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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介绍  
该自我评估文件是用于帮助供应商评估其操作和运营对西斯科可持续/综合虫害管理（IPM）倡议计划

要求的符合程度。该工具性文件还可以用来识别改进的机会。 
 
该文件分为两个部分:  

A. 自我评估 – 供应商可以根据列出的每条标准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估，并分配一个分数，来完成这

一部分。对于每一个项目，如果1级是对供应商表现最好的描述，项目应得分则为0分；如果2级或

3级是最好的描述，则得分分别为2分或3分。为每个部分的分数进行加总，将会得出一个大概的绩

效排名。每一部分的标准，最低、一般和针对作物的标准直接对应于2009年发布的《西斯科可持

续/ IPM倡议计划审核文件8.01》中的标准和章节。最低标准和一般标准是指所有为西斯科生产的

产品。针对作物的标准适用于每种为西斯科种植的作物，并将根据每种作物单独评估。 
  

B. 供应商工作表 – 该文件还提供了工作表帮助完成自我评估。供应商可以使用工作表对多个管理单

位的绩效信息进行管理，如加工厂、田间、田间小组、生产场所或二级供应商。通过完成表格，将

形成一张关于这些个体单位绩效的概略图。通过参考这些个体单位的绩效信息，供应商可以完成更

加准确的自我评估。 
 
西斯科供应商是指加工产品并交付给西斯科的公司。二级供应商是指生产原材料或预处理材料的农户和

种植户。供应商负责二级供应商的绩效。二级供应商可以独立完成自我评估，并向供应商提供编辑好的

信息以便供应商进行自我评估，或者供应商可能希望使用本文件对其二级供应商进行评估。 
 
关于项目的更多信息，包括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可参考西斯科质保部门的《西斯科可持续发展/综合虫害管

理倡议计划审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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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A. 自我评估          
 

II. 最低标准  供应商                                      日期                                                                                                                               签名                                  
 

 
 

标准 1 级. 得分为 0 分 2 级. 得分为 2 分 3 级. 得分为 3 分 输入

分数 
备注 

1. 生物固体 (经过处理的污水

沉淀物) 在种植水果或蔬菜的一

年前没有用于田间，除非供应

商要求并取得西斯科质保管理

层的书面许可。从未使用过未

处理的污水。截至目前，只有

一个特别许可授予过与普通玉

米轮作的甜玉米，因为添加生

物固体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生物固体或污水的使用没

有监测或记录。 
生物固体或污水的使用

得到监测、记录，并且/
或者符合#1某些但不是

所有西斯科生产的标

准。 

所有西斯科的生产均符合

标准。二级供应商合同具

体列出了关于生物固体的

符合要求。 

  

2.不得种植转基因水果和蔬菜作

物，除非供应商提出要求，并取

得西斯科质保管理层的书面许

可。对某些原料，包括玉米、大

豆和水稻，基因工程的使用是普

遍的，这些产品被西斯科公司接

受。由西斯科出品的产品符合所

有适用的联邦和州的关于转基因

食品的法律和标签规定。 
 

使用转基因品种没有监测。 
 

关于转基因品种的使

用，对部分产品而不是

所有西斯科产品进行了

监测。 
 

所有的西斯科产品是合规

的。如果转基因种子可

用，种子供应商 书面证明

种子为非转基因 (除非供应

商提出要求，并获得西斯

科质保管理层的书面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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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3. 农药和营养物质的应用符合
法律要求，包括折返时间，预
收获的时间间隔，施药员许
可，标记虫害和地点。 
 

未监测法定要求，供应商/
二级供应商不了解所有的

规定，以及/或过去的三年

内发出过关于违反规定的

引证。 
 

对法律要求进行了监测，

但只是一些产品而不是所

有西斯科生产；以及/或不

是符合或监测所有的法律

要求。 
 

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都了

解法律的要求，并监控和

记录所有西斯科生产的合

规性。二级供应商合同规

定合规要求。 
 

  

