市的需求及满足其市民社会期望的方式都

会取决于其发展水平、政府管理、传统、哲学和宗教信

仰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在制定未来的标准时，需

要考虑上述所有不同的参数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基础设施的未来会面临哪些挑战？尤其对建筑公

司和基础设施运营商而言？国际标准如何提供帮助？

首先，这种转变会给建筑和城市发展行业带来全新

的动力。如果企业能理解这种转变的巨大潜力，那么它

蕴含的附加价值会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

从本质上看，这些市场都是全球范围的，大型企业

会发现他们的竞争对手来自其他国家。当然，国际标准

在设定规范、解疑答惑、具体运作以及分享经验和 佳

实践等方面都会发挥关键的作用。国际标准也将成为进

入市场的钥匙，不限于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设环节，还

包括了设施网络的维护、运营与终止。

此外，建筑信息模型（BIM）将为我们的业务、设计

基础设施之伞

基础设施是什么？简单来说，基础设施就像是社会的脊柱。如果现在你能喝水、开车或者乘坐公交车，这一切都得益

于基础设施。

以下是基础设施涵盖的领域。

  交通运输：私人交通、行人领域、自行车道路、

公共集体交通如公路、铁路、有轨电车、地铁等

等。

  水：从饮用水到废水，包括水收集、分配和废水

处理。

  能源：各种形式的能源以及其生产、使用和相关

报告，包括副作用、间接损害（温室气体排放和各

种污染）和生命周期评估。

  通信：各种形式的通信，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

  垃圾处理：垃圾收集、整理和处理。

交
通
运
输

基 础 设 施

水 
能
源 

通
信

垃
圾
处
理

雅克·莱尔先生是基础设施方面的两个ISO技术委员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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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承包商带来新的机遇，因为该方法能从一开始就融合各类要素，有助于做出正

确决策和选择，获得成功。

作为ISO两个技术委员会的主席（ISO/TC 59/SC 17、ISO/TC 268），您

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我心里这两个技术委员会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没有建筑和土木工

程的可持续性，那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那么，它们的标准又怎么会有根

本性的不同呢？

迄今为止，这两个技术委员会已经采用类似的方法制定出可以被广泛采用，也

很容易在各个国家实施的国际标准。这可以从一个很明显的现象看出来：越来越多

的国家参与到这些技术委员会中来，它们有大有小，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

背景也各不相同。

最后问一个私人的问题。您在建筑领域已经工作多年，这个领域最吸引您的地

方是什么？回顾过去，如果重来一次，您是否会选择别的行业？

我确实已经在建筑行业工作了很多年。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行业。现在我

已经退休了，想把自己绵薄之力贡献给我认为 令人向往的领域——国际标准化。

我的工作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尽管每个建筑过程都是相同的，但每个建筑

项目（不论是建筑或者土木工程）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天，我们都在根据不同的地

点、技术和工期来创造建筑原型。虽然这样的工作看着类似，但对我们建筑人员来

说，它们截然不同。

我在法国和国外负责过很多建筑项目，现在深知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标准为

我们提供了通用的工作语言、统一的文件体系与一致的计算方法—— 终帮我们确

保了商业和工业实践的公平性，使我们享有同样的机遇。

如果能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现在有了先进的工具，新的生活肯

定会更美好。

曹欣欣/译

无论如何都要考虑

用户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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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

alexia

mary

tommy

Alexia adventures
How one little girl changes the world.

爸爸，你知道大
家都搬到云里去

了吗？

Alexia，宝贝，我觉
得那不可能。

爸爸，你确定？我们
全家所有的照片都已

经在那儿了啊？

哦，你说的是那
个云啊！谁放上

去的？

?

Alexia奇遇记
一个小女孩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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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是不是有点
危险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刚读了桌上的
这本杂志！

所有东西都在上面
了——你的邮箱和照

片。东西就是这样存储
在因特网上的。

?

