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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解释 

成熟度声明（MD）：即以前的“独立评估”，成熟度声明是审核员对管理体系成熟度的评估。问

题和答案与 SA8000 自我评估相同，允许您进行基准测试和比较。 

问答报告：自我评估和成熟度声明（以前称为独立评估）的结果被汇编成问答报告，可在平台下

载。 

社会指纹系统（SF）：一套帮助组织衡量和改进其社会绩效管理系统的工具。这些工具已被整合

到 SA8000 认证过程中以增强 SA8000程序。这些工具是 SA8000 自我评估和 MS 成熟度声明。 

SAI 数据库：为 SA8000审核相关活动提供的全新在线平台，目前包括了自我评估和成熟度声明

（MD）。不久新的 SA8000 审核工具和数据集也将被包括在内，并允许您与买家和合作伙伴连接，

轻松共享这些数据。这个数据库与 SAI 培训中心的 SAI 培训、能力建设工具和研讨会（如 SA8000

初级课程和 SA8000 高级课程）是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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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及背景 

SAI 数据库 

为了提升认证系统对所有参与方的价值，SAI 投资并继续开发新的 SAI 数据库在线平台。该平台将

允许系统所有用户访问统一的 SA8000 审核数据。通过 SA8000 认证的公司可以向其买家和商业合

作伙伴提供数据访问权限，对其审核结果进行自我评估和分析，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出改进。

采购商和合作伙伴可以方便地实时查看其供应商的认证状态，监控不符合项，并分析审核数据。 

时间表 

SAI 数据库正开始分阶段启动，平台初始期的“软启动”（阶段 1）允许访问自我评估和成熟度声

明。完整的审核数库将在几个月内提供。 

SA8000 与社会指纹（SF）方法论 

自 2014 年修订以来，SA8000 认证流程整合了定制版的社会指纹（SF）工具，帮助组织持续衡量

和改善其社会绩效管理体系。SF 工具还帮助组织建立对 SA8000 管理体系要求的理解，并提供开

发有效管理体系的框架。 

认证过程中包括的工具有： 

 自我评估：由申请 SA8000 认证的组织完成，自我评估有助于组织了解其管理体系的成熟

度。 

 成熟度声明（以前称为“独立评估”）：由认证机构的主任审核员完成，独立评估是对组

织管理体系成熟度的验证，有助于组织识别其管理体系的强项与弱点。 

完成自我评估和独立评估后，组织的管理体系得分从 1 分到 5 分。此分数与评价图上的成熟度级

别相关，可帮助组织制定行动计划以改进其实践。 

这些工具与 SA8000 的认证程序并不分离，在 SA8000 认证周期的特定时间内，应完成自我评估和

独立评估。您的认证机构将能够帮助您了解认证周期内的期望和要求。 

  

mailto:sa8000@sa-intl.org


 

5 

©2020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SAI). All rights reserved. 
Please contact SAI at sa8000@sa-intl.org regarding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s in these instructions. 

2. 创建 SAI 数据库账户 

SA8000 自我评估仅在 SAI 数据库中可用。所有致力于 SA8000 的用户必须创建您的 SAI 数据库帐

户，以访问自我评估和最终 SA8000审核数据信息。 

请为每个持有的 SA8000证书单独创建一个帐户。如果您有多个证书，请确保区分每个帐户名，如

“Bob's Plyers”和“Bob's Plyers–Mexico City”。 

平台和自我评估目前支持四种语言（英语、中文、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请在注册并登录后单

击右上角的小旗选择您的语言。 

自我评估必须在第一阶段和重新认证审核之前完成。 

1. 请点击下面的链接，或直接复制粘贴到您的浏览器：www.database.sa-intl.org 

2. 您将看到下面的屏幕显示： 

点击“在这

里注册”按

钮进入注册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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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写在线表格，使用您独有的信息创建您的 SAI 数据库帐户： 

 

 

4.填写完信息后，点击“提交”，系统将提示您在访问帐户之前将验证电子邮件地址并创建密

码。登录到您的电子邮件并点击邮件里的 SAI 数据库链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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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录后您将看到以下主屏幕： 

 

6.登录后，您可以执行许多操作，如完善个人资料、添加同事帐户、连接认证机构以及进行自我

评估。下面我们将介绍这些步骤： 

mailto:sa8000@sa-int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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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个人资料填写 

1.第一步，请在 SAI 数据库中填写您的公司简介。您可以单击起始页上的链接或单击侧菜单

上的按钮来操作。 

2.然后进入下面的页面： 

 

3.名单上应该只有贵公司的名字。点击它，它会把你带到你的个人资料。单击“编辑”按钮

可以对其进行更改。 

 