4. 过去三年的农药使用记录完

整、清晰，包括地点，日期，时

间，药剂，装置，方法和速度。

此外，农药记录包括目标虫害，

风速和风向以及空气温度。 
 

农药施用记录没有检查其

合规性。 
 

某些产品的记录但不是所

有西斯科产品的记录进行

了检查；并且/或者不是所

有记录符合标准。 
 

记录已检查，符合标准，
并随时可供所有生产使
用。记录位于加工商或二
级供应商处。二级供应商
合同规定合规要求。 

  

5. 过去三年的营养物质施用记录

齐全，字迹清楚，包括地点，日

期，时间，施用物质，装置，方

法和频率。 
 

营养物质施用记录没有检

查其合规性。 
  
 

某些产品的记录但不是所

有西斯科产品的记录进行

了检查；并且/或者不是所

有记录符合标准。 
 

记录已检查，符合标准，
并随时可供所有生产使
用。记录位于加工商或二
级供应商处。二级供应商
合同规定合规要求。 

  

打分关键: 总分得到15分意味着符合所有最低标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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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III. 一般打分标准  供应商                                      日期                                                                                                                               签名                                  

 

标准 1 级. 得分为 0 分 2 级. 得分为 2 分 3 级. 得分为 3 分 输入

分数 
备注 

1.加工厂和田间生产场所的环境敏感

区域得到确认、监督和保护。 
大部分场所没有就生态敏感区

域进行调查评估。 
某些场所的敏感区域得到确

认，或者不是所有区域得到

监督或保护。  

所有的敏感区域在地图上得

到确认。定期对其监督。有

定量保护措施并且措施充

分。 

  

2. 为授粉昆虫创造栖生地和觅食

源。 
大部分场地没有授粉昆虫的栖

生地和觅食源。 
部分而不是所有场所有授粉

昆虫的栖生地和觅食源；存

在栖生地和觅食源但不充

分。 

所有场地提供了充分的授粉

昆虫栖生地和觅食源，包括

开花植物、筑巢场所和清洁

水源。 

  

3. 加工厂和田间生产场所具备有效

的环境紧急管理计划。 
大部分场所不具有计划。 部分而不是所有场所具有计

划，或计划不完整。 
所有场所均具有计划，包括

潜在紧急情况清单、紧急联

系人、员工职责、控制的资

源、遏制和清理以及员工培

训。 

  

4.具备充分的漂移管理计划。 对漂移没有管理，或过去三年

中出具过违反规定的引证。 
某些而不是所有场所的漂移

管理是有效的。 
如果发生漂移，响应程序是

到位的。应用设备适宜使

用，校对是最新的并且记录

可供使用，关于天气、设备

运行等的人员培训和指导方

针是到位的。 

  

5. 土壤及相关的农业化学品场外移

动很少发生，并得到良好控制。 
对土壤侵蚀没有监测，或有监

测，但在大部分场所明显可

见。 

某些而不是所有场所监测侵

蚀情况；并且/或者某些场

所的侵蚀是明显的。 

土壤侵蚀得到监测，并且在

所有西斯科加工/生产场所很

少发生。具备保护措施，防

止土壤收到风或水的侵蚀。 

  

6.供应商/二级供应商跟踪并改善土

壤质量。 
对土壤质量没有跟踪，或者有

跟踪但是大部分场所土壤质量

很差。 

某些而不是所有位置的土壤

质量得到跟踪，并且/或者

少于一半的场所土壤质量不

好。 

关键的土壤质量指标在所有

西斯科生产场所得到监测并

且土壤质量良好。设定了目

标并对需要改进的地方的改

进进展进行了监测。 

  

 第 5页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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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般打分标准(接上)  供应商                                      日期                                                                                                                               签名                                   
标准 1 级. 得分为 0 分 2 级. 得分为 2 分 3 级. 得分为 3 分 输入