用ISO/IEC 27018标准，就
不会危险了……

Illustrations : Alexane Rosa 曹欣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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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nterprise
教育业参与标准制定



在美国，教育是一大产业。大

学不再做旁观者而是主动参与竞

争，这不但合乎逻辑也势在必行。

教育设施行业的两位领军人物，

迈克·安东尼（Mike Anthony）和

里奇·罗本（Rich Robben）讲述了

标准对于教育产业的重要性，并

表示教育产业一定要参与全球标

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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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由于每年花费高达三千亿美元，教育

已发展成为一大产业。为了提高效率和效益，高等

教育机构采取和小公司一样的运作模式。大学的表

现尤为出众，如果能够基于市场进行自主发展，大

学可以发展成全球性的企业。以密歇根大学为例，

这座著名的学府更像一家巨资企业，包括密歇根大

学医学院和体育部在内的三个校区的经营收入和业

务开支高达上亿元。

与盈利公司一样，大学的良 好运作也需要 标

准：如建筑、科技、教学、卫生和健康标准等等。但

问题在于：大多数行业依赖特定的行业标准，而教

育业需要一整套的标准——覆盖商业、政府和社会

层面——来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是致力于

帮助全球组织机构提高绩效的管理咨询公司，据其

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要保持现有的增长预期，

预计需要57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但如果行

业企业更积极地参与标准制定，这个数字可能减

少10%到20%。学校理应作为标准制定的先行者，

其“城中城”的特点使它们成为未来城市理想的研

究对象。 

默默无闻的行业

中小学、社区学院、大学和医院是每个社区

为庞大的资产。我们负责美国校园面积 大的密歇

根大学的管理及其基础设施的运营。欧洲的学校

占地有限，而美国校园与之不同，尤其是政策性赠

地的院校有大量占地可以建设自己的能源生产、通

讯、水管理和道路系统。尽管它们在法律上独立于

所在社区，但涉及的整体风险和经济预期与高市值

的全球性公司一样复杂。

鉴于这种背景，大学不再做旁观者而是主动参

与竞争，这不但合乎逻辑也势在必行。长久以来，

我们一直秉承必须把商业智慧与社会影响力相结

合，不能由于纯粹的商业经营而忽略核心的教育和

研究主业。可事实就摆在眼前。考虑到教职工的工

资，美国的教育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是

美国国防预算的两倍。事实上，仅仅教学设施一项每年

就会花费3,000亿美元，是通用电气现在年销售额的两

倍。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我们应该在世界五百强榜单中

排名第三！

大鱼和小鱼

作为管理者，我们的目标是让学 校 发展得越来越

好，我们有望“像企业一样运作”。但是企业的成功经营

需要依靠标准，这是市场利益相关各方长久讨论总结出

的成果。然而，教育界缺少一个重要的资源，那就是影

响力。例如，包括通用电气在内的三百个成员投资了美

西密歇根大学的太阳能汽车队成员在美国太阳
能挑战赛中拆卸小汽车（2012年7月16日，美
国密歇根州安娜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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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协会制定的技术标准为

产值高达1,200亿美元的美国电气行业提供支持。这家

企业的成本转化为人们所购买的每个灯泡、摩托车和智

能电网变形器。没错！一个规模不到我们一半的行业，

每年在国际标准化和创新流程上的花费就高达2,500

万美元。

为了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们提出了“既得利益者”

这个术语——抓住了许多国际标准组织熟知的一个监

管特点：既得利益的生产商与普遍利益无处不在，占据

市场强势地位，而用户利益则相对弱势，尤其是公共领

域。既得利益者往往是生产商、保险和劳动组织，能够

很容易地把他们参与标准制定活动的花费分摊到为“客

户”提供的产品和/或服务中。

相反地，诸如城市、区县、州和大学等公共领域，用

户利益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我们也有一个客户，但是客

户期待的是公共安全、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更低的消

费和更高的价值。由于城市环境和风险加速的复杂性，

这些公共安全目标经常与资金目标背道而驰。我们指的

是用户和执行者在公共安全（通常建筑监理与消防部门

的预算分配毫无争议）方面的相关利益。反之，我们这

些经营小城市的人被称为用户和所有者，因为作为安全

和偿付能力 终受托人，我们是实际为标准或标准缺失

后果买单的人。

双重体系

标准化过程是兼顾安全与经济竞争要求的 有效

途径。然而，用户和所有者没有参加这些共识大会，因为

他无法承担既得利益者的投入，也没有预算去做除了“

灭火”和“保持生产线运转”之外的任何事情。密歇根大

学开展了关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研究。该研究表明，

几乎所有组织都缺少用户和所有者的参与。这些组织中

教育在美国是一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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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远见的代表，如美国国家卫生基金国际部、保险商实验

