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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贸易中心

非洲投资和发展伙伴关系（PIGA）在为赞比亚农业加工和轻工业部门吸引外国直接

投资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农业加工和轻工业部门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能够创造就

业，促进增长，为当地经济带来溢出效益。

为这两个生产部门吸引外国投资，可挖掘机遇，增加区域和全球市场出口，更好地为

当地市场服务，同时有助于赞比亚的发展。为此，投资者需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在社会、环境和劳动力方面实施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做法。

为了促进赞比亚的可持续投资活动，本手册为投资者提供指引，告知其如何遵守法律

要求，并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在赞比亚开展商业活动时要考虑

的其他做法，以及有关可持续投资的商业案例等相关信息。

在对中国和赞比亚开展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本中心结合了各个部门、投资者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心得，以及国际贸易中心贸易专家提供的支持，汇集成册。希望本投资指

南能为赞比亚的公司和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参考。

Arancha González
执行主任

国际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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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赞比亚发展署

赞比亚积极响应全球关于可持续性投资和影响投资的行动。作为全球内重要的主题之

一，被纳入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在地区层面上；非洲联盟的《2063愿
景》同样涉及该主题；国家层面上，赞比亚的第七个国家发展计划中也包括了该主

题。赞比亚共和国政府迫切希望能够通过多元化和工业化发展经济，以此造福国家人

民。通过外国投资和本地投资的增长，赞比亚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包容开放、安居乐业

和经济发展的国家。

赞比亚发展署经政府授权，肩负着吸收投资的重大任务，并对那些给自己、社会以及

环境带来一系列积极成果的投资者给予支持。赞比亚发展署相信共享价值这一概念，

即通过增加利润，个体、投资者和环境都能得到共赢。

本手册旨在为赞比亚农产品加工业和轻工制造业的投资者解释相关强制性要求以及自

愿性政策和法规，指导其成为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投资者。怀着这样的期望，投资者

将更加有韧性，能够更好地接受、适应环境，从而更具前瞻性，发挥自己的最大效

用。赞比亚发展署期待通过这本指南，私营部门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动中。

在此对合作伙伴和国际贸易中心开展的非洲投资和发展伙伴关系（PIGA）项目编写

了这本手册致以诚挚的感谢。本手册不仅面向PIGA吸引的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对

所有投资者适用。

Matongo Matamwandi

署长

赞比亚发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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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国际贸易中心(ITC对参与编制本出版物的所有各方表示感谢。本报告依据非洲投资和发展伙伴

关系（PIGA）进行编制，该项目经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由国际贸易中心实施。PIGA由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和中非发展基金(CADFund)合作实

施，CCPIT和CADFund都为本指南数据的收集发挥了重要作用。

Andreas Beavor负责数据收集和手册的初步起草。Ana Batalhone和Madison Wilcox (ITC在Joseph 
Wozniak (ITC)的监督下管理并编制了最终稿。Ana Batalhone负责协调手册编制过程。感谢蒋学军

(ITC的指导，Veronique Rondeau和Ingrid Colonna (ITC)的领导，及其对手册的编制和修订所做的

各种贡献。Anders Aeoroe、Annegret Brauss、Delphine Clement、Joseph Wozniak、毛天宇

（Tianyu Mao）、赵泉（Quan Zhao）和沈文文（Wenwen Sheng）(均为ITC成员提供了宝贵的

意见和反馈。Alicia Rodriguez、Helen Griffin和Ha Vu提供了行政支持。Natalie Domeisen和Evelyn 
Seltier (ITC)负责编辑工作。Cheryl Rosebush编写了本报告，Iva Stastny Brosig进行了排版工

作。Serge Adeagbo和Franco Iacovino (ITC)提供数字印刷服务。

国际贸易中心谨向同意接受采访的机构代表致以由衷谢意，对于他们愿意分享在赞比亚投资的经

验也表示诚挚感谢。包括Cosam Ngoma、Moses Mwanakatwe、Mukula Makasa(赞比亚发展

署）、Aaron Mutale（赞比亚商贸工部）、Moffat Bili(劳工和社保部）、Mushuma Mulenga(国家

发展计划部）、Chitundu Kasase(国家科技商业中心）、Alick Kasoma(国家科技及工业研究机

构）、Albert Kasoma（政策监管及研究中心）、Alexandar Lawrence、Humphery Chishala和Mofya 
Lungo(赞比亚工商会）。

特别感谢Stephen Chundama（赞比亚发展署）为第2章的编纂提供大量反馈以及感谢Yang Ben和
Shupi Kayela Mweene(ITC的大力支持，他们在赞比亚收集了大量数据并为手册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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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贸易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联合机构。其使命是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发

展，并为实现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国际贸易中心是唯一一个完全致力于支持中小企业国

际化的发展机构。它使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中小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并与国际贸易和投资市场

相联系，从而提高收入，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妇女、青年和贫困社区创造就业机会。国际贸易中心与

决策者、贸易和投资支持机构、出口商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经济体的中小企业能够成功出口。 

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intracen.org/

关于非洲投资和发展伙伴关系（PIGA）

非洲投资和发展伙伴关系（PIGA）是“投资非洲”的一部分。投资非洲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旗

舰计划，旨在促进对指定非洲国家具有高度发展影响的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投资非洲”计划，PIGA旨在通过支持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吸引农业加工和轻

工业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中国投资，为这些国家创造就业和可持续增长做出贡献。PIGA还旨在提

高这些国家有效促进投资的能力。

PIGA由国际贸易中心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中非发展基金合作实施。

更多信息，请参考：http://www.intracen.org/piga/

关于赞比亚发展署

赞比亚发展署（ZDA）是2006年根据议会法案（ZDA法案，2006年第11号）成立的法定机构，于2007年1
月开始运作。本机构的设立旨在通过落实“一站式服务”这一概念，提高服务效率，是一个半自治机构，

由商业、贸易和工业等部部长任命董事会。

赞比亚发展署的主要目标是在私营部门的主导下，通过高效、有效和协调一致的经济战略促进赞比亚的贸

易和投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赞比亚发展署的任务包括通过促进企业的投资和竞争力，促进该国的出口，从而推动赞比亚的经济发展。

应要求与有关当局合作，通过简化许可证等各种手续办理过程，降低在赞比亚的营商成本。

详情咨询：http://www.investzambia.zda.org.zm/

http://www.intracen.org/
http://www.intracen.org/piga/
http://www.investzambia.zda.org.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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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已成为了非洲最大的经济伙伴。非洲有10,000多家中资公司，其

中约90％为私营企业。在制造业方面，据估计，非洲工业产值的12％（每年价值约

5,000亿美元）来自中国公司。

许多中国企业决心在非洲长期发展，尤其在非洲制造业和农业领域。中国公司在非洲

不断开展的可投资活动，为非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非洲地方社区和

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一臂之力。

尽管许多公司采用可持续商业惯例，但仍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和改进空间。尽管中

国政府大力鼓励在海外提供负责的商业行为，但强制性标准和自愿性框架越来越多，

若没有适当的传播、执行、领会和激励措施，就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本出版物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了关于如何遵守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要求以及赞比亚其他

可持续性惯例的指南。本手册解释了该国农产品加工业和轻工制造业的相关强制性要

求以及自愿性指南和标准。

非洲投资与增长伙伴关系（PIGA）框架旨在通过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

和赞比亚促进两个生产部门、农产品加工业和轻工制造业的外国投资和商业伙伴关

系，来提升投资性出口和当地发展。该手册依据PIGA框架制定，旨在支持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

如何使用这本手册

第3章： 影响可持续商业的工具

• 吸收其他可持续性惯例的经验，最大限度提升可持续性投资和运营。

第2章： 本土化

• 为结合投资实践获取相关建议。

• 了解赞比亚现有的法律框架，需要遵守的环境法和劳动法，以及去那里寻求支持。

第1章： 了解可持续性的商业价值

• 回顾可持续性的关键概念，从而帮助您将可持续性原则加入到投资活动中。

• 了解为什么可持续投资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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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可持续性投资？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社会、环境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意

味着，若一家公司不考虑与业务运营相关的社会和环境因素，它就不可能取

得长期的经济成功。

 联合国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发展目标确定了2030年之前在社会、

环境和经济发展方面全球发展重点和期望，企业在推动这17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对公司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他们遵守环境和社会法规，并改善企

业社会责任实践报告。

 可持续性商业运营不仅有利于环境和工人，同时还有助于建立强大的长期

业务基础。公司应实施能够改善其工作条件以及与社区和政府关系的措施，

这将帮助公司提高效率、发展更好的员工队伍并提升经济绩效。

 投资者很有必要了解并遵守经营地所在国家/地区环境和劳工要求，但企业

也可以采用各类自愿性标准来提高可持续性和国际竞争力。

赞比亚法律要求

 投资者应为其拟议的开发项目获取环境许可证，该许可证是在成功生

产、通过环境影响评估（EIA）审查或取得项目低风险报告后授予的。

 业务的环境要求依据环境影响评估或项目报告流程确定。

 赞比亚主管机构将监督企业是否遵守环境影响评估要求以及所有相关

环境法规，且企业需每年提交一次环境审核报表。

 环境要求未达标的部分将被要求改进，若不改进，则可能导致倒闭、

监禁和经济处罚。

 劳动法由一系列法律决定，公司必须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

 土地法规同样重要，尤其是在租赁或购买土地方面，必须尊重并考虑

到社群或部落权。

了解其他可持续性管理

 企业可通过很多方式将其他可持续措施和方法纳入投资和商业运营。

 其他可持续性措施可包括针对不同可持续性领域的一系列实践，如社

区关系、劳工权利和资源管理。

 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适用于社会责任和环境管理以及各类行业和特定

行业流程。

 遍布非洲的网络是获取信息和启发的良好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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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可持续投资惯例要求在运营过程中将企业对全球和当地环境、社区和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