分数 
备注 

7. 不焚烧垃圾；不焚烧植被，

除非这是公认的最佳管理实践

（BMP） 

在大部分场所垃圾或植被

被焚烧，没有正当的理

由。 

少于一半的场所垃圾或

植被被焚烧，没有正当

的理由。 

所有生产西斯科产品的场

所垃圾和植被没有焚烧，

除非是BMP。 

  

8. 供应商组建了跨学科的IPM
咨询团队。 

未组建IPM咨询团队，或组

建了跨学科的团队但是没

有真正工作。 

跨学科的IPM咨询团队

包括在昆虫虫害、疾

病、杂草管理和农艺学

或园艺学方面的专长。 

跨学科的IPM咨询团队至

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评审

绩效表现并识别和计划改

进事宜。 

  

9.供应商/二级供应商跟踪并减

少生产和加工的用水量。 
少于一半的场所跟踪用水

量。 
大部分但不是所有场所

跟踪用水量；并且/或者

过去3年内未提高效

率。 

所有西斯科生产场所跟踪

用水量，并且在过去三年

中每生产单位的用量减少

是明显可见的。确认、报

告并跟踪加工和灌溉用水

的改进措施。 

  

10.供应商/二级供应商跟踪并

减少生产和加工的能源使用。 
少于一半的场所跟踪能源

用量。  
大部分但不是所有场所

跟踪能源用量；并且/或
者过去3年内未提高效

率。 

所有西斯科生产场所跟踪

能源用量，并且在过去三

年中每生产单位的用量减

少是明显可见的。确认、

报告并跟踪加工和生产能

源用量的改进措施。 

  

11. 供应商/二级供应商跟踪并

增加现场能源的再利用。 
未识别现场再利用的机

会；或未对大部分再利用

进行跟踪。 

对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再

利用进行了跟；并且/或
者过去三年内大部分再

利用得到了改进。 

所有西斯科生产场所使用

跟踪并且在这些场所内多

个资源的改进是显而易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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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应商/二级供应商跟踪并

增加回收循环使用物料的类型

和数量。 

少于一半的物料回收机会未

被跟踪。 
大部分但不是跟踪全部

回收物料的机会；并且

过去三年内增加了回收

量。 

所有西斯科生产场所跟踪

回收情况；过去三年内回

收增长明显。供应商/二级

供应商购买回收物质。 

  

13. 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与员工和

贸易伙伴保持公平和公开的沟

通，并取得相互的认可。 

缺乏证据（例如，没有书面

的争端解决政策，申诉程

序，满意度调查结果）。 

大部分场所在这些方面

有相关证据。 
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在这

些方面有明确的证据。 
  

 第 6/7页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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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般打分标准（接上）  供应商                                      日期                                                                                                                               签名                                  

 

标准 1 级. 得分为 0 分 2 级. 得分为 2 分 3 级. 得分为 3 分 输入

分数 
备注 

14. 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为员工提供

教育和晋升机会。 
证据缺乏（例如，没有晋升的

级别、教育支持计划、内部培

训和教育）。 

大多数的场所在这些方面有

相关的证据。 
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的这些

做法都有确凿的证据。 
  

15. 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对创新和改

进提供奖励/激励，并鼓励有社会责

任感的员工行为。 

证据缺乏（例如，正式的奖励/
激励计划，获得过奖励/激励的

员工）。 

大多数的场所在这些方面有

相关的证据。 
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的这些

做法都有确凿的证据。 
  

16. 供应商有针对公司业务需要的书

面可持续发展计划。 
没有书面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有书面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但是缺乏具体的可持续指

标。 

有书面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其中包括具体的可持续发展

指标，如物流、采购的做

法、包装、敏感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环境应急管理等。 

  