室和国家消防协会，愿意为用户支付旅行费用，但也仅限于

用户和执行者，比如使用标准的合格评定专家。

缺少用户和所有者不是国家标准认证组织的过错，而是

行业自身的过错。美国国家标准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乔·

巴蒂亚（S. Joe Bhatia）于2014年10月在密歇根大学演

讲，他客观地说道，“如果你与首席执行官和高管们谈论这

一话题，他们并不感兴趣。除非在遭遇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以

后，例如失去一个大订单或者面临一场官司，才会引起他们

的关注。”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产业却拿不

出哪怕300万美元来支持一位思想领袖的大力拥护。在美国，

如果其他领域的回报是100 000:1，是绝不可能被忽视的。

行业协会的作用

教育产业要想拥有发言权，并不只面临这一个挑战。教

育设施行业并不是哪个单独的组织机构能代表的。到目前为

密歇根大学法律图书馆坐落在标志性的哥特式建筑中。

止，25家美国教育行业的非盈利行业协会是“成员

组织”，这正是阻碍其有效参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原

因。他们采取的商业模式是“召集”既得利益者赞

助会议，因此，代表用户利益的行业协会与制造商

和普遍利益经常不一致，导致利益冲突。另外，美

国的非盈利组织税码501(c)(3)给与政府部门进行

直接政治讨论设置了具体的限制条件，而政府部门

利用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的认证文件发布了许

多法规。ANSI是美国国家标准管理机构和ISO的

正式成员。

成为公认的标准制定者，同时利用所有可用的

社交媒体工具增加行业价值，这才是为成员谋得切

实成效的更好途径。这正是密歇根大学过去几年采

用的模式，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市场均衡

当然，没有人知道，均衡的市场是否能将麦肯



Mike Anthony & Rich Robben
更多信息，请点击：
ɧ�http://standards.plantops.umich.edu/
ɧ�www.plantops.umich.edu/

director/standards/
ɧ� " @StandardsUMich

锡公司预测的57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花费降低10%到20%。全

球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年，我

们不能在食物、健康、能源和教育上花一分钱，只有这样才能满

足基础设施的投入需求。但这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把基础

建设费用分摊开来，计入多年使用。那么，如何才能高效地利用

这笔钱呢？

根据市场理论，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可以获得更好的结

果，也更容易被市场接受。万物皆有其价。在竞标之前，市场的

基本选择，例如材料、劳动力、生产成本、生命周期运行与维护、

安全和经济等，一直是通过完全独立的文件体系，即行业的语言

体系实现的。随着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好的做法经验层出不

穷。这在消费品领域很常见。很明显，我们只有让教育产业（基础

设施行业的 大利益相关方之一）真正参与到产业价值链的上游

环节，国际标准化才能为应对麦肯锡提出的这一挑战提供一个良

好的平台。

然而，这绝非易事。1997年，密歇根大学创建了一家企业，它

有可能为教育行业的领军者提供建设性成果，时至今日仍然活

力不减。通过鼓励用户和所有者参与行业竞争，推动25家教育产

业协会通过ANSI认证，并且见证了教育业标准制定的开端，该

企业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我们一直努力实现均衡参

与，以下两条建议供标准化同仁参考：

  进一步细分 终受益的用户和所有者。在基础设施标准

体系中，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标记为“用户”，因为用户和执行者也

分别代表着广泛的不同的利益。

  为国家标准认证机构制定专门的ISO标准，使他们了解复

杂的基础设施市场，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市场失衡问题提供解决

方案。

教育业是复杂经济链中的一环。对需求多样、亟需协调且监

管相对严格的教育产业来说，坚定地参与全球标准制定非常重

要。我们需要把象牙塔里的理论与实际的商业实践结合起来寻求

更好的出路，还可以从汽车和电脑等消费品领域汲取成功经验，

进而了解标准化和创新的相互促进关系。那么问题是：通过参与

标准制定，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可以从中获得多大收益？如果我

们不去尝试，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完成使命？

靳吉丽/译

标准化过程是兼顾安全与经

济竞争要求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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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

