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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回答经关于STRT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如果您在咨询此常见问

题后仍有问题,请使用社会责任联盟网站上的表格与我们联系。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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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T是在2016年底开发和推出的作为一个普遍接受的

行业范围内的模板,用于收集和共享奴隶制和人口贩运

风险以及跨供应链的合规相关数据。STRT还能用来提

高供应商的响应率，使用简洁、高质量的数据来最大

限度减少供应商的负担。

3.	 STRT如何支持人口贩运和奴隶制合规计划？
数据是奴隶制和人口贩运尽职调查的关键。 尽职调查

的核心是风险评估、风险缓解、供应商参与和公开披

露打击奴隶制的努力还有人口贩运。STRT支持所有这

些公司和供应商的尽职调查。

4.	 STRT能帮助公司遵守哪些法规和报告框架？
STRT支持组织根据所有主要的供应链相关的奴隶制和

人口贩运立法开展合规工作，例如：

 n U.S.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FAR) Final Rule on Combating Trafficking  
in Persons (52.222-50).

 n UK Modern Slavery Act (Section 54  
— Transparency in Supply Chains).

 n California Transparency in Supply  
Chains Act (SB 657).

 n French Corporate Duty of Vigilance  
Law (2017-399).

 n 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 (Title III).

 n EU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n Australia Modern Slavery Act.

STRT还有助于组织进行披露关于国际公认的强迫劳动

与全球报告倡议等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相关的指标。

5.	 谁可以使用STRT？
世界各地各种规模和部门的组织正在使用STRT收集和

分享奴隶制与人口贩运风险和合规有关的问题供应链中

的数据。今天，它已经达到超过10,000个组织。 这包

括2,600家根据加州供应链透明度法案需要披露的公司

(SB657)，根据英国现代奴隶制法案第54条要求披露的

12,000公司，以及所有的公司授予已签发的380万份合

同中的一项或多项由美国政府在2015年。这也包括约

定义：
风险评估

STRT帮助组织评估供应商的风险和合规性。 它通过收

集供应商缓解风险活动的数据来评估供应商在相关方

面的活动实力及其风险暴露。

风险缓解

通过STRT收集的数据给组织关于如何帮助供应商更好

地降低人口贩运和奴役风险的可操作见解，以及提高

合规性。它还使组织能够使用基于风险的方法更好地

定位他们的审计，声明的内容可以反馈到审计本身。

此外，它为组织提供了洞察力关于如何改进自己的供

应链实践，包括他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以保护工人

反对劳动侵权行为。

供应商参与

将供应商纳入风险评估，可以帮助企业在其供应链内

促进有效沟通并提高供应商的承诺意识，以解决人口

贩运和奴隶制风险。

公开披露

START帮助组织制定有效的报告及符合最佳实践标准

的公开声明。

第1部分：关于奴隶制贩运风
险模板
1.	 什么是STRT？

STRT是人口贩运和现代交换模板奴隶制的免费开源标

准数据。组织可以使用它来调整供应商的标准做法，

帮助他们遵守法规，改善公开披露，建立透明度以响

应外部审查。

2.	 为什么要开发STRT？
组织现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律及其他要求，通过收集

供应商风险和合规相关数据和资料预防和减轻供应链

中的人口贩运和奴隶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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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个根据澳大利亚现代奴隶制法案2018需要提交报

告。更广泛地说，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运作的公司

也在使用STRT，其中76％已经或正在制定公司关于环

境、社会和治理问题需要披露的要求。

6.	 人口贩运和奴隶制条例是否建议公司使用此
模板？
上文（问题4）所列的条例中没有一项是对模板提出任

何具体建议组织使用作为其合规性的一部分努力。然

而，所有这些法律鼓励，并在有些情况下需要，组织进

行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核心是风险评估，风险减缓措

施、供应商参与和公开披露。STRT的开发是为了支持

组织和供应商与所有这些重要的行动，帮助他们与标准

做法保持一致。

7.	 谁在维护STRT？
STRT发展委员会积极维护并更新STRT，以确保它反映

新的研究和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发展委员会是一个多

方利益相关者，基于共识公司、民间社会、法律和审计

联合会公司和各行业利益相关者。发展委员会接受提名

对于某些利益相关方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如果您有兴趣

加入该倡议，请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8.	 为什么STRT设计为基于Excel的调查？
STRT是以基于Excel的格式创建的让供应商高效、轻松

地完成、分享并更新模板。 它还允许组织轻松整理和

分析供应商的数据，鉴于它与内部和外部IT很好地集成

合规系统。

9.	 我在哪里可以下载STRT？
STRT可免费下载在 sraglobal.org.