17. 供应商记录并向客户、员工、股

东和公众告知管理指标的改进，例

如，农药使用的减少， 

证据缺乏（例如，报告，信

件，通讯，新闻发布，媒体报

道）。 

大多数的场所在这些方面有

相关的证据。 
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的这些

做法都有确凿的证据。 
  

18. 供应商/二级供应商支持或进行

内部或现场研究，以评估新的技

术、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或产品质

量。 

没有证据，例如，过去三年的

研究报告，在农场或内部研

究。 

一些场所和一些年份的一些

研究证据是存在的。 
对多个问题持续进行研究有

广泛的书面证据。 
  

打分关键: 0-32 分代表表现不良, 33-42分为平均分, 43-48分为高于平均分，49-54分为优越表现。 第 8页 小计:   
总分, 一般打分标准, 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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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III. 针对作物的打分标准  供应商                                      日期                                                                                                                               签名                                  

 

标准 1 级. 得分为 0 分 2 级. 得分为 2 分 3 级. 得分为 3 分 输入

分数 
备注 

1. 供应商证明可以获得IPM信息

资源。 
供应商不能获得纸质或在线

IPM信息。 
供应商可获得IPM信息但

是资源是过时的，或者

有很少的证明可以适当

使用。 

供应商有效利用最新信息

资源库。  
  

2. 供应商已识别关键的昆虫和野

生动植物虫害、疾病和杂草，

即，那些通常需要采取行动以防

止经济损失的有害生物。 

供应商不了解农作物和地区

的主要害虫。 
供应商了解一些但不是

所有的主要虫害，并且/
或者不熟悉虫害生物学

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些

方面对适当的管理是必

不可少的。 

供应商保存了一份主要虫

害清单，并且能够证明对

虫害生物学的知识，并能

使用这些信息实施IPM对

策。  

  

3. 供应商已识别有效的非化学和

化学对策防止主要虫害带来损

失。 

供应商使用化学方式作为单

一的虫害控制对策。 
供应商针对某些虫害使

用除化学控制方法以外

可用的、有效的、高性

价比的非化学对策。 

.供应商使用几乎全部可用

的、有效的、高性价比的

非化学对策；化学方法的

使用少于平均值。 

  

4. 供应商对所有主要虫害实施有

效的侦查、采样和监测技术。 
供应商使用常规或根据日历

施用化学品，而没有评估虫

害压力或虫害种群。 

供应商侦查、采样或监

测条件，并根据情况对

某些但不是全部虫害相

应安排控制措施；或者

仅做非正式的侦查，没

有准确计数。 

供应商侦查、采样或监测

条件，并根据情况对全部

主要虫害相应安排控制措

施，这些方法是可用的并

且是有效的。 

  

 第 9 页 小计:   
 
 
 
 
 
 
 
 
 
 
 
 
 
 
 
 
北美综合虫害管理研究所为西斯科公司制订 第 9 页，共21页  
保密 @西斯科公司版权 09/24/14 



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III. 针对作物的打分标准(接上)  供应商                                      日期                                                                                                                               签名                                   
标准 1 级. 得分为 0 分 2 级. 得分为 2 分 3 级. 得分为 3 分 输入

分数 
备注 

5. 供应商使用以科学为依据的阈值

来确定何时针对每种虫害采取措

施。 

供应商不使用阈值，或阈值不

是根据推广服务推荐或可信的

研究而确定的。 

供应商使用部分而非全部可

用的有效阈值，并且/或者

不能解释某些应用实施的原

因。 

供应商使用所有或几乎所有

有效的阈值并能够解释所有

应用实施的原因。 

  

6. 对农药的投入和相应原因进行跟

踪并报告使用量及一个作物所需的

最低量。供应商/二级供应商确定非

化学品管理策略。  

农药投入未跟踪。 部分而非全部农药投入得到

跟踪，或使用量超过相应作

物和地区的平均值，过去三

年内没有报告农药使用的减

少。 

供应商跟踪农药的投入，并

能够解释每个应用的原因，

使用技术以减少农药使用并

证明低于平均使用量，并且/
或者在过去三年减少农药使

用量。供应商/二级供应商识

别并采用非化学管理策略。 

  

