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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和标准
提升竞争力
UNIDO工具箱工具箱 





序言序言

对支持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发展 (ISID)的需求不断增长，
作为回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协助各国提高当地
生产能力，从而增强经济竞争力。ISID 对减少贫困和实现其
他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体现在UNIDO 的使命中，可持续发展目
标 (SDG) 9 充分认可这一使命，即“建设有韧性的基础设施，
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化并促进创新”。发展中国家在迈向
经济繁荣道路上可以采取的最实际步骤之一是建立质量基础设
施 (QI) 系统，这是繁荣、健康和福祉的基础，最终有助于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QI 是一个帮助政府在工业发展、全球市场贸易竞争力、自然
和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食品安全、健康、环境和气候变化等
领域实现政策目标的系统。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揽子解决
方案，以满足一个国家的公民、客户和消费者以及为他们提
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需求。QI 系统涵盖政策、
机构、服务提供商以及对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增值使
用等重要方面。它依托于计量、标准化、认证、合格评定和
市场监督。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由于在证明其遵守质量
要求和贸易规则方面存在困难，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和国际
价值链的能力往往受到限制。

50 多年来，UNIDO一直支持全球 QI 系统的建立和升级。它
通过制定与质量相关的政策和良好治理战略，加强计量、标
准化和认证服务，建设合格评定能力，提高私营部门的竞争
力和提高质量意识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此背景下，UNIDO知识中心作为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平台，
特别是通过强化 QI 系统和解决贸易相关挑战，支持各国经
济繁荣发展。

《以质量和标准提升竞争力》的工具和方法目录介绍了
UNIDO的独特资源集——最容易通过UNIDO知识中心获
得——用于通过应用质量和标准来增强竞争力。

这些资源为政策制定者（例如提供信息以促进政策和决策制
定）、QI 机构和合格评定机构（例如评估和加强 QI 机构提
供符合市场需求的合格服务的能力）和生产者（例如提升他
们的合规需求）提供相关的信息。

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阅读指导文件以实施特定的方法、
标准或任何其他实践，而交互式在线工具有助于以易于理解
的方式将有用信息可视化。在线培训课程为不同的利益相关
者提供自定进度的学习材料，而评估工具有助于评估现状、
找出差距，从而促进相关机构和/或私营部门参与者的相关能
力建设。

我们邀请您探索 UNIDO 为帮助各国实现 ISID 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而开发的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质量基础设施 
(QI4SD) 
指数

在过去50年中，发展中国家从多个发展援助机构获得技术
援助，以改善本国和地区QI体系，包括标准、计量、认证、
合格评定和市场监测，这些都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
生活的重要工具。虽然对QI体系的支持持续发展，但现代化
带来了更多新的挑战，比如与气候变化、移民、全球贸易和
科技快速变革相关的挑战，这些挑战正在冲击生活的各个方
面。

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和持续的面对这些挑战，QI必须快速进
步，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给予重新思考，这些思考应特别关
注国家和地区的QI体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SDGs方面的匹
配度。

在技术不断进步中，QI机构和服务需要强化和拓展以满足新
要求，帮助消费者做出明智选择，鼓励创新和良好实践，引
领工商业使用可持续的技术和流程。QI4SD指数将表明QI对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以及对其进行投资的重要性。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基础设施（QI4SD）指数致力于建立
一个指标框架，总结一个国家和地区质量基础设施(QI)支持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体准备情况，提供充分的可对比信息来
测量随着时间推移取得的进展、设计针对性支持措施。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质量基础设施
体系适用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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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关键是把QI与可持续发展范式联系起来，特别是连接
SDGs的三根支柱：繁荣（经济维度）、人民（社会维度）
和地球（环境维度），这是因为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需
要QI体系来创造繁荣、满足人民基本需求、保护环境，并因
此为可持续发展整体做出贡献。

QI4SD指数从6个维度来分析QI，分别是标准化、计量、认
证、合格评定、市场监管和政策，每一维度都编制相应指标，
然后将这些指标与SDGs三个支柱联系起来，这些指标可以测
量QI每一部分对每个SDG支柱的贡献。这将允许：