爱德华·汉姆莱斯教授（Edward Humphreys）是信息安

全领域的领军专家！在过去的39年中，他为英国标准化甚至是

国际标准化作出了巨大贡献。2014年11月20号，在位于伦敦大

理石拱门旁的丽笙酒店举办的标准论坛上，汉姆莱斯教授荣获

沃尔夫巴里奖章（Wolfe Barry Medal）。

这是英国标准协会（BSI）颁发的至高荣誉，用于表彰汉姆

莱斯教授在标准化领域的杰出成就，尤其是在制定BS 7799

信息安全系列标准的第一及第二部分时，汉姆莱斯教授积极

参与，功不可没。该标准后来被ISO和IEC采纳制定出了ISO/

IEC27001、ISO/IEC 27002两项国际标准。正因如此，汉姆莱

斯教授被誉为“ISO/IEC 27001之父”。他还独立制定了一项评

审标准，为信息安全管理认证打下基础，该标准也被ISO/IEC

采纳。

自1990年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工作组(ISO/IEC JTC1/SC 

27/WG 1)成立以来，汉姆莱斯教授一直担任召集人。从1991年

开始，他还担任SC 27 IST/ 33的英国镜像委员会主席。

ISO质量体系分技术委员会（ISO/TC 176/SC 2)主席奈杰尔·克罗夫特

博士（Nigel Croft）无疑是质量事业 热忱的推动者之一。鉴于其在质量领

域的卓越表现，克罗夫特博士已荣升为巴西质量学会第39届委员会成员。

巴西质量学会（ABQ）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成员均为来自学术界、工

业界以及其它私人或公共组织的专业人士，他们都曾在质量工程、质量管

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备受人们认可。学会通过与学术界、商界、地方和国

家政府合作，致力于改善巴西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委员会成员包括很多知

名人士，如：前任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以及对改善巴西人民生活质量作出

重要贡献的企业家和学者们。

克罗夫特博士从英国剑桥大学与谢菲尔德大学毕业之后，在巴西度过

了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在担任ISO/TC 176/SC 2主席之前（2010年），他

曾在巴西技术标准协会（ABNT）工作长达15年之久。ABNT是巴西国家标

准组织和ISO的正式成员，代表巴西参与ISO/TC 176的相关工作。

克罗夫特博士入会典礼已于2014年世界质量日（11月13日）成功举行。

英国标准协会（BSI）标准总裁斯高特·斯蒂德曼博士（Scott 
Steedman）为汉姆莱斯教授(左)颁发沃尔夫巴里奖。

FATHER OF ISO/IEC 27001  
RECEIVES PRESTIGIOUS AWARD

ISO/IEC 27001之父荣获沃尔夫巴里奖

巴西质量的中流砥柱
THE BEST OF  
BRAZILIA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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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nd referencing ISO and IEC standards  to support public policy

TURNING INNOVATION  
INTO REALITY 

ISO秘书长罗博·斯蒂尔（Rob Steele）在

近举办的 “标准化与创新”国际研讨会上指

出：国际标准是推动国际各领域进行技术革新、

工艺改良以及技术转让的工具。

为期两天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原子

核研究组织（CERN）举行，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

的专家和学者，围绕理论与创新，讨论标准化与

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会议吸引

了多位创新领域知名人士的参与，包括来自日内

瓦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感染控制部主任兼世界

卫生组织（WHO）顾问迪迪埃·皮特教授（Didi-

er Pittet），他是医用抗菌凝胶的主要推动者。

会议还讨论了“革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创

新商业战略”、“创新政策”、“绿色建筑行业的创

新”等议题。

更多内容请访问：www.iso.org/sites/
standardsinnovationconference/presenta-
tions.htmlv USING ISO STANDARDS  

TO SUPPORT PUBLIC POLICY

国际标准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帮助，

其优势在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用有效的现成

的解决方案，帮助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履

行义务减少贸易技术壁垒。

为了让更多的政策制定者分享标准带来的

好处，ISO 近开通新网站并出版了ISO/IEC合

作制定的宣传册，详解了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法规

时（如政府采购、奖励机制、宣传活动等），如何

利用国际标准获得有用的信息。

同样，ISO合格评定委员会（ISO/CAS-

CO）也开通了专门的网站来帮助政策制定者

在法规中更好地采用合格评定工具。详情请登

录：www.iso.org/cascoregulators。

对ISO来说，当务之急是让更多的政策制定

者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目前，ISO正积极筹备

2015年政策制定者专题研讨会。

更多信息，请登录www.iso.org/policyPh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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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新照进现实

国际标准支撑
公共政策制定

李慧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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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talk 