7. 对营养物质的投入和相应原因进

行跟踪并报告使用量及一个作物所

需的最低量。供应商/二级供应商确

定替代的营养物质管理策略。  

营养物质投入未跟踪。 部分而非全部营养物质投入

得到跟踪，或使用量超过相

应作物和地区的平均值，过

去三年内没有报告农药使用

的减少。 

供应商跟踪营养物质的投

入，并能够解释每个应用的

原因，使用技术以减少营养

物质使用并证明低于平均使

用量，并且/或者在过去三年

减少营养物质使用量。供应

商/二级供应商识别并采用替

代的营养物质管理策略。  

  

8. 种植户、虫害管理人员、侦查人

员和其他主要人员获得农药施药许

可/证书。 

员工未取得相关证书，过去一

年中没有进行培训活动。 
少于一半的虫害管理人员获

得证书并且/或者在过去的

一年中参加内部或外部培

训。 

大部分人员获得证书并且在

过去的一年中参加内部或外

部的培训，培训讲师是有相

关资格的/有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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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III. 针对作物的打分标准（接上）  供应商                                      日期                                                                                                                               签名                                   

标准 1 级. 得分为 0 分 2 级. 得分为 2 分 3 级. 得分为 3 分 输入

分数 
备注 

9. 供应商确定并实施策略延迟虫

害的抗药性。 
供应商不了解或未实施策略

延迟虫害抗药性。  
供应商使用一些抗药性

管理对策但是不是针对

所有有风险的农药。 

供应商具有针对有风险农

药的详尽管理计划并且定

期评估相关农药的抗药性

发展。 

  

10. 供应商根据毒性跟踪农药使

用并过渡到低毒性而有效的方

法。 

供应商在选择虫害控制方法

的时候不评估农药的毒性 
供应商建立了基本的农

药毒性标准，并至少针

对一些虫害选择毒性最

低的农药。 

供应商根据残留风险、对

哺乳动物、授粉昆虫和其

他生物体的急性和慢性毒

性风险对农药进行分级，

选择毒性最低而有效的农

药。 

  

11. 蜜蜂及其他授粉昆虫得到保

护，免受农药毒害。 
供应商为实施任何授粉昆虫

保护措施。 
供应商实施基本的标准

尽量减少授粉昆虫受到

农药的影响。 

供应商限制高风险的农

药、部门向授粉昆虫觅食

去和栖生地喷洒农药，避

免在低温/有露水的条件下

使用农药，并降低农药漂

移的可能。 

  

打分关键: 0-20 分为表现不良, 21-26分为平均分,  27-29分为高于平均分，30-33分为优越表现。 第 11页 小计:   
总分, 针对作物的打分标准, 
第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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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B. 工作表 (可根据需要复制)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II. 最低标准

1. 生物固体/生活污水沉淀物

a. 生物固体 (经过处理的污水沉淀物) 
在种植水果或蔬菜的一年前没有用于田间, 
除非供应商要求并获得西斯科质保管理层的书面许可。

b. 从未使用过未经处理的污水。

c. 二级供应商合同里包括相关合规要求。

2. 西斯科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品种。

a.如所种作物有转基因种子, 
种子供应商需要提供非转基因证明 

(除非供应商要求并获得西斯科质保管理层的书面许可。)

3. 供应商符合员工健康和安全的法定要求

a. WPS
b. OSHA
c. 知情权

d. 过去三年内没有未解决的违法情况

4. 农药和营养物质的使用符合法定要求。

a. 再次添加的次数

b. 收获前的时间间隔

c. 施药员的证书和执照

d. 农药标签上的目标虫害

e. 根据标签使用的场地/作物

f. 个人防护设备

g. 过去三年内没有未解决的违法情况

5. 过去三年农药和营养物质的使用记录保存完整、清晰。

a. 地点

b. 日期

c. 时间

d. 风速和风向,气温 (农药)
e. 施加的药剂

f. 施用频率

g. 施药员姓名

h. 施药方法

i. 目标虫害 (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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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可以使用该工作表对多个管理单元的绩效信息进
行管理，如加工厂、田间、田间小组、生产场所或二级
供应商。通过完成该表，将形成一张这些个体单位绩效
的概略图。通过参考这些个体单位的绩效信息，供应商
可以完成更加准确的自我评估。使用工作表时，可打勾
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合情况
。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田间组
团。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III. 一般打分标准

