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集团可持续天然橡胶采购政策

汉诺威，2018 年 10 月 16 日
1. 简介

1.1 大陆集团的可持续性
正如我们的企业愿景与使命所述，大陆橡胶集团知道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承担的相关责任。我们
的目标是积极推动可持续
发展。我们认为“彼此信任、全力拼搏、自主而为和同舟共济”等企业价值观使我们能够为所有利益相
关者以及所处社会创造可持续的
价值。
对于大陆集团 (Continental) 而言，以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包括遵守法律、保护资源、推动气候和
环境保护，同时履行我们对员工、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和社会的责任。大陆集团强烈支持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出的愿景，大陆集团因此参加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并且支持契约中有关人权、劳工标
准、环境保护和打击腐败的十条原则。我们发布了一些相关文件，并以这些文件的思想作为所有商业互
动的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 (BPCoC)》、《供应商要求手册》。大陆集团的企业
精神与道德标准（例如正直、诚信和遵守法律）在行为准则、立足之本、环境安全和健康政策和公司治
理原则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大陆集团坚信，可持续的商业实践有助于提升创新能力和满足未来的需求，从而为公司和社会增加价值。
1.2 大陆集团在天然橡胶采购方面的角色
天然橡胶 (NR) 的种植、收获和加工为价值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参见第 3 节）。
在全球需求不断增长的大背景下，重视整个价值链的可持续性，降低劳动者、社区、森林、生物多样性
和耕地面临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清楚自己承担的责任，
我们以积极且负责任地推动可持续天然橡胶 (SNR) 产业的发展为目标。
大陆橡胶集团是天然橡胶的消耗大户。虽然通常不会直接与从事相关农业活动的群体打交道，但我们一
直致力于在天然橡胶价值链中开发、推广和实施可持续和负责任的采购。该政策旨在为大陆集团天然橡
胶供应链中的价值链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简明的责任框架。因而成为了共同推动建设更具可
持续性的天然橡胶价值链的起点。

2. 大陆集团对可持续天然橡胶 (SNR) 的承诺
我们致力于不断加深对 SNR 相关开发领域的了解，将知识转化成解决方案，并降低风险和促进供应商
创新。大陆集团
明确了六大发展领域：
2.1 与供应商和农民合作
大陆集团认为，了解价值链（尤其是上游）中的现行做法是努力实现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
大陆集团将持续审核、扩展和升级相关流程，并探索和测试能够反映潜在风险和上游负面影响的备选方
案。因此，
我们实施了众多行动计划、项目和活动来确定和研究解决方案，以逐步改善行业现状。
我们推动和支持信赖的合作伙伴实施的相关项目和行动计划，向农户传授负责任且高效的天然橡胶种植
知识。因此
我们主动寻求与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直接或间接业务合作伙伴和产业平台进行合作，以帮助教育
天然橡胶种植户，使其采用最佳农业实践。我们确信，由此带来的橡胶质量和产量的提高将有助于增加
农户收入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与合作伙伴一道，我们于 2018 年在印度尼西亚启动了一个旨在提高天然橡胶供应链可持续性的试点项
目，得到了当地供应商的支持。项目的目标是为天然橡胶的可持续生产编制了一份标准目录；根据这些
标准对农户进行可持续生产培训；以及追踪从小农到大陆集团最终成品的橡胶生命周期。从这些项目中
获得的经验将用于与供应商的进一步合作。
2.2 利益相关者参与
大陆集团承诺与天然橡胶价值链中的本地和国际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展开深入合作和对话（参
见第 3 节）。我们加入了多个产业级的平台，

