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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制订这一倡议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西斯科公司对农业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影响力。该项倡议能够促进高度差异化产品的生产，为所有利

益相关者带来可观利润，加强农民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并有利于环境

保护和激发农业活力。 

 

西斯科公司于 2003 年启动该倡议计划，并在供应商中做了一项关于

可持续农业发展和综合虫害管理措施的调查。调查得到了供应商们的

积极参与，并且为引导倡议计划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2004 年 2 月， 西斯科公司与部分供应商召开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调查结果并制定了计划的初步规范。会后，北美综合虫害

管理研究所连同西斯科公司、供应商及其他相关方，借鉴公开发表的

文献和现有项目的经验，草拟了一份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审核方案。 

 

2004 年 12 月和 2005 年 1 月，西斯科公司使用审核方案草案对四家

供应商进行了试验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对审核文件和程序进行了修

订。其后，西斯科公司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交书面的可持续农业发展/

综合虫害管理方案，包括供应商制定的针对一个或多个农作物的具体

方案。供应商被要求在 2005 年年底前进行初次审核，以测试审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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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并建立绩效基准。 

在对供应商提交的书面程序审查后，西斯科公司对这些程序进行了修

改，并制定了一项审核员培训方案，提供给每年选用的专业审核机构。 

 

西斯科公司一直坚持与供应商共同回顾每次的审核结果并确定改进

的目标。作为获得批准生产西斯科品牌产品的新供应商，它们都必须

实施可持续农业发展/ 综合虫害管理方案。新供应商可用三年的时间

完全确立他们自己的方案。目前的审核版本（9.01）可通过 Primus 网

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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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农业发展/综合虫害管理计划 

 

愿景 

提高资源质量，造福西斯科未来的客户、供应商、员工、家人和朋友。 

 

范围 

在《西斯科质量保证和西斯科产品服务》（SMS）的管理下，《西斯科

可持续农业发展/综合虫害管理（IPM）倡议计划》将着重于罐装和冷

冻水果蔬菜产品的生产。  

 

时间表 

. 2004 年 2 月 23-24 日与部分供应商召开会议制定草拟计划 

. 2004 年 3 月 31 日公布计划草案征求意见 

. 2004 年 4 月 30 日草案的供应商意见征求结束 

. 2004 年 5 月 15 日最终版意见征求和修改结束 

. 2004 年 6 月 1 日发布最终版 

. 2005 年 1 月 1 日供应商提交书面程序审查 

. 2004 年 10 月- 2005 年 1 月西斯科公司完成部分供应商的测试审核 

. 2005 年 2 月供应商培训 

. 2005 年 7 月审核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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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8 月/12 月供应商对挑选的作物进行试验审核 

. 2005 年底-2006 年初进行程序审查和更新 

. 2006 年 5 月完成第一份可持续农业发展/综合虫害管理年度报告 

. 2007 年 3 月在加州召开第一次可持续农业发展/综合虫害管理大会 

. 2008年2月在佛罗里达州的West Palm Beach召开第二次可持续农业

发展/综合虫害管理大会 

. 2008 年 1 月完成首次全面的审核回顾和修订 

. 2009 年 3 月西斯科公司和参与计划的供应商获得国际综合虫害管理

成就奖 

. 2014 年 9 月计划更新至 09.01 版本 

 

规范 

在制定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以下规范应作为客户、供应

商和西斯科公司追求的主要目标: 

. 有意义和可测量的结果。 

. 简洁、简单、清晰。 

. 着重于关键控制点：关键需求，主要改进点。 

. 高性价比。 

. 鼓励创新：专注于关键性的结果；为实现这些成果，在识别、制定

和实施具体做法过程中赋予极大的灵活性。 

. 接受现有可持续发展计划中有可比性标准的合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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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现有的程序，如食品安全程序，以避免重复成本和精力。 

. 鼓励电子报告和文字处理。 

. 供应商信息保密。 

. 提供超越供应商关系的高价值的服务；为供应商展示他们的成就提

供机会。 

. 在适当的情况下，遵循现有的行业规范和标准进行认证和审核。 

. 让客户成为我们成功的终极评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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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 

我们的客户期望并理应获得高品质的食品。而生产高品质食品的方式

应保护自然资源、维护个人和环境健康、并为道德行为树立高标准。

通过西斯科可持续农业发展/ 综合虫害管理计划，我们将提高可再生

资源的质量，节约非可再生资源，促进贸易公平，保持经济活力并不

断超越客户对食品安全和质量的期望。  

 

在《西斯科质量保证和西斯科产品服务（SMS）》的管理下，我们将不

断改进操作规范和程序范围，保持我们的行业领先地位，并不断扩大

西斯科品牌下对可持续发展的整合。 

 

西斯科致力于遵循以下原则: 

I. 环境管理 

我们的目标是维护一个健康的环境。与供应商共同合作，我们使用经

济可行的做法保护敏感地区，改善空气、水、土壤和野生动物资源，

并保护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通过回收和节约能源、限制作物所需的

水、农药和营养物质的使用，我们减少浪费和污染。 

II. 个人卫生与健康 

我们的目标是为我们的客户、供应商、员工、家庭和朋友创造健康和

幸福。我们将食品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我们相信健康、优美的环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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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健康和享受生活的关键因素。 