大约有三十亿人在烹饪时常用到柴火和煤气

灶，这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严重的健康风险。为了让

人们重视炉灶带给家里的空气污染问题，了解清洁

的炉灶和燃料对健康、生活和环境的益处，全球清

洁炉灶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

在2014年10月21日（距‘炉灶未来峰会’恰好30天）

，组织了一场关于炉灶的推聊（Tweetchat）活动，获

得了ISO清洁炉灶和清洁厨具解决方案技术委员会

（ISO/TC 285）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们正在针对这个

问题制定相关的标准。本文节选了当天Tweetchat中

的一些言论，与读者分享。

#cookstoves
by maria lazarte

#围炉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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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SOstandards
清洁炉灶解决方案能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妇女的生活质量。

GlobalMoms Challenge @globalmomschall
妈妈们可以在营养搭配上花更多心思，或者花时间多赚点钱，让

自己接受更多的教育。清洁炉灶和燃料还能降低烧伤和感染呼

吸道疾病的风险。

WorldLungFoundation @WorldLungFdn
一千万人死于肺病，恶劣的烹饪环境折磨着 穷、 脆弱的群

体。全球三十亿人身处这样的风险中！ 

Shot@Life @ShotAtLife
由于燃料燃烧不彻底而产生的有害烟雾，让一些儿童患上肺炎之

类的危险疾病。

Girl Up @GirlUp
女孩和妇女们每天要花五个多小时来寻找和搜集柴火。本来应该

用这些时间在学校学习。

MAMA @mamaglobal
妇女和女该是受烹饪污染影响 多的人群。清洁烹饪对女性健

康来说至关重要。

US EPA Research @EPAreasearch
清洁的炉灶能拯救生命、改善生活、保护环境和让妇女更健康。

Clean Cookstoves @cookstoves
用木头、木炭做燃料来煮饭，是全球森林遭受滥伐的原因之一。

清洁炉灶对保护森林也有所帮助。

Climasphere @climasphere
烹饪过程中，燃料燃烧不彻底会释放有毒污染物，如黑炭和甲烷，

对气候造成重大影响。清洁炉灶可以减少这些物质的排放量。

Climasphere @climasphere
在应对全球能源问题时，必须将清洁、可持续的家用能源考虑在

内。部分解决方案就在于使用清洁的炉灶和燃料。

Radha Muthiah @RadhaStoves
使用清洁高效的炉灶可以带来复合交叉的积极效果，有利于多方

面国际性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清洁的炉灶和燃料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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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Moms Challenge

@globalmomschall
我们必须找到便于家用的烹饪方法！

社区在这方面的投入至关重要。

+SocialGood

@plus_socialgood
在寻求清洁炉灶等能源解决方案

时，实现了更多的跨领域合作。可

持续能源全民运动峰会(SE4ALL 

Summit)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WorldLungFoundation

@WorldLungFdn
研究方面：从1985到2007的22年

中，各项领域的研究都蓬勃发展，但

关注室内空气污染和急性呼吸道疾

病的研究仅有44项。

Shot@Life @ShotAtLife
保护儿童免受肺炎困扰的两个 佳

解决办法是疫苗和清洁炉灶。

Girl Up @GirlUp
女孩在寻找燃料时可能会遭遇危

险。使用清洁炉灶和燃料能保障女

孩的安全。

Clean Cookstoves

@cookstoves
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

而且可持续的烹饪解决方案，这些

方案还在不断增多。

目前在清洁炉灶和燃料领
域，我们已经取得哪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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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fit Intl @Envirofit
肯尼亚学校里每300名学生的食物支出中，有50%（3,300美元）是用于购买燃料。

DigitalUnion @TheDigitalUnion
每年有400多万人由于长期接触烹饪烟雾而死亡。

Envirofit Intl @Envirofit
妇女成为清洁炉灶 佳销售员的几率是普通人的2.7倍。

Radha Muthiah @RadhaStoves
2013年，又有很多企业进入清洁烹饪领域，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展示了这个市场的巨大

吸引力。

靳吉丽/译

WorldLungFoundation @WorldLungFdn
通过营销手段，让更多的人接受并使用清洁炉灶和燃料。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宣传：健康、节

约家庭开支、让食物更可口。

Climasphere @climasphere
再接再厉！评估发现，普及先进的生物炉灶对环境大有裨益，相当于减少了25%到50%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Girl Up @GirlUp
女孩更需要清洁炉灶。清洁炉灶耗能少、效率高，让女孩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事情！

UNA-USA @unausa
要让民选的官员了解到，他的选民十分关注清洁炉灶。希望美国或者联合国在这方面有所

作为。

Project Gaia @project_gaia
让更多的人了解清洁能源炉灶的好处，及其在减少有毒气体排放方面的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清洁炉灶和燃
料的使用率，我们还能
做些什么？