低，而正面影响提升至最高。至少，这要求企业完全遵守强制性的环境和社会法规，同时还要

考虑其他自愿措施。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社会、环境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若一家

公司不考虑与商业运营相关的社会和环境因素，它就不可能取得长期的经济成功。

 联合国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发展目标确定了2030年之前在社会、环境和经济发

展方面全球发展重点和期望，企业在推动这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

  © shutterstock.com

基本概念

将可持续投资实践嵌入企业意味着确保强
制性环境和社会法规得到充分解决，同时
从企业开始就实施额外的可持续性考虑，
并通过其常规运营来实施。

此外，这意味着企业运营应基于避免内部、供应链
内部以及与政府利益相关方腐败的原则。1 通过采
用可持续的投资做法，企业以平衡的方式包含经
济、环境和社会因素，以提供与社会、当地社区和
环境相协调的长期商业基础。这些做法创造的价值
不仅仅是经济利润，还包括社会效益和投资国减少
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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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积极管理业务运营对人和社会的积极影响。 
环境：平衡自然资源在商业运作中的使用方式，以保持生态平衡。 
经济：企业应该高效负责地使用资源，创造长期价值创造和盈利能力。 

专栏1 将反腐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补充支柱

腐败包括贿赂、勒索、挪用公款和洗钱等各种非法不正当行为。若没有在日常运营中实施反腐败政
策，则任何业务都无法持续和/或负起责任。除了三个可持续性支柱之外，公司还应考虑与员工、
供应链、周围社区和政府官员间的业务。就这一点而言，反腐败实践对于保障可持续投资实践至关
重要。

 环境: 
污染预防与气候变化 

资源管理
环境保护

 社会:
人权和劳工权利  

社区关系
 多样性与平等机

会

经济:

利润
   节约成本

经济增长

将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商业和投资决策是可
持续性概念的基础。在商业环境中，可持续性是指
企业在不损害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情况下满
足当前需求的能力。2 可持续性还可能与企业通过
在其业务战略中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来创造长期
价值的能力有关。

图 1 可持续性的三大支柱 

三大可持续发展支柱

图1显示了投资实践可持续性的三大支柱及其子领
域。这些支柱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这意味
着，若一家公司不考虑与业务运营相关的社会和环
境因素，它就不可能取得长期的经济成功。专栏1
还将反腐败描述为可持续投资的一个补充和重要部
分。



第1章：  为什么要进行可持续性投资？

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将可持续实践融入到他们
的投资决策和业务运营中。通过这样做，公司为2015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了贡
献。该议程确立了一个全球发展框架，由17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3 组成，涵盖了上述三个可持续发
展支柱。 

《2030年议程》强调，私营企业活动、投资和创新
是“生产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主要驱
动力”，呼吁“所有企业运用其创造力和创新来解
决可持续发展挑战”。4

  © shutterstock.com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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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投资举措

关键信息 

 中国政府呼吁全球采取商业行动来支持2030议程，尤其是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私营部

门建立伙伴关系）。

 中国政府对公司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他们遵守环境和社会法规，并改善企业社会责任
（CSR）实践报告。

 按照当前国家和国际环境，若公司要想保持竞争力并维持业务，就必须认真考虑可持续发
展实践。

 不遵守可持续性要求的主要风险包括声誉损失和/或失去某些市场的经营许可。

中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投资海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重点是农业加工和轻工业领域。中国对非洲的
投资迅速扩张吸引了全球关注。非洲有10,000多家
中资公司，其中约90％为私营企业。在制造业，据
估计非洲12%的工业生产由中国公司经营，每年价
值约5000亿美元。5 关于中国投资对非洲国家的经
济和治理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环境和社会条件，有
许多争论和讨论。未能致力于可持续实践可能会对
中国投资产生负面印象，并威胁中国公司在新兴市
场的成功。6

中国的愿景

中国政府明确希望中国对外投资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例如，2013年，中国政府
推出了《外商投资与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为在海
外经营的公司提供建议。7 

“一带一路倡议”（BRI）也反映了这种对社会负
责任的投资和运营的驱动力。8 作为该倡议的一部
分，《中国关于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景和
行动》和2015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鼓励中国

企业参与BRI国家的可持续工业投资。声明称，一
带一路倡议将“支持中国企业的本地化运营和管
理，以促进当地经济、增加当地就业、改善当地生
计，并在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方面承担
社会责任。”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采用可持续发展的
做法

在中国国内市场，可持续性因素正在成为常态，并
开始帮助定义一种更成功的商业运作方式。例如，

选择披露其环境、社会和治理（ESG）9 数据的中
国公司，回报高于同行。彭博社数据显示，2018
年，根据企业环境指标披露得分排名前10的中国企
业比同行获得了33%的高回报，表现优于恒生中国
证券交易所。10 

从2020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将需要按照中国证监
会与中国环境保护部合作制定的要求，披露与其经
营相关的环境治理风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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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背景支持了在赞比亚进行可持续和负责任投资

的必要性。中国一贯证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商业伙

伴关系是如何互惠互利的；在中国的可持续投资对

于中国公司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投资侧重于

短期经济收益，而不确保当地社区和经济能够受

益，或者无视当地环境和健康问题，公司可能会遭

受严重的反弹。这可能导致运营成本、安全风险、

法律纠纷和其他挑战的增加。它还可能导致客户声

誉受损，并因此导致潜在的业务损失。 

第1章：为什么要进行可持续性投资？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双赢环境

创造符合全球发展目标的双赢商业环境有助于在

任何特定国家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进行长期、可

持续的业务运营。 

作为巨大机遇的交换，“走出去”不可避免地意

味着面临各种挑战。这包括具有挑战性的商业环

境、理解和遵守国家法规的需要以及获得或培训

具有适当技能的劳动力。12 中国公司投资的许多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面临重大发展挑战，经济受

到限制，包括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和卫生部门薄

弱。还面临许多环境挑战。脆弱的生态系统正面

临着气候变化、商业农业、快速城市化、工业发

展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

可持续投资的商业案例

可持续投资的经济利益通常大于成本。此外，整

合可持续性有助于企业所有者在遭受金钱或声誉

损失之前预测和降低风险。例如，对工人福利、

当地社区和供应链的投资使公司能够受益于忠诚

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这可能会带来更高质量的

产品和更高的经济回报。此外，公司可以通过减

少负面环境影响、实施更高效的生产实践和管理

废物以确保当地社区繁荣，从而增强其商业信誉

和经济基础。

可持续投资的商业案例对于非洲国家企业的长期成

功至关重要。随着年轻人口和高增长率，他们将在

未来几十年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  

可持续投资的主要论点如下：

 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运作；

 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运作；

 加强当地供应链；

 增加透明度和减少腐败。

关键信息 

 可持续性措施不仅有利于环境和工人，同时还有助于建立强大的长期业务基础。公司应实施能

够改善其工作条件以及与社区和政府关系的措施，这将帮助公司提高效率、发展更好的员工队

伍并提升经济绩效。

 若企业未采取包括反腐败措施在内的有力环境和社会措施，可能会招致强烈反对和生意损失。

 合理的薪酬有助于挽留员工，同时能减少与高离职率和反复培训相关的成本。

 与当地供应链合作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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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环境有利于开展业务

负责任的环境实践可有助于提高经济底线、增强商

业信誉、减少企业环境污染，并确保有利于吸引员

工的更健康的当地生态系统。事实上，环境责任已

经成为国际市场许多产品出口公司的一项要求。买

方越来越多地引入与供应商的环境和社会责任相关

的行为准则，并要求他们遵守第三方认证程序。负

责任的环境管理可以增强企业在中国、欧洲、北美

和其他地方客户中的声誉。 

通过减少生产所需的投入量，同时提高公司一级的

生产率，实施资源节约型的废物管理做法以及水和

能源的使用也可以节约成本。农业尤其依赖可持续

的实践来生存。长期投资应努力确保高作物产量持

续到未来的环境条件。农业加工部门的所有投资者

都应该考虑减少杀虫剂对珍稀昆虫种群和水资源的

可能影响。总体而言，如专栏2所述，可持续投资

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投资者兴趣。

未能确保稳健的环境措施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反弹和

业务损失。例如，2013年，乍得政府暂停了设在该

国的一家中国石油公司的业务，因为发现该公司的

业务造成了大量被污染的水道和石油泄漏。13 破坏

当地环境也会引起当地政府和当地社区的不满，而

当地政府和社区为公司提供劳动力。 

通过对员工和社区负责任的方法提高企
业的声誉

对每个PIGA国家的中国公司进行研究时，显而易

见，公平的薪酬和劳动条件有助于留住员工，并降

低与高更替率和重复培训相关的成本。对于公司来

说，有一个强有力的财务理由是以公平的工资投资

他们的劳动力，并提供技能培训来促进职业发展和

员工满意度。

虽然廉价劳动力是促成在许多非洲国家投资的一个

有力因素，但一个可持续的系统必须让工人从工资

中受益，使他们能够购买食物、支付住宿和购买基

本必需品。估计生活工资通常取决于具体的国家和

部门。然而，对于公司来说，帮助其员工建立能够

满足自身和家属基本需求的运营是非常重要的。这

可以超出增加员工工资的范围，还包括其他服务，

如提供餐饮、交通、住房和教育。除了提高工人的

满意度和生产率，这些服务还可以增加改善社区关

系的价值。14 

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工厂中，情况并非如

此。贫困并不能带来良好的生产力。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工资高于平均工资的工人将更加忠诚和富

有生产力。

除了国家法规和劳动法之外，企业还可以采取许多

其他可持续性措施，以提高工人的福利和所居住社

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手册第3章介绍了部分最重要的

内容。

专栏2：可持续性绩效和融资渠道 

如今，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已成为多国发展银

行和商业银行投资前尽职调查的重要评估指

标。制造业和农业向清洁生产和低碳方向的

转变也越来越吸引投资者目光。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公司往往会更加透明，能为投资者提