1. 供应商对生产区域进行环境敏感区域的评审。

a. 对场所进行了评审，并识别了生态敏感区。

b. 如存在敏感区，至少每年监测其状况。

c. 如存在敏感区，具备保护措施:
i. 标识牌、篱障

ii. 无生产的缓冲区

iii. 过滤条，挡风板或其他特别设计的缓冲设施

iv. 在缓冲区种植原生植被

v. 其他 (需描述)

2. 创造/维持授粉昆虫的栖生地和觅食区。

a. 不种植作物的区域全季节提供花蜜/花粉。

b. 种植开花植物。

c. 为地面筑巢和洞巢的莫风提供筑巢场地。

d. 授粉昆虫有清洁的水源。

3. 具备有效的环境紧急管理计划。

a. 环境紧急计划覆盖所有场所。

b. 计划包括营养物质、农药、燃料的泄漏。

c. 计划包括有效的控制/遏制/清理程序。

d. 计划包含员工的责任。

e. 计划规定出员工培训的课程/频率。

f. 具备实施计划的资源（处理泄漏的工具套件等）

4. 漂移得到有效管理。

a.书面的漂移管理计划覆盖所有场地。

b. 计划规定出施药员的责任/程序。

c. 计划规定出员工的培训课程和频率。

d. 计划规定出设备调校频率。

e. 设备调校是最新的。

f. 带防护罩的喷药器、着色剂、或其他技术 (在下面描述出来).

5.  场外的土壤/农业化学物移动得到控制并很少发生。

a. 以对场地进行土壤侵蚀评估。

b.  明显被的侵蚀区域在面积上是非常有限的。

c. 当存在侵蚀的情况下，有保护措施的证明:
i. 裸露的土壤是仅在有限的时间内存在

ii. 防风林

iii. 覆盖作物

iv. 梯田或轮廓种植

v. 安装排水设施

vi. 其他 (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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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III. 一般打分标准 (接上)
6. 供应商跟踪并改善土壤质量。

a. 场地的土壤质量已根据需要得到评估/改善:
i. 肥力

ii. pH
iii. 有机物质

iv. 含盐量

v. 压实/渗透/排水 (极少发生积水)
vi.  其他 (需描述)

b. 实施改善措施:
i. 减少耕作

ii. 轻型轮胎，履带，双轮

iii.土壤改良，覆盖作物

v.  其他 (需描述)

7. 供应商不焚烧垃圾；不焚烧植被，除非是最佳管理实践。

a. 场地没有垃圾焚烧。

b. 
场地不焚烧植被，除非证明是最佳管理实践。以下说明。

8. 供应商组建了多学科的IPM团队。

a. 去年团队召开了会议。

b. 团队拥有相关的IPM专业知识。

c. 团队至少每个季节召开两次会议。

d. 团队对IPM项目构成积极影响。

9. 供应商跟踪并减少生产/加工用水量。

a. 场地用水量得到跟踪。

b. 每生产单位用水量随时间减少。

c. 具备节水措施:
i. 加工厂设备改进

ii. 不使用洪灌/沟灌，或者提高效率。

iii. 使用上方灌溉法和滴嘴。

iv. 滴灌

v.  其他 (需描述)

北美综合虫害管理研究所为西斯科公司制订 第14页，共21页
保密 @西斯科公司版权 09/24/14

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III. 一般打分标准 (接上)
10.  供应商跟踪并减少能源的使用(汽油,电).

a. 生产使用的能源量得到跟踪。

b. 加工使用的能源量得到跟踪。

c. 过去三年每生产单位的能源用量有所减少。

d. 过去三年每加工单位的能源用量有所减少。 

e. 进行了改进或升级（在下面进行描述）。

11. 供应商跟踪并增加现场对资源的再利用。

a. 识别出现场资源再利用的机会。

b. 过去三年中每生产单位的再利用量有所增加。

i. 纸/纸箱

ii. 塑料

iii. 金属

iv. 植物材料

v. 水
vi. 其他 (需描述)