你知道吗？

#ISOfocus_108 | 43



银行在经济中起到媒介作用，在可持续发展

方面也占据独特的位置。而银行与金融性服务机

构英国巴克莱银行发现，采取有益环境的政策对

企业也大有益处。

Barclays banks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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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莱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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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stainability
如今，环境问题正改变着银行业的运作环境。一直以

来，大家都觉得银行业不会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

近，由于有了高效的信贷审批制度，银行可以很好地进

行风险权衡和风险定价。银行可以通过这种定价差异促进

可持续发展，但还可以开发出更多可持续产品，例如环境

投资基金和道德投资基金。此外，银行在提升内部的环境

绩效方面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这样一来就可以清楚看出，

为何银行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如此的举足轻重。

英国跨国集团巴克莱银行一马当先，致力于促进整个

银行业的环保大计，并逐步发现、优先处理并管控其环境

风险。它是如何做的呢？巴克莱银行通过采用ISO 14001

系列标准及新增的ISO 14031标准，实施严格的环境绩效

评估（EPE）体系。

ISO 14031旨在通过量化环境信息帮助企业充分利

用其环境管理体系。基于能提供可持续 佳实践方法的

简单模型，ISO 14031 标准规定了贯穿三个坐标轴的三

项关键绩效指标（KPIs）：管理绩效指标（MPIs），经营

绩效指标（OPIs）和环境状态绩效指标（MPIs）（详见47

页）。为此，我们采访了巴克莱银行的CRES环境管理小

组负责人艾玛·派吉（Emma Page），她向我们讲述了这

个富有前瞻思维的银行如何变得更环保。

环境绩效评估

环境绩效评估因其缩写EPE而被专业人士熟知。它运

用关键绩效指标（KPIs）并根据不同的目标来比较过去和

现在的环境绩效，从而探索发展趋势、发掘战略机遇以及

评估风险。作为极其重要的标准之一，ISO 14031为不同

规模和类型的组织机构提供了 易于采用并与业务完美

契合的管理工具。

该标准的一大作用是，识别不同类型的指标、指标之

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组织机构不同方面的关系。从业人员

在试图客观分析信息，以及把过去的绩效、公认的 佳实

践和业内同行进行比较时，常采用“封闭式”的方法，而将

不同的管理关键绩效指标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这些常规。

银行业的优势

虽然银行业在直接运营过程中（如分行和办公楼的管

理）的污染并不严重，但在涉及项目和其他行业发展的融

巴克莱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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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业务时，就会涉及到更大的环境风险。简言之，巴克莱

银行对环境的 大影响源于其贷款和投资业务。

巴克莱银行非常重视环境状态指标（ECIs），以全球

一致的、积极的方式控制对当地的环境影响，例如在可持

续经营和技术方面的睿智投资。

巴克莱的举措

巴克莱银行在全球和跨地区的业务中努力做出改变。

举个我们使用管理绩效指标（MPIs）的例子，就是在企业

不动产中进行环境分类，帮助高层进行有效决策，并追踪

这些决策带来的环境影响。其他指标包括 低绩效标准，

它可以用来解决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和农村地区人们生

活（尤其在东非）面临的潜在威胁，帮助设定银行的放贷

参数。在我们所有的放贷和投资评估策略里都有管理绩

效指标，这些策略都遵循赤道原则风险管理框架和绿色

债券原则，而管理绩效指标有助于决策和发放商业贷款。

巴克莱银行非常清楚自己的经营范畴，而且一直在制

定严格的经营绩效指标来测量水电消耗，改善废品处理和

回收以及减少碳排放。巴克莱在设计和建造办公场所上投

入巨资，付出巨大努力，试图发觉并追踪减排措施并在全

球范围内分享 佳实践。为了更好地管控间接影响，我们

还采用供应商行为准则与供应商展开密切合作，鼓励他们

减少其产品和服务对环境的危害。

后，巴克莱还组建了环境工作小组以便更好地监控

可持续指标，即环境状态指标。为了监督资金并帮助实现

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该小组一直关注几个重

要方面，包括加快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等。

另外，上述所有绩效指标都由基准计划做支持（如碳

排放披露项目，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和富时社会责任指

数），提高了指标的可信度。

在设计和建造办公场所方面，巴克莱银行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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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对比