供更多信息，因此也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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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劳动力外，帮助当地社区进行在该地区的

投资也很重要。与地方领导人进行广泛协商，并与

社区领导人和媒体进行积极沟通，这有助于在潜在

问题升级之前查明并缓解这些问题。此外，对当地

社区的投资可以帮助发展吸引更多企业和消费者的

当地经济，从而扩大投资者公司的市场以及当地员

工的福利和生产力。

对非洲国家的土地保有权保持敏感也很重要。土地

被视为家庭最宝贵的资产。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些问

题，则投资者和经营所在地的当地社区之间可能会

发生冲突，从而增加了获利能力和业务长期成功的

风险。如果由于购买了大片土地用于农业或工业用

途而需要重新安置当地居民，则必须遵循适当的国

家和国际标准。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移民安置

绩效标准为这些程序提供了全面框架。15 

本地供应链可降低成本并提高质量

在赞比亚投资的公司也可以在发展当地供应链业务

中发挥作用。在降低供应链中物料的运输成本、轻

松地讨论和改善制造流程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围绕

某个特定产品发展更多公认的集群和品牌方面，在

地理上集中的垂直整合的供应链可以带来很多好

处。缩短运输距离具有减少产品碳足迹的额外好

处，这可以作为针对客户的额外卖点进行宣传，其

中许多客户正在以越来越高的速度购买可持续产

品。16 

同时，鼓励本地供应商成为价值链的一部分可以为

本地市场中的微型、中小型企业提供市场机会。在

该市场中，通常非常需要和欢迎企业和就业。 

支持本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还可以带来更高质量的

本地供应链，尤其是在更长的时间框架内。在当地

建立子公司或与当地公司形成合作安排可以为投资

者创造重大利益，使他们可以获取当地知识并了解

政治背景，同时可以将技能和技术转让给当地合作

伙伴。

透明和反腐败政策的价值 

透明国际组织报道，腐败是非洲国家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最大障碍之一。17 贿赂行为导致环境和社会影

响评估流程以及许多其他违反法规的情况被忽视。

有时，投资者将贿赂报告为完成工作的必要部分。

但是，即使受到地方政府代表的压力进行，参与腐

败行为也越来越危险。

许多在非洲投资的公司已经意识到贿赂造成的自我

破坏。中国法律已经逐步完善，以解决海外中国公

司违反法律要求的关键问题。18 强有力的公司治理

和反腐败实践对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此类风险很重

要。当寻求进一步的投资时，它也有助于尽职调查

过程，并有助于降低声誉风险。 

  © shutterstock.com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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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要求、自愿性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

实施可持续业务实践的重要部分是了解法律要求、
自愿措施和标准以及其他CSR举措之间的区别。 

法律要求：立法和强制性标准

在非洲国家（包括赞比亚），与环境和社会要求有

关的国家立法（有时称为硬法）有所不同。承认并

遵守国家立法是企业必须要做的最低限度工作（第

2章中对此有更多介绍）。

强制性标准是政府要求的，对于在该市场上合法商

业化的任何产品或服务都是强制性的。这些标准可

以涵盖产品或包装的特性，或者需要遵循的某些过

程。这些标准的示例：技术规定；卫生和植物检疫

措施，包括健康和安全规定；产品规格；标签要

求；质量控制；原产地规则。它们取决于产品和出

口国家/地区。不遵守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进口国

隔离或拒绝产品。

整合自愿性可持续发展标准

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出现了覆盖所有部门和行业

的新一代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有时也称为软

法）。其中包括国际组织、公司、商业协会、非政

府组织（NGO）、政府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制

定的自愿性准则、倡议、准则和标准。它们提供了

有关可持续业务实践的其他准则。证明遵守这些标

准通常对于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盈利而言是必要的。

广泛的自愿性标准包括以下方案。

国际治理协议和准则，例如：

 国际劳工组织（ILO）跨国企业（MNE）宣言1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跨国企业准则
20

 联合国建立的全球契约21

 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OHCHR）制定。22 

关键信息 

 法律要求、自愿措施和标准以及其他企业社会责任（CSR）方案间有明显的不同，但都有助于可持

续发展业务。

 重要的是，如第2章所述，投资者应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

 企业可以遵循各类自愿性标准来提升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这个非洲国家充满挑战的商业环境中，业务生存是首要任务，但必须强调的是，除了遵

守法律之外，还应采取行动提升可持续性和责任心，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几种低成本的直接措施能

够改善工作条件和可持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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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多利益相关方倡议为国内外公司的社会

和环境实践提供了标准。其中包括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制定的标准，例如2010年发

布的ISO 26000标准：社会责任指南。

 私人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规定了可能要求生

产者、贸易商、制造商、零售商或服务提供

商满足的原则和/或要求，涵盖了不同的可

持续性指标。23

 存在数百种行业协会规范，涵盖国家和国际

商业活动的主要领域，包括制造业和农业。

 成千上万的公司规范针对社会和环境问题制

定 了具体政策，特别是在跨国公司之

间。24 

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计划的激增可能会带来挑

战，特别是对于在价值链中运营的公司而言，

这些公司可能被迫遵守众多自愿性标准计划，

而这些自愿性标准计划的执行成本可能很高。 

这导致标准计划经常被中国公司视为阻碍市场

进入的障碍或可以避免的复杂情况。25 

许多中国公司由于不熟悉游戏规则，与相关组

织的联系薄弱以及缺乏指导而没有参与这些自

愿性标准计划。 

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会阻碍中国企业在日益要

求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的市场中的国际竞

争力。26 中国公司更有可能成为塑造全球市场

上下一代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力量，这是与中国

更广泛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政策相一致的竞争优

势。27 许多投资者坚信，从长远来看，与国家

法规和自愿性标准保持一致，促进审慎和可持

续的商业惯例具有经济意义。 

另外一点是，许多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动态的

自愿性标准空间作为它们可以如何告知强制性要求

的试验场。28 因此，最好了解并能够遵守各种各样

的自愿性社会和环境标准，以便为满足引入的法律

要求做好准备。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对于其他的CSR活动，可以进一步区分。在本手册

中，企业社会责任被定义为核心业务活动之外的活

动或倡议，包括诸如改善当地社区对饮用水的可持

续获取以及为教育或医疗设施和资源做出贡献的倡

议。其他的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可以帮助当地社区发

展和支持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对于投资者与当

地社区之间的参与、融合和相互理解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已经意

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的积极影响。29 通过与中国

公司进行的采访以告知本手册，他们发现许多公司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以为他们所在的社区提供一些帮助。 

公司可以通过实施CSR计划获得可观的正面声誉收

益。但是，重要的是，企业不要使用CSR来掩盖不

可持续的业务运营。同样重要的是，企业社会责任

计划必须基于或符合所在国的国家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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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业

法
律
要
求

其
他

可
持

续
性
考
虑

环境

• 遵循环境影响评估

（EIA）流程以获取环境

许可证

• 遵守土地使用计划和与土地

相关法律

• 遵守所有其他环境法规

环境

• 遵守EIA环境要求

• 根据环境主管部门的

要求进行环境审核

• 遵守所有其他环境法规

环境

• 再使用场地或土地时，

应向相关环境主管部门

提交退场计划

• 执行经许可的退场步骤

以消除负面影响

运营期间             过渡期

其他

• 选址时应考虑到会潜在影

响环境的运输性排放，以

及与包括食品和材料在内的

本地前后供应链合作的机会

• 咨询社区代表以了解当地

情况并制定相应计划

• 加入当地商业协会

其他

• 考虑为员工提供实物福

利，如住宿、交通和餐饮

• 尊重文化差异

• 在招募当地技工和管理

人员方面投资

• 与员工和当地社区明确

沟通以建立信任

• 考虑针对当地社区的其

他CSR项目

• 考虑绿色清洁的生产方法

 其他

• 与员工和利益相关方就

流程和时间进行明确沟通

• 咨询可能受影响的社区

团体

• 准备并实施可持续退场

计划

• 考虑开展投资后评估，

并在后续项目中结合评

估反思

劳动力

• 遵守劳动法

• 确保工人健康和安全

劳动力

• 遵守劳动法

• 获得合适的工作许可证并

进行登记

• 确保工人健康和安全

劳动力

• 在向员工和供应商付款

时遵守破产和清算法

业务运营中的可持续性要求和措施

在建立业务的不同过程中，公司应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可持续性要求，并采取其他可持续性措施以减轻

业务运营对可持续性的潜在影响。图2总结了公司在业务运营的三个关键阶段应遵循的主要法律可持续

性要求和其他可持续性考虑因素。

图2 整个业务运营中的法律要求和其他可持续性考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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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关注的领域

表1概述了投资者关注的不同可持续发展领域和子领域。每个项目、部门和国家背景都是独特的，因此应

进行评估。无论哪个行业，投资者都必须确保他们与当地劳动力和环境适当互动，并且其商业行为符合

道德规范。因此，表1列出了一些值得投资者进一步调查的问题示例。

关注领域 关注子领域 问题示例30 
请列出贵公司所关注

的任何问题

环境

防止污染和减轻
气候变化  

空气、排放物和
气候

 使用旧技术、车辆和机械以及大量使用
化石燃料

 农业和农业加工场所的资源利用效率低
（水、能源）

 过度使用农药、施肥和刀耕火种的农业

废物（固体垃圾和

水废物） 

固体垃圾：
 没有系统记录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

物。
 有毒化学物质和污染物直接释放到

地表水和地下水中
 生产设备未连接到污水网络

废水：
 缺乏处理和储存灰水的系统
 不存在回收废水的系统

资源管理 投入品、化学用途  缺乏用于监控生产过程中能源、水和
其他投入物消耗的仪表

 管道系统中的水、化学物质泄漏

淡水资源  缺乏确定、监测和维护受生产影响的
淡水资源的系统

 过度开采地下水资源
 由于不可持续的农业作法造成的涝灾

和土壤盐渍化
 不存在水管理系统

能源和矿产  储存燃料的设施不足
 能源分配系统缺乏或绝缘性差
 通风不良的电器
 通风和漏气
 低效的加热系统
 没有能源管理系统
 公司缺乏采用可再生能源（太阳