» 快速评估一个国家和（或）地区QI体系满足可持续发展需
求情况；

» 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对比，并将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考虑
在内；

» 分析任何给定国家的强项和短板，解决问题的方向，以建立
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国家QI体系，跨越下一里程碑；

» 建立关于国家和（或）地区QI体系的动态观测，以测量并
改进干预措施的效果、明确质量治理的良好实践；

» 对单一QI维度进行基准测试，促进持续改进和相互学习。

在编制指数时，UNIDO与质量基础设施国际网络(INetQI)成
员合作，讨论并验证指标，确定采集数据的方式。QI指数和
记分牌少之又少，全球质量基础设施指标数是唯一基于上述
原因建立的一个综合指数。QI4SD指数建立在这一指数、其
他现有工具（如 PTB-世界银行综合诊断工具）及UNIDO现
有贸易标准合规报告（TSCR）之上，系统测量选定国家QI
发展水平及其QI的组成部分。

QI契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相关信息可作为一种有用投入，支
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进程和国家行动计划，加强全
球技术合作项目的协调。QI4SD指数是可供普遍使用的公共
产品。 换而言之，我们期望关于QI对SDGs贡献的更多信息
以及测量国家QI适用性的能力，将有助于更好分配稀缺资源
和衡量进展，在长期带来进步和创新。这种开源信息可用来
进行二级分析，鼓励和支持知识创造，使国家以更有效和高
效的方式沿着发展阶梯前进。

该工具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https://hub.unido.org/  

https://hub.unido.org/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制定实验室政策指南是包含实验室具体信息的指南文件，为
政策制定者提供以经验为基础的指导原则和良好实践，对设
计和发展可持续的、适用的实验室政策提供支持。

该指南是一个衍生产品，进一步完善了现有UNIDO质量政策
工具组合，包括质量政策指导原则，技术指南和实践工具。

它列出了成功制定和实施实验室政策所需要的三个方面：

 » 宏观层面（政策层面）：指南明确了制定实验室政策的
指导原则；

 » 中观层面（机构层面）：指南分析了提高实验室检测和测
量数据可信度所需要素，包括对实验室工作的适当认证；

 » 微观层面（运行层面）：指南指出并分析了过去支持发展
和强化实验室时出现的共性问题。

该指南帮助国家制定和实施各自的实验室政策，使这些国家
可以在UNIDO实验室能力建设相关方面的良好工作基础上，
建设适用的、高效和有效的实验室能力。

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和强化其实验室基础设施时也面临其他对
可用公共资源的紧迫需求。这会导致无意中的稀缺资源浪

指导决策者理解建设可持续实验室
基础设施的需求

实验室政策制定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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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包括实验室服务的重复（如政府多个部委都有水质和食
物检测实验室，但对相关检测的实际需求却有限）。公共实
验室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与私营部门实验室的竞争也会带来
问题。

对实验室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能仅仅寻求解决紧迫需求，也应
将重点放在将其分配到能发挥赋能和倍增作用的领域，带来
更长时期的增值，发出全面建设实验室基础设施的信号。每
个经济体都需考虑自身的营商环境、生产能力和内部市场需
求，人口、进出口活动和全球价值链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
素。政府需要为高效和有效的使用资源负起责任，为与所有
利益攸关方合作实现目标提供总体指导。切合目标的实验室
政策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目前还没有的详细指导、标准或方法指导制定包括国际最优
实践在内的成型实验室政策。UNIDO在质量基础设施、质量
政策制定、实验室能力建设领域拥有超过40年的经验，使其
在编制实验室政策制定指南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

在加强或发展新的实验室能力前，需通过全面需求评估明确
校准和检测需求，将资源、人力和实物资本、持续养护所需
的主要初始投资和持续投资与正在评估的国家或地区需求进
行仔细评估对比。在发展中国家，实验室经常逐步建立，通
常基于应对危机的一时需求，没有经过充分的评估，以确认
本国或周边是否有现有实验室可供利用，适当的成本和收益
分析以及对实验室可持续性的前瞻评估经常是不充分的或完
全缺失。虽然政府部委、私人部门或学术机构是最初的需求
方和发起者，但它们可能缺乏对国家或地区检测和校准能力
的全面分析。在许多情况下，这导致国家不必要的重复、碎
片化和部门间竞争，导致稀缺科技资源无效率的分配，实验
室设备和能力在次优状态运行。