第2部分：使用STRT模板来
调查供应链
10.	我需要向供应链中的谁收集STRT？

组织该跟哪一个合作伙伴先联系将取决于其供应链的复

杂性和规模、资源、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合规要求、内

部承诺以及当前的合规和风险评估做法。在进行此评估

时，组织应考虑可能不是服务提供商包括在传统的供应

链风险评估中。然而，可以提出奴隶制和人类的显着风

险贩运（例如办公室清洁工、劳工或食堂工，以及建筑

和招聘服务）。组织可以利用STRT评估供应链各个层

面的风险。

11.	我需要多久向供应商收集一次STRTs？
组织应该每年邀请供应商参与并且从供应商处收集更

新的统计数据跟踪供应链风险。STRT发展委员会每年

更新模板，以反映来自美国部门的国家人口贩运报告

最新风险数据。通过收集每年STRT的数据，组织可发

布更新的年度报表，开展高效尽职调查、审查和改善

其合规性根据需要制定计划并显示在前几年STRT评估

的发展。 

然而，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承诺可能会缩短或延长他们从

供应商那里收集数据的频率。供应商应该向他们的客户

寻求指导意见。

12.	如何让我的供应商提交他们的STRT，如果我
的供应商提供不完整或无效的STRT，或者根
本没有提供STRT，我该怎么做？
公司可以使用一系列策略来实现好得STRT响应率. 这

些包括:

 n 明确界定和宣传组织贩运人口和奴隶制标准、期望

和要求与可疑交易技术报告的发送同时进行。

 n 将这些标准、期望和要求作为更广泛的人权运动的

一部分而不是您自己公司的个人行动。

 n 在通信中包括供应商接收订单的集团名称（例

如：业务单位，工厂名称），以确保他们认可您

的公司。

 n 用供应商理解的语言进行沟通。

 n 为供应商提供获得支持和资源以协助完成STRT。

 n 强调STRT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供应商负担。

如果您的供应商提供不完整或无效的STRT,或未能提交

STRT给你，你的公司可以采取几个步骤，包括:

 n 跟进电子邮件或对话，传达完成的重要性，并解决

他们在完成STRT时可能面临的任何挑战。

 n 为供应商提供额外资源以支持完成STRT。

 n 为供应商提供有关供应链中人口贩运政策和行为准

则的培训。

http://www.sra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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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供应商一直未能提交完整的STRT，您可以选

择自动将其评为”高风险”，并根据您的尽职调查策略

采取适当的后续步骤。

13.	如何验证供应商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
通过提交STRT，供应商宣布提供的信息是准确和完整

对于最好的他们的知识。 供应商必须提供直接链接到

每个支持文档相关的问题，或者如果直接链接不可用,

如果客户要求他们必须提供支持文件。就像所有的自

我披露，STRT是为了通知,并得到进一步风险评估工作

的支持例如数据三角测量、审计结果和举报热线。 供

应商应注意他们可以根据中提供的答案进行审计他们

STRT披露。

14.	数据验证算法是否内置于STRT？
是的. 这些算法确保提交的答案是适当的，并确定关键

问题。 例如，无效或不完整的问题将在STRT的Review

选项卡中突出显示。

15.	风险评分算法是否内置到STRT？
不。STRT中的每个问题都提供了潜在风险或没有潜在

风险的答案选项，但最终由您根据组织的需求和优先

级来决定您的整体风险评分系统。 如果您需要关于风

险评分的支持或建议，请访问我们网站的资源页面或

联系我们。

16.	如果我的供应商被确定为高风险,中等风险还
是低风险，我该怎么办？
一旦您从STRT中使用供应商响应来识别高风险供应

商，您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降低这些风险。理想情

况下，将为所有供应商，包括低风险供应商制定持续

改进计划。 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重点应主要放在高风

险或一贯没有反应的供应商。所采取的行动应根据公

司的能力、资源和与供应商的关系来确定，并且可以

超越供应商直接参与，扩展到双边和多方利益攸关方

的倡议。

第3部分：供应商与STRT
17.	为什么要求我提交STRT？

您被要求完成STRT，因为您的客户处于一个或多个奴

隶制和人口贩运法规的范围内，并且/或者他们正在收

集数据以满足自己的内部标准和承诺。被要求您的客户

提交STRT并不意味着您的客户怀疑您从事奴隶制和人

口贩运活动。这只是一个模板，您的客户正在使用作为

他们更广泛的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努力解决和减轻供应链

中奴隶制和人口贩运的风险 。

18.	什么是有效的证明文件？
如果证明文件与所要求的文件类型（例如政策或行为

守则）相匹配，并且具有官方性质，则证明文件是有

效的。 

19.	供应商如何向客户提供支持文件？
请在模板中为每个相关问题提供指向支持文档的直接链

接，或者如果没有直接链接, 请提供支持文件。大多数

客户要求其供应商在STRT提交时提交任何支持文件。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或需要澄清本文档中提供的任何常见问题解答，请访问我
们的网站sraglobal.org 或联系社会责任联盟info@sraglobal.org

http://sra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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