能、风能、生物质能等）的兴趣
 在断电或没有与国家电网连接的

情况下，依靠效率低下的柴油发
电机发电

土地和土壤管理  过度使用、盐碱化、酸化或其他化学
土壤污染导致的土壤侵蚀、荒漠化
和/或污染

 缺乏测量、监测和预防土壤污染及污
染的战略

表1 关注的可持续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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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领域 关注子领域 问题示例30 
请列出贵公司所关注

的任何问题

环境保护 森林  缺乏防止和/或补救毁林的程序
 缺乏使枯竭的森林和林地再生的程序
 缺乏森林管理计划和/或可靠的监测系统
 没有确保木材合法来源的系统

生物多样性  缺乏确保产品不以高于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收获的程序

 缺乏确定、恢复和恢复自然栖息地和/或生
态系统的系统

 生产和收割作业对环境的影响
 缺乏解决土地使用规划和确定保护重点的

程序

社会

人权和劳工权利 健康和安全  缺乏对工人健康和安全实践的培训
 缺乏用于预防健康和安全危害的监控

系统
 工人接触有害物质而没有任何防护装

备
 不适当的工作空间
 危险材料的不当处理、标签和存储
 缺乏紧急情况下的疏散计划
 工作场所暴力，包括人身攻击、性骚

扰和道德骚扰

强迫劳动31  身体威胁或对拒绝工作的工人施加惩罚
 扣留工人的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
 以工人欠公司的招聘费或运输费为借口

的预扣工资（债务束缚）

童工  在该国雇用低于法定工作年龄的儿童。*
请注意，不同的最低年龄适用于某些类型
的工作（例如，轻型工作、危险工作）

 贩运儿童及相关工人剥削

结社自由/集体谈判  不允许工人组建和加入工会
 歧视工会成员或愿意加入工会/协会的工人
 雇主提倡某个工会或工人协会，和/或强迫

工人加入或离开工会
 雇主不参加集体谈判协议，和/或不遵守约

定的结果
 不允许工人通过自己选择的工会参加集体

谈判
 不存在预防和解决工作场所冲突或不满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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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领域 关注子领域  问题示例30 
请列出贵公司所关注

的任何问题

社区关系  缺乏与公司周围居住的当地社区有关业务
活动对当地资源和社区的变化或影响的咨
询/参与。它包括与土地管理、安全、侵
犯人权、环境对自然和社区健康的影响等
问题。

 缺乏申诉机制或申诉机制不佳，无法为行
动对当地社区和个人的负面影响提供公平
的补偿。

多样性与机会平等 与就业和职业有关的
歧视

基于对工人或候选人担任任何职位的任何区别、
排斥或优惠待遇32: 
 性别（社会）
 种族或肤色
 性别（生理）
 宗教
 政治见解
 年龄
 国籍或社会出身、国籍
 性取向
 HIV/AIDS状况
 残疾
 工会会员或活动
 有家庭责任的工人
 缺乏陪产假和产假政策

反腐败

 通过行贿影响政府官员
 接受贿赂政府官员以便获得服务的做法
 缺乏对工人和公司管理层反腐败实践的

培训
 打击揭发者
 缺乏针对贿赂和其他形式的腐败（例如

裙带关系、勒索、赞助等）的缓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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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赞比亚的可持续性要求 

在赞比亚投资于制造业或农业加工时，在与环境管理和员工工作条件有关的事项上遵守国家法规非常重

要。以下章节概述了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投资者的一般原则以及赞比亚的具体法律要求。

关键信息 

 投资者应为其拟议的开发项目获取环境许可证，该许可证是在成功生产、通过环境影

响评估（EIA）审查或取得项目低风险报告后授予的。

 业务的环境要求依据环境影响评估或项目报告流程确定。

 根据具体国家法律，赞比亚主管机构将监督企业是否遵守环境影响评估要求以及所有

相关环境法规，且企业需每年提交一次环境审核报表。

 环境要求未达标的部分将被要求改进，若不改进，则可能导致倒闭、监禁和经济处罚。

 劳动法由一系列法律决定，公司必须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

 土地法规同样重要，尤其是在租赁或购买土地方面，必须尊重并考虑到社群或部落权。

  © shutterstock.com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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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赞比亚的可持续性要求 

  © shutterstock.com

一般原则

 不要向有影响力的政府代表寻求捷径。这

很可能在稍后阶段导致合规性问题.确保您

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对话，并遵守其

指导和要求。

 不要仅依赖已在赞比亚工作的中国公

司来获取可能已经过时或不准确的二手知

识。确保您了解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

 通常有必要聘请合适的专家（即个人顾问

或公司）来进行项目简介、环境影响评估

（EIA）、33环境审核或退场计划以，以确

保进行客观的评估过程。赞比亚的环境机构

保留可提供所述服务的合格注册专业公司或

个人专家名单。

 确保为环境影响评估过程分配足够的时

间。注册企业后，请立即与相关的环保机构

联系。6到12个月是全面环境影响评估的合

理时限，包括公众咨询和审查、改进和适当

环境主管部门批准、批准后可以为拟议投资

授予环境许可证。

 遵守其在参与基础上制定的土地使用计

划，制定并通过法律，以指导地区或城市

地区的空间发展。

 了解中国和赞比亚本地定义基本工资和

薪酬待遇的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这

方面的模糊不清可能导致不遵守当地劳工

法。

 请尝试获取翻译成中文的国家法规，以

及有用的出版物和有关法规要求变更的最

新信息，这些出版物和更新通常由中国商

业协会制作。但是，请注意这些内容可能

会过时。一般来说，最好直接与相关政府

部门对话。

 可以为特定企业的运营商定具体法规，

并由工会组织代表您的工人，这些法规随

后将反映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集体谈判协

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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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赞比亚的可持续性要求

赞比亚：法律环境和劳工要求

在赞比亚开展业务、运营期间或由于关闭或退场时，公司必须遵循一系列的环境和劳工法规。这些内容

总结如下，其中明确提及了相关立法。 

国家背景

赞比亚是个极具吸引力的投资地，为农业、农业加

工、制造业、能源、矿产、建筑、电信、健康和旅

游提供了众多投资机会。投资环境宏观稳定，拥有

稳定的政治体系，为投资的安全提供了保障。赞比

亚自然环境条件优越，土壤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

了良好条件。赞比亚拥有接近1790万人口，40%的
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卢萨卡位于赞比亚的首都，

拥有200万人口。1964年，赞比亚摆脱英国的殖民

统治，重获国家独立主权。

语言：英语作为赞比亚的官方语言，同时也包括

其他主要当地语言：本巴语、洛奇语、隆达语、卢

瓦勒语、尼扬贾语和汤加语。同时还有其余66个本

地语言和方言在赞比亚使用。

环境法规和准则

环境影响评估

投资者在建立、运营和停业时必须遵守以下总体

环境管理要求。

1.获得拟议投资的环境许可证

 基于环境影响评估（EIA）获得拟议投资

环境保护许可证许可。其决定了法律要求

规定的环境和社会条件。

 投资者首先必须与赞比亚环境管理

（ZEMA）联系，如有需求将会在会议上

阐述拟议投资的详情。

 为确保获得环境执照许可，投资者必须上

交申请至中央或者省级的赞比亚环境管理

局。申请必须附带由EIA规定发放的证明

文件。

 在获得赞比亚环境管理局的批准和同意一

系列参考条件之前，投资者不得进行开发

工作。

 所有对环境具有影响的活动都需进行估前

程序，确保活动的范围以及EIA能办理流

程。赞比亚环境管理局将会根据环境影响

评估判断投资活动，对于以下不同的范畴

作出了不同的要求：

 高风险:可行性前环境研究，包括环境

影响研究的职权范围，包括环境管理计

划、生物多样性平衡管理计划(适用

时)、物质及社会经济评估报告(适用

时)和公众谘询报告。在这方面，专家

审评报告先于可行性前的环境研究和环

境影响评估。

在赞比亚境内必须遵守以下环境法规:

 《环境管理法》 (2011);34

 《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环境影响评

估）条例》 (1997);35

 《环境管理（许可条例）》

(2013);36

 《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法》

(1999);37

 《空气污染管制（牌照及排放标准）
条例》 (1996);38

 《固体废物管制和管理法》

(2018);39

 《扩大生产者责任条例》 (20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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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风险:研究明确职权范围和各自简化

的环境，包括环境管理计划和公众谘询

报告。

 低风险:报告关于环境管理的良好做法。

 活动环境评估完毕后，主管机关应于缴费后

十五个工作天内通知申请人及监管单位，并

发给环境保护许可证。

 环境收费固定，并交给赞比亚环境管理局。

费用视情况会有所变动。

 在获得项目的环境保护许可证之后，投资者

可在两年内开始项目。如有需要，可要求延

期，但可能需要提交最新的环境影响评估。

2.环境审核以评估是否符合要求

 项目开始一年后，必须向赞比亚环境管

理局提交环境监察报告，说明工作如何

符合环境管理规定。每年必须提交一

次。

 在整个经营过程中，所有公司必须遵守

上述专栏所列的所有相关法规和准则。

 赞比亚环境管理局可以要求公司不得出

现违规问题，如出现违规现象，则公司

必须改正，否则将面临财务或者法律罚

款。

 赞比亚环境管理局有权对企业进行一年一度的

检查，检查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估环节中的环

境管理要求。

3.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在工厂一旦建立，但还未正式开始生产前，

投资者除了要获得环境保护许可证，在涉及

到污水处理时，还需要获得排放污染物许可

证。

 许可证可通过赞比亚环境管理局获得，并需

要申请书、污水分析报告、公司注册证书、

污水处理厂设计亮点、标明采样点的平面图

和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赞比亚环境管理局根据工厂污染物排放的数

量来决定收费的数量。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的

办理需要28天。

4.退场

 作为初步环境影响评估的一部分，需要制定

退场计划。由于退场过程可能会在许多年后

发生，因此，在关停之时，必须编制一份更

新的退场计划，并提交给环境保护局。

 然后，环境保护局将为企业提供计划改进方

面的建议，由企业解决和实施。整改工作完

成后，必须向环境保护局提交一份完整的退

场报告，其中需详细说明遵守退场计划所述

措施的证据。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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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和工作场所规定