以期制定公认的全球可持续天然橡胶指南和原则。因此我们与其他轮胎生产商一起参加了一个产业级的
项目，共同确立坚实的标准框架来确保在全球推广可持续的采购实践。作为该轮胎产业项目的一部分，
我们计划推出一种环保理念，修复因不可持续的天然橡胶产业相关活动而遭到破坏
的生态环境。
2.3 提高可追溯性
鉴于橡胶供应链的复杂性和依赖大量小农户的分散性，
大陆集团承认目前在实现整个价值链的全程追踪方面尚存在诸多困难。但我们承诺参与并确保我们的业
务合作伙伴参与这项工作，建立具有明确标准的审计和验证流程，
影响未来的战略采购决定和策略。大陆集团的目标是实现工业种植园橡胶的全程追溯，
并打算通过基于风险的方法，推动复杂小农供应链的全程追溯。
2.4 节约资源
我们旨在通过延长产品寿命的研发活动来保护资源，例如通过改善橡胶的耐磨性或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客
户在
理想的条件下使用产品。此外，还可以通过智能产品设计（例如减轻轮胎质量）来降低天然橡胶消耗量。
在生产过程中，
我们持续致力于尽量减少废物产量，以及开发重复利用潜在废弃物的流程。
2.5 回收利用
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些回收流程，包括回收材料的使用和生产以及多余生产材料的返工。大陆集团的翻新
与循环利用 (ContiLifeCycle) 工厂 目前仍然是全球唯一一家在同一场所内进行轮胎回收和翻新的生产工
厂，
这为行业奠定了新的可持续性标准。我们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回收材料在产品中的使用比例。
2.6 确定备选的天然橡胶 (NR) 供应源
为了满足天然橡胶需求的预期增长，我们联合外部合作伙伴，对源自橡胶草的 Taraxagum® 橡胶进行了
研究。橡胶草也可以在温带地区种植，采用现有农业用地，从而大幅缩短将原材料运送至一些主要生产
基地的距离。此外，橡胶草的种植面积可以每年进行调整，因而可以更灵活地应对天然橡胶需求的波动。
3. 一般采购原则 - 供应商要求
大陆集团要求内部员工和供应链合作伙伴在经营中遵循道德标准，遵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我们反对各
种形式的主动和被动贪污贿赂行为。
我们要求直接供应商（业务合作伙伴）遵守我们的 BPCoC。此外，我们还希望业务合作伙伴在他们自
己的供应链中推广 BPCoC。为确保所需的相关性和有效性，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对价值链中的所有参
与者予以认可，并将他们纳入到维护业内可持续做法的努力当中。上述参与者在价值链的一系列流程中
开展经营活动，可划分至以下某个或多个利益相关者小组：
上游：
›生产商，包括进行橡胶树收割的所有个人或公司。据估计，全球约 85% 的橡胶树种植地均归小农户
（通常称为“小农场主”）所有。
›经销商或中介，包括从事天然橡胶收集、购买和交易的参与者，介于生产商和加工商之间。根据具体
地区和国家，经销商分为多个层级。
› 加工商，包括直接从生产商或经销商处购买天然橡胶原料，然后加工成橡胶用于制造各行业产品的工
厂。
› 贸易商，包括从事已加工天然橡胶交易的经纪商，介于加工商和制造商之间。
中游：
› 制造商，包括将天然橡胶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的公司。
下游：
›客户，包括使用上述制造商的成品或半成品的使用者。大陆集团处于此供应链的中游。