 

  

 

请注意，任何时候如果您想使用更大的屏

幕，可以单击此箭头以放大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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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整填写公司资料。包括员工人数统计、工资和工时等信息。请注意，以后审核员会单独

独核实审核信息，并能够在审核期间自行更改您公司的资料数据。 

mailto:sa8000@sa-int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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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认证机构建立联系  

1. 如果贵公司正在与认证机构（CB）合作，您可以连接到他们的部门，以便审核机构可以查

看贵公司信息，并且审核员可以完成成熟度声明，这在将来可以让审核机构更好地分配审

及审核工具。 

2. 您可以点击开始页上的链接或单击侧菜单上的“公司”>“认证机构”来连接认证机构。 

3. 然后您会进入到以下页面：列表应该是空白的，您可以点击“添加”按钮添加审核机构： 

 

4. 在下一个屏幕上，您只需在“认证机构”搜索栏中键入名称并选择正确的部门，即可找到

贵公司的认证公司。确保贵公司与审核机构确认过你们应该在哪个部门。 

 

5. 然后，点击“保存”。不要编辑“开始日期”或添加“结束日期”。关系将被设置，如    

果您的审核机构要求您，或者如果您转移到其他审核机构合作，您随时都可以返回并编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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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行并购买 SA8000 自我评估 

1. 与 SAI 培训中心不同的是，在 SAI 数据库中，您在继续付款之前执行自我评估。为此，您可以点击

起始页上的链接或单击侧菜单上的按钮。 

2. 在此屏幕上，点击“添加”按钮开始新的自我评估。 

需要注意的是，审核员将不再查看自我评估。这个练习只有贵公司才能看到。它应被视为一项能

力建设和基准工作。您应该如实回答，以便获得最大的利益。 

您可以随心所欲地执行多次，可以返回，更改你的答案，并研究每个答案如何对应于管理系统成

熟度的级别。审核机构只需确保您在第 1 阶段或重新认证审核之前的 6 个月内完成并支付了自我

评估费用。此信息将显示在您的个人资料中。 

3. 在“自我评估”屏幕上，每个类别（9.1、9.2 等）被分成若干部分，您可以使用下拉列表

在它们之间自由导航。 

 

4. 完整填写自我评估，确保回答尽可能真实。确保贵公司有合适的人参与这个过程。SAI 数

据 库的灵 活性允许您在各个部分之间自由导航，并以对组织有意义的速度和顺序回答问

题。 

5. 完成后，点击“保存”。然后，您可以选择存为草稿或另存为已完成并前往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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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存后，如下所示，在“常规信息”选项中点击“继续付款”按钮； 

 

7. 从支付门户网站，填写您的信用卡信息并进行支付。如果您需要发票或通过电汇付款，请

通过 billing@sa-intl.org  联系 SAI 收费部。 

 

mailto:sa8000@sa-int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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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旦付款完成，系统将做两件事。首先，它会在您的公司简介中注明你的完成日期。这是

为了审核机构可以确保您在第一阶段的 6 个月内完成 SA 或者是重新审核。其次，它将允

许您生成问答（Q&A）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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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可能从培训中心平台熟悉本报告。它允许向用户提供每个问题、与之相关的所有可能答

案、所选答案和分数。新的 SAI 数据库使该报告可供认证公司使用。这允许贵公司用它来

比对您的成熟度在哪里，并考虑成熟系统中缺少哪些方面并加以改进。您可以用多种格式

打印或保存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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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数据库功能（包括阶段 2 和阶段 3） 

SAI 数据库还有许多其他功能和数据集，获得认证用户可以从侧菜单获得。 

 文档-用户可以在这里下载与 SA8000认证相关的工具、资源和指导文件。 

 认证状态–您的认证机构会在这里更新贵公司的认证状态信息。 

 SA8000 审核（第 1/2 阶段）–审核数据都集中在这里。对于第一阶段，您可以在这里查看

为贵公司完成的任何时候的“MS 成熟度声明”（正式声明）。 

o 在平台的下一阶段，审核员将使用平台上的统一 SA8000 审核工具进行每次现场审

核。这将创建一个数据集，创建一个不符合项报告（如果有），并生成一个汇总审

核报告。所有相关数据都将在这里提供给贵公司，供您在系统中查看和应用。 

 品牌关系（第 3 阶段）－ 一旦我们完成了阶段 1 和阶段 2 的功能，我们将增加您的买家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创建客户和直接与您联系的能力。然后，您可以授予他们访问您的数据

和报告的权限，从而简化并更便捷地共享您的认证状态和数据集。 

mailto:sa8000@sa-int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