劳动法主要规定摘要

上述立法中还规定了许多其他法律和条件，每位雇

主应确保他们了解并遵守与其业务有关的内容。

最低工资：根据各类赞比亚最低工资和雇佣条件法

令作出了不同的要求。最低的总工资包括交通补

贴、午餐补贴、住房补贴以及儿童医疗教育补贴。

工作时间：

 一天8小时，一周48小时

 一般及国内工人工作时间一周最多48小时，

除经理以外的车间工人最多一周4小时。

 看门人一周的工作时间6天之内不得超过60小
时。如果一周内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则超

出的时间部分则按照平常工资的1.5倍进行计

算。

 最低要求，雇主必须在工作日给员工提供一

个小时的用餐时间，一次休息，一次至少20
分钟，或者2次休息，每次至少10分钟。

加班：一周之内的加班时间需要提供平常工资1.5
倍的工资补贴。法律暂未明确加班的时间限制。

休息日：工人每周有权连续休息24小时。若工人

在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工作，则雇主必须支付加班

费。如果节假日或者休息日的工作时间无法算入

一周内的正常工作时间的话，雇主需要以小时为

单位给员工支付双倍工资。

带薪假：工作满一年的工人有权享受每月2天的带

薪假；一年的带薪假共有24天，不包括平常的休

息日和节假日。

带薪公共假日：工人有权享受带薪公共假日和宗

教节日。赞比亚法定节假日为：赞比亚新年日

（1月1日）；国际妇女节（3月8日）；国际青年

节（3月12日）；赞比亚耶稣受难日；赞比亚圣

星期六；赞比亚复活节；国际劳动节（5月1
日）；非洲日（5月25日）；英雄日（7月1
日）；团结日（7月2日）；农民日（8月5日）；

国家祈祷日（10月18日）；独立日（10月24
日），圣诞节（12月25日）。

产假：工作年满2年的员工从怀孕开始的那一天或

者从上一次产假以及拥有怀孕证明计算起，有权

享有14周的带薪产假。由雇佣单位自行提供带薪

假补贴，政府无需出资。

•在赞比亚必须遵守以下劳工法规：

 《就业法案》(2019);41

 《最低工资和就业条件法》

(2011,  2012年修改);42

 《最低工资和雇佣条件（车间工

人）法令》 (2011,2012年修改);43

 《最低工资和雇佣条件（家政工

人）法令》 (2011, 2012年修改);44

 《劳工赔偿法》 (2019);45 

 《工厂法》 (2019);46

 《职业健康与安全法》(2010);47

 《残疾人法》 (2012);48

 《心理健康法》(2019);49

 《工业与劳动关系法》(2008);50

 《劳动法》(该法律草案预计2020年
出台);

 《赞比亚发展局》 (2006);51 

 《禁止雇用青年和儿童（危险劳

动）法令》 (2013);52

 《公民经济授权法》 (2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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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 女员工自孩子出生之日起的六个月内，

有权在方便时享受2次30分钟的哺乳休息时间或者

1次1小时的哺乳休息时间。哺乳休息时间依然算

入带薪工作时间在内。

陪产假：在同一单位工作且工作年限满1年的男

性员工有权在孩子出生的7日内享受至少连续5天
的陪产假。

病假：若员工遭到非公司内部引起的疾病或者损

伤而引起丧失工作能力的现象，员工可按照以下

有权享受病假：

 短期员工需要为其支付26日的带病工

资，剩下的时间需要支付正常工资的

一半。

 长期员工必须为其支付为期3个月的带

病工资，剩下的时间需要支付正常工

资的一半。

私事假：除了需支付员工带薪年假外，员工有

权享受一下权利： 

 如果员工出现下列以下情况,则需要支付至
少12日的带薪私事假：

(a)丧偶、丧子、双亲亡故、监护人死亡
(b)有正当理由需要请私事假的

 照顾患病配偶、子女或监护人的带薪假期，

一年内一般不超过7天。且仅仅在公司工作

时间长达6个月或者以上的员工才有权享受

此类带薪假期。

 每年3天的带薪假期，用于员工负责子

女、配偶以及监护人的照顾、健康以及教育

问题。

医疗保险：赞比亚就业法案赋予并确保了员工应

享有的福利，如住房、医疗健康以及产假福利，

以及获得加班费的权利。根据《就业法案》的规

定，所有员工有权享受医疗、交通服务，这些服

务在以前仅仅只限部分受保护的员工享有。政府

还根据《国家健康医疗保险法案》设立了国家社

保体系。国家健康医疗保险管理局宣布将计划对

雇主以及员工的基本健康保险缴纳1%的费用，这

些费用将由中央国家健康医疗保险基金会提供。

工伤：根据2019年《劳工赔偿法》规定，若员工遭

到工伤或者死亡，雇主需要对员工进行赔偿。

残疾权利：所有雇主必须遵守2012年《残疾人

法》的法规要求。

职业健康与安全要求：赞比亚的雇主必须遵守

《工厂法》和《职业健康与安全法》，该两法案为

确保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和

标准。雇主必须确保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安全

以及福利，并维持一个可让员工身心适应的工作环

境。重要的是树立工作场所中的安全健康意识以及

培养员工能够及时报告任何受伤或意外状况的能

力。

住房及其他需求：按照以下情况，雇主必须为员

工提供住房、住房贷款或用于建房的首付，同时也

能成为代表员工提供抵押贷款或住房贷款的担保

人，或替员工支付住房津贴：

 根据《工业与劳工关系法》登记的集体协

议；

 签署了雇佣合同;

 公司提供服务的一般条件

雇主必须确保员工能够在工作场所中获得充

足的水源和卫生设施

工会：根据《赞比亚宪法》以及《工业与劳动关

系法》的规定，所有员工或雇员都可自由加入或

创办工会

禁止雇佣童工：禁止在任何公众或私人工作场所

或分公司雇用16岁以下童工。投资者可参考2019
年《就业法案》了解更多详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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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土地上其他资产的所有权：1995年的《土

地法》作为主要立法法案，1985年的《第一份行政

通知》明确指导了土地分配的问题。但是，由于缺

乏连贯协调的国家政策以及土地管理行政局的有效

指导，一些问题和挑战的解决还没有明确的指引。

由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7年《国家土地政策》草案

以此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2018年，一些传统保守

的领导人持有保留意见后，该草案仍然未获得通过

批准。

第2章：赞比亚的可持续性要求

劳动检查：劳动部日常任务是对私营部门设施进

行排除检查，检查法规遵守情况，并在必要时提

出改进要求。

雇主不遵守规定的处罚：在各法案中（尤其是

2019年《就业法案》中）对不遵守相关法规的雇

主作出了一系列处罚措施规定。

解决工作场所纠纷：可通过赞比亚工业关系法庭

解决争端。

汇总清单

图3提供了赞比亚农业加工和轻工制造领域的潜在投资者需要考虑的环境和唠叨要求清单。清

单所列的不同步骤是指投资者为取得投资证书及开始经营业务所需办理的不同类别的程序。

图3 清单：赞比亚对投资者的环境和劳工要求

每个投资阶段的图标说明:

1. 在赞比亚投资创业

现阶段，并没有为考虑在赞比亚开展业务的投资者设定任何法律、劳工和环境要求。但是，投资者应考虑以下方面：

 收集关于赞比亚劳工法律制度和环境法规的先前信息。

 了解哪些可持续性领域将会受到投资的影响，并将此分析纳入项目设计中。

 了解赞比亚的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环境。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赞比亚PIGA投资指南。

http://www.intracen.org/uploadedFiles/intracenorg/Content/Redesign/Projects/PIGA/PIGA_Zambia_ENG_20180613_ 
img_web_pages.pdf 

2. 商业注册及投资者登记

现阶段，并没有为考虑在赞比亚开展业务的投资者设定任何法律、劳工和环境要求。

3.纳税人识别及增值税登记

 雇主可能需要将公司和员工纳入国家养老金体系。

相关法规：公民经济赋权法

参与该过程的机构：赞比亚发展署、赞比亚税务局

4.开立银行账户

现阶段，并没有为考虑在赞比亚开展业务的投资者设定任何法律、劳工和环境要求。

投资阶段无关于劳工和环境

的法律要求。

此阶段无关于劳工和环境的

法律要求，但投资者应考虑

这些因素。

在此阶段，投资者需遵守关

于劳工和环境的法律要求。

http://www.intracen.org/uploadedFiles/intracenorg/Content/Redesign/Projects/PIGA/PIGA_Zambia_ENG_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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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地征用、施工许可证、供电系统、供水系统

 投资者征用国有土地需遵循赞比亚发展署（ZDA）法

相关法规：《赞比亚发展署法》（2006年）

 投资者征用传统土地需要得到当地负责人的书面同意及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司司长的批准