4. 环保原则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公司，大陆集团致力于与业务合作伙伴共同保护环境。保护森林对于减缓气候变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确保提供清洁的水源至关重要。大陆集团支持旨在实现零森林采伐的活动。我们希望
供应商核实原料来源，确保符合我们的原则，并敦促他们在橡胶种植方面推广良好的农业实践。水资源
短缺的影响日趋严重。因此，我们希望直接供应商实施和推广节水和循环用水举措，从而减少耗水量。
此外，
还应有效管理天然橡胶加工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资源，并按照适用法律对该过程产生的副产品进行负责任
地处置。
我们要求业务合作伙伴在其经营活动中遵守以下原则，并希望他们努力遵循整个价值链中的各项原则：
› 保护高碳储量林区。
› 保护高保护价值区，包括社会和文化价值较高的非林地区。
› 保护生物多样性。
› 保护各种深度的泥炭地。
› 严禁在准备新种植、再种植或其他任何开发活动中使用明火。
› 采用节水流程，保护淡水资源
5. 社会原则
大陆集团严格遵循《联合国工商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 (UNGP)》的要求，致力于尊重和促进人权保护，
尽可能采取最佳的社会实践，
并尽量减少其自身业务活动的潜在负面影响。
5.1 尊重土地所有制与冲突解决方法
大陆集团承认并尊重当地社区和个人的使用权、习俗权和相关权利，以及任何适用的国家土地使用法律。
大陆集团不会故意直接或间接助长非法占用土地而损害当地社区的行为。根据此承诺，大陆集团要求其
天然橡胶供应链中的参与者建立经营场所和/或改造种植园和/或工业场地，以便与当地社区有效接触，
从而遵守联合国森林减排方案 (UN-REDD) 中规定的“自主、事先和知情同意 (FPIC)”原则。
除此之外，大陆集团要求其业务合作伙伴在各自的经营活动中遵守以下原则，并希望他们努力遵循整个
价值链中的各项原则：
› 尊重人们的土地使用权，包括确保获得农地和农产品，
› 给予土地和农产品使用权，
› 坚决反对和避免任何侵占土地的做法或方式，
› 向当地社区提供公平的补偿，以便采取保护措施和/或进行土地商用。

5.2 改善工作条件
我们要求天然橡胶上游供应链所有参与者，特别是直接业务合作伙伴以及工业种植园，遵守国际劳工组
织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权利 (ILO)，其中包括：
› 自由结社权和承认集体谈判权 (ILO C87 & C98)。
› 对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抵债劳动或强制劳动零容忍 (ILO C29 & 105)。
›对各种形式的童工零容忍。供应商必须遵守适用的当地童工法律，仅雇佣满足当地最低法定
年限的工人。如果当地未制定此类法律，供应商不得雇佣未满 15 周岁的儿童。如果当地的最低法定年
龄低于 15 周岁，则根据 ILO 规定的各项要求 (ILO C138 & C182) 雇佣劳动者。
›避免任何形式的性别、年龄、种族、性取向、信仰、民族血统或伤残歧视 (ILO C100 & C111)。此外，
我们希望业务合作伙伴和工业种植园根据行业最佳实践提供恰当的工作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签订书面雇佣合同；
› 薪酬至少等于该国同等工作的最低工资 (ILO C131)；
› 保障公平的工作时间，透明且可靠地记录所有工人的工时和工资；

› 尊重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特别是采用道德的招聘做法，包括不得直接或间接向劳动者收取招聘费用；
› 采用适当的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预防、评估和管理标准；
› 执行相关政策，以预防和纠正任何形式的骚扰和虐待行为。
6. 治理与监督
6.1 政策执行
大陆集团要求其业务合作伙伴在各自的经营活动中遵守本政策中的所有规定，并希望他们努力遵循整个
价值链中的各项原则。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不遵守本政策的业务合作伙伴将被要求执行强制性的
改进措施。若不履行改进措施，可能会导致业务关系终止
。若因不遵守本政策而招致负面影响，我们将尽力改善情况。借助外部合作伙伴的支持，大陆集团将进
一步改善其采购流程的评估，以反映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和影响。我们保留按照 BPCoC 进行实地视察
的权利。
我们设立了合规与反腐败热线，任何人均可以匿名形式，直接举报与本政策中所述相关的投诉、不合规
行为、欺诈行为
和其他违反道德的行为。
6.2 通信
本政策将提供给天然橡胶供应链中的所有直接业务合作伙伴。我们希望直接合作伙伴在各自的供应链中
自上而下地推行本政策。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通过大陆集团网站提供本政策。大陆集团保留在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中，根据需要随时更新、
强化或变更本政策的权利。我们将
根据本政策制定有助于政策执行的内部指南和操作说明。我们的目标是在《可持续性报告》及网站中定
期更新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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