12. 供应商跟踪并增加废料回收。

a. 识别出可回收的机会。

b. 过去三年中每生产单位的回收有所增加。

i. 纸/纸箱

ii. 塑料

iii. 铝制品

iv. 钢制品

v. 农药容器

vi. 其他 (需描述)
c. 购买含有回收材料的产品已经开始或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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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III. 一般打分标准 (接上)
13.  
供应商与员工和贸易伙伴保持公开/公平的沟通，并取得双向的

a. 过去三年中未发生严重的纠纷（罢工，诉讼）

b. 有更多的公开公平实践的证明。

i. 书面的沟通/争议解决规定。

ii. 书面员工申诉程序

iii. 员工满意度调查/结果

iv. 客户满意度调查/结果

v. 积极的商业改善局评审结果

vi. 其他 (需描述)

14. 供应商提供员工教育/进步的机会。

a. 员工在过去三年内通过评级获得晋升。

b. 良好的内部雇用率与外部招聘率。

c. 费用分担/请假制度支持员工接受再教育。

d. 内部培训和教育项目。

e. 
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对绩效进行考核并汇报，例如，参与

f. 其他 (需描述)

15. 供应商为创新/改进提供奖励/激励。

a. 正式书面的奖励/激励计划。

b. 过去三年内颁发过奖励/激励。

c.  鼓励员工担负社会责任。

d. 其他 (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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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III. 一般打分标准 (接上)
16. 供应商有针对公司运营的书面可持续计划:

a. 后勤

b. 采购

c. 包装

d. 敏感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e. 环境紧急管理

17. 供应商记录/报告管理改善情况。

a. 供应商在加工厂沟通改善情况。

b. 供应商/二级供应商沟通田间生产的改进情况。

c. 
在过去三年中，在多个方面的改进进行了沟通，例如，投

入减少 回收 节能等d. 
通过多种途径沟通改善情况，例如，网站、简报、员工或

股东的沟通
e. 其他 (需描述)

18. 供应商进行内部研究。

a. 员工可以口头汇报出过去三年的研究成果。

b. 过去三年内完成书面的研究报告。

c. 
研究使用科学的方法，例如，检查或对照比较，并排比较

多个复制d. 对多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e. 其他 (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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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IV. 针对作物的打分标准

1. 供应商证明可以获得IPM信息资源。

a. 供应商拥有IPM资源相关的数据库:
i. 参考书

ii. 针对作物的推广出版物

iii. 在线资源

iv. 其他 (需描述)
b. IPM资源保持更新

c. 供应商有效使用资源。

2. 供应商了解主要虫害及重要的生物特征。

a. 有书面清单或供应商可以口头描述清单。

b. 
清单涵盖了最近具体作物/地区资源中引用的主要虫害。
c. 
供应商了解虫害生物学的重要方面，例如，生命周期、影

响管理决策的天敌等d. 供应商使用生物知识帮助管理控制虫害。

3. 供应商已识别出针对主要虫害的有效非化学和化学对策。

a. 供应商有书面的对策清单或可以口头描述。

b. 
清单包括了最近的推广资料或其他科学为根据的作物资源

中的信息c. 非化学方法 

(如,机械的、物理的、生物的）减少对化学方法的依赖。(
在下面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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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IV. 针对作物的打分标准（接上）

4. 供应商使用有效的侦查、采样和监测技术。

a. 
供应商在未对虫害压力/种群水平进行评估前不施用农药

b. 
供应商使用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例如，推广服务建议的技

术）评估虫害压力/种群:
i. 系统性地对工厂虫害/疾病进行采样

ii. 昆虫诱捕器

iii. 扫网

iv. 天气为基础的疾病预报

v. 其他 (需描述)