相关法规：《环境管理法》（2011年）

 必须完整提交相关文件至国土资源部和环境保护部

相关法规：《环境管理法》（2011年）

 施工项目需持有施工许可证，并预先提交土地测量计划

相关法规：《环境影响评价条例》（1997年）、《环境管理许可条例》（2013年）

 对产生和排放废物的建筑物所有权等的投资需要持有排放和危险废物许可证，具体取决于供水系统与污水处理。

相关法规：《固体废物管理法》（2018年）

参与该过程的机构：土地、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赞比亚发展署

6.业务许可证

 为员工提供就餐服务的投资者必须持有卫生许可证与食品卫生许可证

相关法规：《雇用法典法》（2019年）

 对建筑物所有权等的投资需持有消防安全证明

相关法规：《雇用法典法》（2019年）、《职业健康与安全法》（2010年）参与该过程的机构：赞比亚发展署

7.劳工

 在赞比亚的投资者必须遵守一套关于最低工资、合同、集体谈判及其他工人权利的劳工标准。 最低工

资、合同、争端解决、休假、福利和住房

相关法规：《雇用法典法》（2019年）

 进行劳资关系、雇员/雇主组织、集体谈判、仲裁及协商

相关法规：《劳资与劳工关系法》（2008年）

 集体谈判没有涉及的最低工资、工作条件、医疗保险、休假及产假福利

相关法规：《最低工资与雇佣条件令》（2011年）、《青年和儿童雇佣法》

参与该过程的机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赞比亚发展署

8.入境与工作许可证

在赞比亚共和国的所有外籍人士在该国工作必须得到移民局的批准，

参见 www.zambiaimmigration.gov.zm
参与该过程的机构：赞比亚移民局

9. 投资多功能经济区

现阶段，并没有为考虑在赞比亚开展业务的投资者设定任何法律、劳工和环境要求。

10. 生产应税商品许可证

赞比亚境内所有应税商品制造商及进口商，包括所有轻工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者，必须从赞比亚税务局获得许

可证。

相关法规：《环境管理法》（2011年）、《生产者责任延伸条例》（2018年）

参与该过程的机构：赞比亚税务局

11.营业活动开始后的法律考虑

环境：

 评估环境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相关法规：第5阶段所述的环境法规

参与该过程的机构：赞比亚环境管理局

劳工：

 第7阶段所述的劳工法规

参与该过程的机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http://www.zambiaimmigration.gov.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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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制定和管理政策以及规范劳动

和就业部门的行为，以加强该部门对可持续劳动和经

济发展的贡献，造福赞比亚人民。该部的综合职能包

括：就业政策；工厂；劳资关系；劳动政策；监控生

产力；职业评估服务；社会安全网政策；和社会保障

政策。

网站:  www.govserv.org/ZM/ Lusaka/682044125195528/
Ministry-of-Labour- and-Social-Security-Zambia
地址:  卢萨卡卡姆瓦拉独立大道新10101号政府大楼第

32186信箱 

电话: +260 211 221432

传真：+260 211 225169

电子邮箱：info@MLSS.gov.zm

商业贸易和工业部（MCTI）

是赞比亚负责管理国家私营部门发展政策的主要政府

机构。该部门协调工业、商业和贸易事务，并与各种

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联络，以促进执行与贸易和工业

有关的政府部门政策

网站:  www.mcti.gov.zm

地址:  卢萨卡纳赛尔路新政府大楼10楼

电话:  +260 211 228301

电子邮箱:  info@MCTI.gov.zm

国家发展战略

第2章：赞比亚的可持续性要求 

与可持续投资最相关的政府机构

赞比亚发展局（ZDA）

成立于2007年，是五个法定机构合并后成立的。

在此之前，五个法定机构一直独立运作，通过高

效、有力和协调的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

来促进贸易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赞比

亚发展署负责贸易发展、投资促进、企业重组、

绿地项目开发、小企业发展、贸易和工业基金管

理，并为技能培训做出贡献。

网站: www.zda.org.zm

地址: 赞比亚卢萨卡纳赛尔路私有化大楼第30819号
信箱

电话: +260 211 220177 / 223859

电子邮箱: zda@zda.org.zm

赞比亚环境管理局（ZEMA）

是一个独立的环境监管和协调机构，根据2011年
《环境管理法》成立。赞比亚环境管理局的任务

是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以便为人类、动物、植

物和更广泛的环境提供健康和福利。区域办事处

设在恩多拉、奇帕塔、利文斯通、索韦齐和奇伦

杜。

网站: www.zema.org.zm

地址: 卢萨卡教堂和苏伊士路里奇韦角6975号地块

电话: +260 211 253 140

电子邮箱: 在线表单  赞比亚《第七个国家发展计划》54

 赞比亚发展局五年战略计划（2016年-2020
年）55

 《国家金融普惠战略》（2017年-2022年）56

 《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战略书》57

 《国家产业政策》58

 《赞比亚投资政策框架重点》59

 《中小企业是发展基石》60

 出口战略61

 工业化和创造就业战略62 

http://www.zda.org.zm
mailto:zda%40zda.org.zm?subject=
http://www.zema.org.zm
http://www.govserv.org/ZM/  Lusaka/682044125195528/Ministry-of-Labour-  and-Social-Security-Zambia
http://www.govserv.org/ZM/  Lusaka/682044125195528/Ministry-of-Labour-  and-Social-Security-Zambia
http://www.govserv.org/ZM/  Lusaka/682044125195528/Ministry-of-Labour-  and-Social-Security-Za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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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其他可持续性措施

除遵守国家法规外，公司还有许多机会，将更具可持续性的办法纳入其业务之中，尤其是轻工制造和农产

品加工企业。 

本章介绍了一些公司可以纳入其在赞比亚的业务活动中的措施，以帮助公司落实可持续经营方法（汇总于图

4）。本章最后还重点介绍了相关的中国和国际自愿性标准。

图4 可持续商业行为的补充措施

其他可持续性措施

关键信息  

 除了第2章中列出的法律要求，企业可通过很多方式将其他可持续措施和方法纳入投资和

商业运营。

 其他可持续性措施可包括针对不同可持续性领域的一系列实践，如社区关系、劳工权利

和资源管理。

 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适用于社会责任和环境管理以及各类行业和特定行业流程。

 遍布非洲的网络是获取可持续投资实践信息和启发的良好源头。

选址符合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的建议

投资当地技能和管理人员 与可持续发展保持一致的结束战略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工作条件

资源利用 沟通与公共关系 

建立本地合作伙伴公司的技能和能力
与当地企业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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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符合可持续性

鼓励投资者结合可持续发展因素，考虑其拟定的制

造或农产品加工场址的选址。这些因素包括：

 连接上游及/或下游的当地价值链。可能有机

会最大限度地为当地企业、农民或者不同供

应品或材料（例如，食品、建筑和原材料）

的生产者带来好处。这往往具有极大的商业

优势，例如，降低材料或运输成本，改善投

资者与周围社区之间的关系。

 采取积极主动的办法应对与土地有关的挑

战。在许多国家，土地权可能涉及到非常复

杂的程序。即使公司遵守国家有关土地补偿

的法律，如果当地社区感觉受到不公平的补

偿或待遇，它们仍然可能会进行强烈抵制。

公司最好亲自进行尽职调查，并与地方和国

家政府以外的当地社区领导进行交谈。在环

境影响评估阶段详细，对此详加考虑，是最

适合的做法。

资源利用 

投资者有独特的机会，在产品的生产或制造中

制定可持续性方法。除第2章所讨论的法规之

外，还可以实施尽量减少用电或用水、尽量减

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或发展尽量减少浪

费的循环经济系统的程序。

这可能包括以下方面： 

 实施雨水收集和再利用系统；

 具有良好的维护系统，以防止渗漏和水资源

浪费；

 最大限度地提高机器、照明和建筑物的能

效； 

 考虑如何限制地下水的供应，如何与周围社

区分享地下水，以及如何可持续地使用井下

水源。

 采用可避免浪费并对投入进行重复利用的加

工/制造做法，或者，如不可能，则采用可适

当回收废弃物的做法。

 减少制造过程和车辆的排放和污染，并尽量

减少焚烧废料等其他活动。

 通过上述措施，以及采用可再生能源和从当

地供应商采购食品和材料等做法，最大限度

地减少企业的碳足迹。

 尽量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因为有些农药

和化肥可能会对周围的水质以及人和动物的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生物肥料，这样做的

目的是，在为作物提供相似养分的同时，减

少化肥对环境的有害影响。

注：赞比亚发展局等一些政府机构正在修订立

法，以使可持续技术的进口更具吸引力，例如

通过免征进口税或通过减免公司税。 

  © shutterstock.com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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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 