环境绩效评估是巴克莱银行企业管理的核心。那

么，我们在可持续方面的努力如何与同行相较量？这真

的很难。在整个行业内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并不容易，因

为评估的方法不尽相同。组织机构可能会对部分文件持

保留或限制态度，或者在测试或规范信息时使用不同的

指标。这种现象会削弱透明度，使利益相关者或股东无

法以公正的方式进行绩效评估。

采用ISO 14031标准可以实现协调一致，使大家都

从中获益。如果在整个行业里没有一套被正式认可和全

面采用的环境绩效评估标准，那么组织机构就会错失环

境管理的真实价值。我们需要的是一致的方法。除此之

外，企业还能如何利用环境绩效和可持续性来提升自我

呢？

靳吉丽/译

巴克莱银行南非约翰内斯堡办事处所处的Absa Towers大厦楼顶的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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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的益处

       ISO 14031标准是ISO 14001环

境管理系列标准中的新成员，它能帮

助各种规模和类型的组织机构进行环

境绩效评价，并把这项评估作为可持

续项目的一部分。该标准采用了三项

测量指标对过去和现在的环境绩效情

况进行对比：

  管理绩效指标（MPIs），提供影响组

织机构环境绩效的管理工作信息（如

商业决策）

  经营绩效指标（OPIs），提供组织机

构的经营绩效信息（对生产或者消费

品和服务的影响）

  环境状态指标（ECIs）提供当地、区

域、国家或者全球的环境状态信息（不

同时间的环境测量基准线）

通过提供典型的实例，该标准还

能帮助公司正确地选择指标。这种脚

踏实地和切实可行的理念将创造更可

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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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unite  
in Singapore

2014年11月中旬，亚洲地区的ISO成员国代表在新

加坡齐聚一堂，就市场、通讯与信息技术等议题展开交

流与讨论。

ISO亚洲成员齐聚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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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增强各国标准成员体对标准化工作的

认识，提高国家和国际标准的销售量及使

用率，亚洲市场、通讯与信息技术论坛于

2014年11月中旬在新加坡召开，吸引了来自亚洲80多

个成员国及其他组织的代表。

开幕式致辞中强调了近年来亚洲地区经济稳步增

长，各项数据显示亚洲地区的标准化市场正焕发出勃勃

生机。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 i-

tute）2014年的分析报告指出，“缺乏统一的标准与法

规”已经成为阻碍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九大障碍之

一。全球行业数据和分析公司IHS的发言人马特·斯威

尼先生（Matt Sweeney）也表示，亚洲公司将价值链

向上游延伸，对标准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他说，“价值链

越长，确保每个环节不出差错的成本就越高，而采用标

准可以避免在价值链的源头就出现差错。”

那么，如何让亚洲地区充分利用标准的优势，就成

了此次论坛的重要论题。代表们也分享了在此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想法和建议。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Standards Australia）的代

表亚当·斯丁格莫（Adam Stingemore）强调，在与重

要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时，语言一定要简单明了。他认

为，关键问题是如何与众多利益相关方建立友好关系？

那就要确保信息与受众相关，而且易于理解。

马来西亚标准局（Standards Malaysia）

代表在发言中重申了信息简洁的重要性，并谈

到 近他们正在进行品牌重塑，而新的宣传语

就是“全民接受、全球认可”。在世界标准日期

间，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活动宣传语为“我

们共同保护全世界的人民”，将标准比作一位

超级英雄，让普通大众也能理解标准的重要

作用。

ISO的中国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正准备将销售ISO标准

的英文网站ISOlutions Webstore翻译成中文，

让更多中国公司也能购买ISO标准。ISOlutions 

Webstore 是ISO标准的网上交易平台，ISO成

员可以通过该平台销售ISO标准。详情请联系

brinster@ISO.org。

日本规格协会（JSA）表示，他们已经设立

了新的营销部门，专门负责组织各种活动，以

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联系。新加坡标准、生产

力与创新局（SPRING）也采取一系列措施，

提高人们对标准的认识，包括：媒体覆盖、专题

报道以及基础设施、建筑和城市方面的行业新

闻等等。

李慧星/译

#ISOfocus_108 | 49



Discover the new 2015 ISO desk calendar

...with a selection of 12 amazing photos from  
ISO member staff, including this monthʼs cover.

登录：www.iso.org/cal2015  查看2015年ISO台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