III. 商业信誉 

我们的目标是让客户、员工、股东和供应商取得经济上的长期成功。

我们以开放的态度沟通问题，为员工提供他们应得的支持和尊重，按

时支付供应商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们希望供应商能够分享我们高标

准的礼节、可靠性、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IV. 卓越品质 

我们的目标是向客户提供超越他们期望的健康美味的食物。我们非常

谨慎地选择和建立供应商关系，并制定高要求的产品规格。我们仔细

地检查和评估从田间到餐桌的产品和流程，以确保为客户提供连贯的、

卓越的食品服务。 

V. 持续改进 

我们的目标是了解和采用新的科学方法，以提高业务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们与客户、员工和供应商共同投资于研究、开发、教育和培训。我

们设定可测量的目标，分配责任，遵守时间表，验证绩效并确认结果。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评估结果而不只是简单地实施操作。我

们努力确保方案能够鼓励和奖励员工和贸易伙伴的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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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指标 

我们的指导原则通过具体的标准和可测量的指标进一步明确。 

I. 环境管理 

 

标准 1.保护生态敏感区域，即高度易受环境损害的地区，或含有濒危

或受威胁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a. 对生态敏感区域进行识别、监测和保护，包括极易受侵蚀的土地，

传粉昆虫栖息地的含水层、湖泊、河流、小溪、湿地、井口。 

b. 对生态敏感地区定期检查或监测跟踪情况，识别和缓解威胁。 

c. 不在生态敏感地区建立新的生产区。 

d. 采取适当的补充措施，降低现有生产对生态敏感地区的的影响。 

e. 识别潜在的环境紧急情况和响应措施，分配职责给工作人员并提

供培训和其他必要的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 

f. 改善生态敏感地区，例如，确认并增加本地物种和传粉昆虫的栖息

地，恢复破坏的地区，增加缓冲区的面积，等等。 

 

标准 2. 改善空气、水和土壤的质量。 

a. 管理风蚀和水蚀以及相关的农药移动问题，例如，种植防风林、覆

盖作物、建设梯田；完善排水和渗透。 

b. 管理农药漂移，例如，实施一个漂移管理计划，指定程序和培训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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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农药漂移。 

c. 减少对污染性燃料的依赖。 

d. 改善土壤质量，例如，减少耕作、覆盖作物、使用有机改良剂。 

e. 不燃烧垃圾或植被，除非对于一个特定的作物，燃烧是公认的最佳

管理实践 (BMP)。 

f. 监测和报告空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改善情况。 

 

标准 3. 减少、再次使用、回收利用 

a. 跟踪并减少用于灌溉和加工的水，以获得作物所需最小量的水。 

b. 跟踪和减少使用非再生资源，例如，石油产品。 

c. 跟踪并增加现场可再生能源和再利用的不可再生能源，例如，土地

应用的清洁有机废物。 

d. 跟踪和提高回收材料的回收利用。 

 

标准 4. 节约能源 

a. 跟踪和减少石油产品使用。 

b. 跟踪和减少电的使用。 

 

标准 5. 尽量减少农药使用 

a. 遵守所有农药、营养剂及其他给料使用的适用法规。 

b. 跟踪并减少作物成活所需的化肥使用量，例如，实施符合科学抽样



西斯科可持续农业发展/综合虫害管理倡议计划 v09.01 
 

北美综合虫害管理研究所为西斯科公司制订      第12页，共 13 页 

保密 @西斯科公司版权                                 09/24/2014 
 

和确认方案的营养管理计划；使用高精度应用技术，如密集土壤

采样和变率施肥，或高精度应用指导消除植物根区应用的重叠或

限制等。 

c. 跟踪并减少农药使用量，维持虫害在经济损害水平以下即可，例如，

了解并掌握最易受虫害侵染的周期；实施系统的侦察和监测，遵循

以科学为基础的阈值；使用高精度应用技术。 

d. 跟踪并降低虫害管理措施的毒性，例如，实施培养方法，针对毒性

最强的农药进行更换。 

e. 使用有效的虫害管理工具，如实施抗虫管理计划。 

 

II.个人卫生与健康 

标准 1. 食品安全 

a. 遵守西斯科制定的关于田间检查、工厂审核、产品撤回、追溯和召

回的方案。 

 

III. 商业信誉 

标准 1. 开放式交流 

a. 为员工和贸易伙伴提供双向反馈和共同解决问题的机会。 

标准 2. 员工尊重 

a. 遵守所有关于员工健康安全的法定要求。 

b. 提供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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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员工和供应商的创新和改进提供奖励和激励。 

IV. 卓越品质 

标准 1. 遵守西斯科关于产品质量规范的规定。 

V. 持续改进 

标准 1.计划 

a. 发现改进机会；评估并根据影响程度进行优先处理。 

标准 2. 验证 

a. 记录农药和营养剂的使用、回收率和能源利用情况。 

标准 3. 确认 

a. 评估新技术的有效性；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受控的比较。 

b. 评估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成本/收益。 

c. 征求并应用客户的反馈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