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机会，可以带来更高的生

产力、更低的人员流动率以及资金节约等好处。投

资者可以考虑通过一系列措施，包括适当的工资、

住房、餐饮、交通、教育和儿童照管、通信和健康

福利等，为员工制定生活工资。 

 为工人提供往返其工作地点的当地交通，这可

以为工人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额外福利。工

人可能经常需要步行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点之

间，因此，缩短距离，还会提高准时率和工作

精力。还会提高安全性，尤其是在工人需要在

天黑后出行的情况下。

 为工人提供食物和用餐区，有助于提高生产

力。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许多低工资的工人

很难买到足够的有营养的食物。在工作场所为

工人提供高品质食物，有助于提高士气和生产

力，并培养长期的忠诚度。

 公司应考虑对工人的住宿和通讯能力进行投

资。如果企业希望进行长期投资，完全可以为

工人提供住房，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工作人员的

流动率，提高生产力。为了通过供应链审计，

住宿必须符合国际标准，例如，国际劳工组织

的“工人住宿标准”。

重要的是，要确保住房规划与当地空间发展规

划（若相关）相适应。为工人提供通信手段，

也是有益之举，特别是在许多人离开家到工厂

或工业园区工作的情况下。为员工提供电话

卡，或者，定期允许员工使用公司电话，可以

帮助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

 雇主还可以在改善工人，尤其是女性员工的安

全和保障方面发挥作用。首先，雇主必须坚定

不移地确保公司结构内没有滥用权力的情况，

尤其要注意管理人员与下属之间的权力差异。

必须设有在管理链之外举报侵权行为的手段，

且，承诺匿名，使下属不怕因举报而遭到报

复。公司还可以通过为员工提供专门的交通与

住宿、安全监视以及基本的个人警报，帮助员

工确保安全。

 尊重差异、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可以提高效

率。在麦肯锡最近的一项研究中，63 文化和信

任，被列为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最关心的第四大问

题。对非洲领导人而言，在与中国投资者打交道

时，文化障碍被列为第二大担忧问题。64 通过强

有力的沟通并关注来自不同背景的员工如何最有

效地合作，从而克服这些挑战，这是至关重要

的。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

 确保遵守双方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加班、带薪假和

公共假日的具体法规规定；

 投入资金，为中国员工开设英语或当地语言课程；

 投入资金，为当地管理人员开设中文课程；

 将多个中国及本地文化活动及庆祝活动纳入公司年

历；

 培养中国员工应对文化差异的能力，包括在工作文

化和技能熟练程度等方面。

 投资者应赋予女性享有均等机会和同工同酬

的权力。赋予女性经济权力，可提高生产力，促

进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平等，使更广泛的社区受

益。65 由于女性承担着过重的育儿负担，赋予女

性经济权力，将会对其子女的教育水平产生重大

影响，从而有助于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前景。

 为孕妇和哺乳期女性提供适当的风险管理和设

施。孕妇、在过去六个月内分娩或正在哺乳期的女

性容易受特定风险的影响，可能需要在第2章讨论

的国家法规之外给予特殊考虑。雇主应考虑在工作

场所可能发现的任何风险，并力求采取必要措施消

除、减少或控制该等风险。

 促进教育和儿童照管。雇主可以对促进工人子女教

育和儿童照管的举措提供支持。例如，雇主可以提

供直接支助，为有幼儿的母亲建立护理中心。此

外，雇主可与当地儿童照管服务机构合作，为工人

子女提供日间儿童照管服务。这种做法，将会让有

子女的工人受益，有助于为女性在正规劳动力市场

创造机会。由于无法获得免费或低成本的儿童照管

方案，许多有子女的女性在获得正式工作机会方面

频频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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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医疗保健。即使在普遍由国家提供医

疗保健或者工人以极低成本获得医疗保健

的国家，自费支付药品和治疗费用，对大

多数人而言，仍是一项挑战。他们无法支

付该等治疗并获得适当的医疗保健，这会

直接影响工人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生产力

和健康。为克服这些挑战，雇主可以采取

的解决办法有：

 向工人提供直接支助，以支付医疗费用；

 向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医疗保险；

 与当地医疗保健中心和在该区域开展活动

的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可负担的价格提供

药品和治疗。

 促进女性健康。尤其是在年轻妇女劳动力

居多以及工厂位于远离保健中心的地方。

目的是与当地社区保健中心或与当地非政

府组织合作，提供基本服务。与这些合作

伙伴合作，为工厂提供避孕药具和疫苗。

 纳入残疾也可为雇主和社区带来实惠。残

疾人往往被边缘化，但如果给予他们适当

的机会，他们就能为企业增加巨大的价

值，带来经济价值。实施机会均等政策，

并考虑采取积极主动的办法，雇用残疾人

担任适当的职位。考虑如何最好地改善工

作场所的出入情况和周围环境。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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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当地技能和管理人员

发展当地人才、支持员工成长，这对于建设劳动

力能力和确保互利的业务增长来说至关重要。这

些做法可以确保投资公司与当地社区及其劳动力

保持积极的关系，有助于发展当地经济，而当地

经济也将反过来支持投资公司。 

 为青年人员提供学徒和培训举措。培养年轻

人的技能，使他们能够融入就业市场。这一

做法能使公司的劳动力多样化，同时有助于

将熟练工的知识转移给受培训人员。

 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雇主可以以更高的工

资和更多的责任来提高技能和管理专门知识

的熟练程度。

 当地管理人员。必须确保当地管理工作人员

发挥突出作用。这样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

环境，使中国和当地工作人员之间更加相互

融合、相互理解，并可作为更多初级当地工

作人员的榜样。

 开展附加培训来开发技能。雇主应考虑向工

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支付费用，使他们

进行附加的培训，帮助他们建立技能和能

力。这些培训可以包括获得执照的驾驶课

程、语言课程和管理培训。

 附加资格。雇主可以考虑通过为有前途的管

理人员提供财政支持或给与他们足够的休假

时间用来学习，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技术或

大学资格。

建设当地伙伴公司的技能
和能力

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各种措施，在发展当
地企业的技能和技术方面发挥宝贵的作用： 

 在适当情况下，投资者应考虑如何利用伙伴关

系转让技能和技术的方法。

 如属合资企业或官方合作伙伴，考虑结构化方

法如何最大限度地向当地合作伙伴转让技能和

技术。

 确保付款条件公平，并迅速支付采购的货物或

服务，尤其是从当地公司采购的货物或服务。

 在可能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考虑采用替代的争

端解决办法（ADL），包括谈判、调解、调停

和仲裁。

沟通与公关

积极主动地与投资者所在的当地社区接触，这对

于建立和保持强有力的沟通渠道来说至关重要。

人人往往觉得投资公司不能进行社区对话，因此

必须通过真正的外联和解决关切问题的机制来反

对这种看法。 

 准备投资某一领域时，进行独立的尽职调查和

咨询。有时，政府会绕过当地的关切问题。不

要被诱惑去采取看似最简单的方法。调查当地

的关切问题。

 遵循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则

（FPIC）。66FPIC指的是当地社区，特别是土

著人民，有权参与对影响他们的问题进行决

策。披露投资决定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建议向社区全面披露计

划和缓解措施。

 启用并响应反馈。为当地社区提供登记申诉的

渠道并使之落地，建立适当解决这些问题的系

统，确保项目在实施和未来的运作方面能考虑

到利益相关方的关切问题。

 管理期望。投资者会经常面对来自当地社区和

非政府组织的复杂、极高期望，他们认为公司

拥有无限的资源来提供发展收益。在提供（或

解释）切实可行的有形收益的同时，管理预期

对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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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确切消息，尤其是与当地利益相关方

分享确切消息。在适当的情况下宣传活

动，使公众和客户了解活动的影响。同

时，不要劳而无功地进行粉饰或主张采取

可持续行动，给人一种有社会和环保意识

的公司的感觉。

 寻求与不同利益相关方进行互动。如果社

区关系存在挑战的话，请将这些问题提交

给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地方或国家政

府，并寻求援助，而不是任由事态发展。

有一种风险是，公司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

问题，而不是寻求适当的指导。

 遵守营业执照上允许的内容。投资者应遵

循其声明的意图，环境许可证就是针对声

明颁发的。如果需要改变一种方法，请确

保社区知道并了解其基本原理。

企业社会责任策略

如第1章所述，本手册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

为公司可以选择用以开展核心业务运营活动

之外的其他活动。

 根据社区最需要的内容制定企业社会责

任倡议。确定关键的国家和当地发展问

题，以及二者如何与公司的优势和当地

社区的利益相匹配。

 发展伙伴关系以增加影响。与其他投资者、

公司和发展伙伴就加强该行业的基础设施进

行沟通。可以探索哪些双赢倡议？

 监督和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影响。定期

监督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执行情况，获取执

行成果以及对受益社区的影响。这使得企业

能够对比最初的活动设计来评估它们的相关

性和有效性。

地方政府的建议

非洲各地的地方政府通常都有专门的部门，能

够在其特定地区的背景下，向投资者提供背景

情况或关于可持续性更高的生产流程或商业途

径的建议。表2列出了赞比亚现有的政府机

构。 

与当地机构协商的因素包括：

 选址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生产技术；

 在哪里采购原材料；

 垂直整合的供应链–链接到价值链；

 包括其他企业在内的循环经济机会；

 现在和日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都有好的表

现；

表2 赞比亚政府机构

组织 联系方式

国家科技商务中心

目标是将来自各种本地和国际来源的成熟技术与本地技术寻求

者（即商业界和企业家）联系起来，以创造财富和创造就业机

会。

网站:

电话: 

地址:

www.ntbc.co.zm
+260 211 222 409
新政府大楼8楼赞比亚卢萨卡纳萨

尔（Nasser）路51310

国立科学与工业研究所

在各个领域的研发活动，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产品、环境和水

资源、矿产和工业原料、电气和电子功率调节和保护、纺织品测

试和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信息系统。

网站:

电话: 

地址:

http://www.nisir.org.zm
+260 211 281013
赞比亚卢萨卡纳KK国际机场路（邮编：15302）

http://www.ntbc.co.zm
http://www.nisir.org.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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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赞比亚商会和行业协会

组织 联系方式

赞比亚/卢萨卡工商会  网站:

电子邮箱: 

电话: 

地址:

www.zambiachamber.org
secretariat@zacci.co.zm / membership@zacci.co.zm
+260 974674382
卢卡萨展览场

赞比亚制造商协会 网站:

电子邮箱: 

电话: 