5. 
供应商使用科学为基础的阈值确定何时对主要虫害采取措施。

a. 
供应商具备书面列表或可以口头描述每种主要虫害的阈值

b. 
阈值对应推广服务建议的具体作物/地区，根据需要由种

c. 供应商能够解释农药施用的原因。

6. 供应商跟踪农药的施用并尽量减少用量。

a. 农药的施用与有记载的需求相关。

b. 供应商跟踪每季农药的使用量。

i.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的施用次数。

ii.活性成分量

iii. 其他 (需描述)
c. 供应商调整施药技术以减少用量。

i. 隔行施药

ii. 周边施药

iii. 点式处理

iv. 精密应用技术

v. 其他 (需描述)
d. 供应商对作物和地区使用少于平均量的农药。

e.  过去三年内供应商的农药使用量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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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IV. 针对作物的打分标准（接上）

7. 供应商跟踪营养物质的使用并尽量减少用量。

a. 通过测试来决定可用的营养物质。

b. 施用率反映检测结果和作物需求。

c. 供应商跟踪每季营养物质的用量。

i.营养物质或肥料的量

ii. 其他 (需描述)
d. 供应商调整施用技术以减少使用。

i.  根据作物需要调整施用次数。

ii. 精密应用技术

iii. 其他 (需描述)
e. 供应商对作物和地区使用少于平均量的农药。

f. 过去三年内供应商的营养物质使用量有所减少。

8. 种植户、虫害管理人员、侦查人员和其他主要人员得到培训。

a. 培训符合农药施药员的最低要求。

b. 过去一年的培训超过最低要求。

c. 有书面的培训记录。

d. 供应商提供、举办或支持培训。

9. 供应商使用方法延长虫害对农药的抗药性。

a. 供应商已识别出可能抗药性风险的农药。

b. 供应商使用有效的抗药性管理方法。

i. 不同类型的农药交替或结合使用。

ii. 
有抗药性风险的农药在适当情况下与非化学方法交

替使用iii. 对有抗药性风险的农药效力进行评估。

iv. 使用不施药区域。

v. 其他 (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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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科可持续发展/IPM倡议                                                                                                                                供应商自我评估

                                         供应商____ 日期____签名____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二级供应商 或管理单位识别号：

可打勾或使用其他符号表示每个供应商或管理单位的符
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IV. 针对作物的打分标准（接上）
10. 
供应商根据毒性跟踪农药的使用并逐渐过渡到较低毒性而有效

的选择。
a. 供应商使用科学为基础的农药毒性标准:

i. 收获时或收获后的残留风险。

ii. 对哺乳动物的急性毒性，例如，标签上的提示语

iii. 
对益虫和授粉昆虫的急性毒性，例如标签上关于对

iv. 
慢性毒性(例如，MSDS表上关于致癌性、生殖/发育

毒性的表述)
v. 
对环境的影响，如对地面或地表水的污染，对鸟类

vi. 暴露风险，例如，空中喷洒农药与滴嘴

vii. 其他 (需描述)
b. 
供应商已利用毒性信息在过去三年内过渡到较低毒性的选

11. 供应商保护蜜蜂/其他授粉昆虫免受农药毒害。

a. 实施IPM措施尽量减少农药的使用/对授粉昆虫的风险。

b. 在作物开花时不喷洒对蜜蜂有毒的农药。

c.不允许农药漂移到能够吸引授粉昆虫的邻近开花植物上

。
d. 识别授粉昆虫栖生地并设置超过20英尺的缓冲区。

e. 
在蜜蜂觅食区喷洒对蜜蜂有毒的农药时考虑低温和露水。

f. 对蜜蜂有毒的农药仅在授粉昆虫不活跃时喷洒。

g. 
如有人工蜂房，通知养蜂人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何种农

药使用h. 
对含有漂移敏感作物的农场养蜂场，供应商在driftwatch.o
rg注册以减少漂移
i. 其他 (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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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情况。一个管理单位可包括田间或用同种方式管理的
田间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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