地址:

http://www.zam.co.zm
info@zam.co.zm
+260 211 253696
卢卡萨大东路 Mopani Parade 展览场

与当地企业界互动

鼓励中国公司的眼界看向中国商业协会之外，与

当地商会和商业协会进行更多合作。

商会提供了宝贵的论坛，用来共享信息、会见新

的联系人以及确定潜在的商业联系，例如原材料

供应商。编写本手册期间与国家商会进行的访谈

表明，他们有兴趣欢迎更多的中国公司加入，帮

助支持当地企业和其他国际企业，使之更为丰

富。 

表3所列是赞比亚最重要的商会和行业协会。

与可持续性相一致的关闭
策略

如果投资者在赞比亚关闭业务，必须充分查明可

能对工作人员和利益相关方造成的影响，并适当

处理这些影响。以下是关闭或退场企业的一些关

键注意事项。

 遵循必要的企业注销流程，确保保护好所有

重要资产和文件。

 与员工、工会和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

以便充分了解关闭的原因、流程和时间表。

这样有助于避免员工和社区产生不满以及潜

在的动乱。

 根据员工的权利和最大利益对待他们，妥善

处理员工薪酬。

 如第2章所述，如果退场涉及工厂关闭和土

地使用退场，则要委托经一个认证的专家编

制一份搬离计划，并经有关环境当局批准。

关闭时，要对场址实施必要的环境补救措

施。遵守有关污染、生物多样性和土地恢复

的相关环境立法。

 如有必要，请咨询可能因关闭受到潜在影响

的社区团体，并提供适当的补偿。

 如发生破产情况，请确保了解并遵守与项目

解散和破产申请有关的国家条例和要求。

 如向其他投资者出售企业，请确保将劳工和

环境做法传达给新的企业所有者。

 考虑进行投资后评价，评估项目成功或失败

的原因，并将吸取的经验教训纳入后续项

目，帮助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成功的机

会。

http://www.zambiachamber.org
mailto:secretariat%40zacci.co.zm?subject=
mailto:membership%40zacci.co.zm?subject=
http://www.zam.co.zm
mailto:info%40zam.co.z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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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自愿标准和资源

中国特定行业指南 

已经针对海外工作的中国公司制定了许多特定行

业的指导方针。专栏3中列出了最为相关的。

自愿可持续性标准

投资者可考虑遵守相关的自愿可持续性标准，这

些标准通常需要一个独立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和认

证。这样既可以为一家公司的品牌和声誉带来巨

大的价值，又能提高市场准入机会。

为特定的过程量身定制了数以百计的自愿标准，

因此建议投资者检查哪些标准适用于他们的业

务。国际贸易中心开发的在线平台可持续性地图
74提供了关于250多项自愿可持续性标准的资

料，这些标准在很多国家和行业中都有效力。公

司可以使用这一免费在线平台来提高他们识别、

评估和比较与其需求相关的自愿标准的能力。

专栏3 针对海外工作的中国企业制定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导方针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海外负责任投资指南》

（2018年）。编制单位为中国纺织服装委员

会，德国国际合作公司提供了支持。这也是

一个自愿的标准(CSC9000T:2018)
英文版64:

http://www.asiatex.org/Uploads/File/2019/06/06/
u5cf88657e4cc9.pdf
中文版65:

http://www.asiatex.org/Uploads/
File/2019/06/06/u5cf8867280dfe.pdf

 《外国投资与合作环境保护准则》，2013
年。编制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MOFCOM）及原环境保护部

英文版66: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policyrelease/
bbb/201303/20130300043226.shtml

中文版67: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
bf/201302/20130200039930.shtml 

 《中国国际承包商社区参与手册》，2018
年。由商道纵横、中国国际承包商协会、亚

洲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和西蒙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联合编制

英文版、68:

http://en.syntao.com/syntaoEN/public/
uploads/20190114/05d0f00dae7e2a6e001c249 b2b962a
41.pdf

中文版。69:

http://syntao.com/syntao/public/
uploads/20181029/2e6a7e3035e2273d68e9275 7ab893f 
bc.pdf

 《中国企业海外森林可持续经营与利用指

南》（2009年）。编制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及（中国）国家林业局

（SFA）

英文版。70:

http://www.chinafile.com/library/reports/Guide-
sustainable-overseas-silviculture-chinese-enterprises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可持续性资源和网络

以下可持续性资源提供了宝贵的背景、信息和协

助。

绿色非洲目录

www.greenafricadirectory.org

非洲复兴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

可持续发展非洲

https://wesustain.africa/

http://www.asiatex.org/Uploads/File/2019/06/06/u5cf88657e4cc9.pdf
http://www.asiatex.org/Uploads/File/2019/06/06/u5cf88657e4cc9.pdf
http://www.asiatex.org/Uploads/File/2019/06/06/u5cf8867280dfe.pdf
http://www.asiatex.org/Uploads/File/2019/06/06/u5cf8867280dfe.pdf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policyrelease/bbb/201303/20130300043226.shtml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policyrelease/bbb/201303/20130300043226.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bf/201302/20130200039930.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bf/201302/201302000399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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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按可持续性范畴划分的免费电子学习课程

社会 经济 环境

人权与商业学习工具 (英语)   
由联合国全球契约开发 
http://human-rights-and-business-
learning-tool.unglobalcompact.org

人权与商业困境论坛(英语) 
由联合国全球契约开发 
https://hrbdf.org

体面劳动专题课程(英语) 
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培训中
心开发
https://ecampus.itcilo.org

童工专题课程(多种语言) 
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开发https://
www.ilo.org/ipec/Information 
resources/elearning/lang--en/index.htm

国际贸易中心开发的电子学习课程:

向银行申请融资 (英语)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
info.php?id=148

商业计划简介 (英语)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
info.php?id=304

考虑出口市场(英语)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
info.php?id=189

国际运输和物流简介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
info.php?id=277

更多课程，请访问: https://
learning.intracen.org/

资源高效的循环生产流程(英语、法
语、西班牙语)   
由国际贸易中心开发
将于2020年3月推出

企业与气候变化 (英语、法语)
由国际贸易中心开发
将于2019年12月推出

生存与环境(中文)
由山东科技大学开发
http://open.163.com/special/cuvocw /
shengcunyuhuanjing.html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文)
由清华大学开发 
http://open.163.com/special/cuvocw/
huanjingbaohu.html

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中文)
由华中农业大学开发 
http://open.163.com/special/cuvocw/
kechixufazhan.html

专栏4. 关于跨领域可持续性主题的课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2030年议程大规模开放式在线

课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9
个模块） （中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PD）开发

https://open.163.com/undpsdgmooc

ITC网络课程：

 标准在可持续供应链中的作用（英语）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info.php?id=205

 通过企业可持续发展提高竞争力（英语）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info.php?id=237

 标准和可持续性简介（英语）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info.php?id=206

 企业社会责任介绍（英语）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info.php?id=244

http://human-rights-and-business-learning-tool.unglobalcompact.org/
https://hrbdf.org
https://ecampus.itcilo.org
https://www.ilo.org/ipec/Informationresources/elearning/lang--en/index.htm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info.php?id=148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info.php?id=304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info.php?id=189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course/info.php?id=277
https://learning.intracen.org/
http://open.163.com/special/cuvocw/shengcunyuhuanjing.html
http://open.163.com/special/cuvocw/huanjingbaohu.html
http://open.163.com/special/cuvocw/kechixufazh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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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1：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

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
营养，促进持续农业

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促进所有年龄
段的福祉

目标4：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
进人人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

目标5：实现两性平等，赋予所有女性
更多的权力

目标6：确保人人都能享有水和卫生设
施的供应和可持续管理

目标7：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
可靠、可持续的现代化能源

目标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
增长，人人都能享有全面的生产性就业
和体面的工作

目标9：建设具有复原力的基础设施，促
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推动创新

目标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
平等

目标11：使城市和人类居住地区具有包
容性、安全、复原力和可持续性

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目标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
其影响

目标14：保护海洋、大海、以及海产资
源，进行可持续性利用，促进可持续发
展

目标15：保护、恢复并促进陆地生态系
统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地管理森林，
防治荒漠化；遏制、扭转土地退化；遏
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目标16：促进社会的和平与包容性，促
进可持续发展；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
的机会；建立各级有效、负责和包容的
机构 

目标17：加强落实手段，振兴全球可持
续发展伙伴关系

附录I
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联合国成员国在2015年通过的一

套目标、目的和指标，为国际发展议程和政治政策

提供了框架。企业也应采取行动来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具体做法如下：

� 使其策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的目标、目的

和指标相一致

� 管理、衡量他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所做

出的贡献。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如需了解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多信息：





可登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官方网页：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menu=1300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南《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行动指南》（英文版）79：

https://sdgcompass.org/wp-content/uploads/2015/12/019104_SDG_Compass_Guide_2015.pdf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南《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行动指南》（普通话

版）80：https://sdgcompas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SDG_Compass_Guide_Chinese.pdf

https://sdgcompass.org/wp-content/uploads/2015/12/019104_SDG_Compass_Guide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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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针对投资于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公司的框架和
准则汇编

联合国全球契约的10项原则

人权

原则1: 企业界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

原则2: 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劳动力

原则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有并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原则4: 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

原则5: 切实废除童工；

原则6: 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

环境

原则7: 企业界应支持采用预防性方法应付环境挑战；

原则8: 采取主动行动促进在环境方面更负责任的做法；

原则9: 鼓励开发和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

反腐败

原则10: 企业界应努力反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和贿赂。

详情参考: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what-is-gc/mission/principles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what-is-gc/mission/principles


38

附录 – 其他可持续性措施

全球契约的粮食和农业企业原则

1.粮食保障、卫生和营养的目标

企业界应支持优化生产、尽量减少浪费的粮食和农业系统，为所有人提供

营养、促进健康

2.对环境负责

企业界应通过负责任地管理农业、牲畜、渔业和林业来支持粮食系统的可

持续强化，满足全球需求。他们应保护环境、改善环境

3.确保经济可行性以及分享价值

企业界应从农民到消费者的整个食品和农业链中创造、交付和分享价值。 

4.尊重人权，创造体面的工作，帮助社区茁壮发展

企业界应尊重农民、工人和消费者的权利。他们应该提高生计，促进和提

供平等的机会。

5.鼓励良好的治理和问责制

企业界应依法、负责任地行事，尊重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利，避免腐败，在

活动面前光明正大并认识到活动的影响。

6.促进知识、技能和技术的获取和转让

企业界应促进获得信息、知识和技能，使粮食和农业系统更可持续。

参见：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take-action/action/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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