该指南遵循有组织的、系统的方法，强化和发展一国所需的
实验室基础设施，允许以最优方式强化和持续维护必要的实
验室设备和能力，以满足国家需求。通过建立实验室政策，
协调发展合适的和有成本效益的国家（地区）实验室系统（
宏观层面），可以实现上述目标。最终，它可以保证对所需
实验室的设计是合理的，时刻注意技术需求和期望值（微观
层面）。

一项清晰的实验室政策具有全面地指引一个国家发展其所需
实验室的潜力，它也有助于平衡现有能力，为有效分配通常
稀缺的科技专业人员和其他实验室相关资源提供指导，保护
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它也可以维护消费者权利，提升生产
者竞争力，支持生产者参与国际市场，以最节省成本和时间
的方式提高生产装备多样性及精密性。

该指南旨在帮助就决策者理解实验室政策的需求，指导他们
应用已有的实践。它也为营造有利于实验室基础设施及实现
国家不同发展目标的环境提出了建议。它会促进实验室系统
有序地发展，满足国家对实验室数量和种类的需求，实现稀
缺资源更优化配置。协调一致的、符合市场需求实验室发展
政策可以受到持续监督，确保为满足国家不断变化的实验室
能力需求做出适当和及时地改变（改进）。

了解线上工具  LP Development Guide

https://hub.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LP_publicaiton_0.pdf


 

质量基础设施支持
贸易便利化(QI4TF) 
工具箱

贸易便利化可以被定义为与货物跨境流动相关的程序和信息
的简化、标准化和协调。WTO TFA的目标是加快货物的流
转、清关和放行。
有效的NQIS旨在明确质量需求，提供国际认可的验证，证
明货物、服务、程序、系统、人员和机构满足相关质量需
求。NQIS功能的合理发挥构成贸易便利化的基础，这些功能
包括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即检验、认证和检查）、认证、
技术规定、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NQIS功能存在的任何不足
都需要加以识别和解决。有效贸易的前提是无条件服从WTO
成员实施的与TBT（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SPS（卫生与
植物卫生协议）相一致的技术规定和措施。缺乏有效和可信
赖的合格评估程序，无法根据进口市场的技术要求检测贸易
商品是否合格，就无法发挥实施WTO FTA的优势。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应全面地看待贸易便利化，理

质量基础设施支持贸易便利化工具箱旨在帮助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系统地识别和弥补该国质
量基础设施（NQIS）在便利贸易方面的技术差距。它使政府
和产业在向国际市场出口特定产品时可以明确它们的能力和
短板。具体而言，QI4TF工具箱可以使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
会（NTFC）或其他承担贸易便利化职能的机构评估在世贸
组织（WTO）贸易便利化协定（TFA）下与NQIS功能相关
的需求，判断后者是否有效和高效的支持贸易便利化。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识别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在支持
贸易便利化协定有效落实方面的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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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连接NQIS与FTA、TBT和SPS协定的拼图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们都对贸易有直接影响。

QI4TF工具箱以问卷形式管理，通过网络平台电子工具箱
衡量QI体系便利出口的政府能力（QI4TF1）和产业能力
（QI4TF2），特别是在农食价值链领域。

QI4TF1衡量五种能力：
1. 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
2. 卫生和植物卫生
3. 国家实验室
4. 海关
5. 教育培训

QI4TF2衡量六种能力：
1. 食品和商业运营者
2. HACCP体系
3. 合作机构
4. 货运代理公司
5. 国家商会
6. 国际贸易展览

这11种能力通过三个层面进行评估，找到治理和立
法、机构和管理以及执行存在的需要政府和产业填补
的技术缺口，使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QI4TF工具箱的应用包括三个关键阶段：

阶段一：阶段一：基础准备工作，从主管部委获取信息，确认价值
链，识别并召集利益攸关方。

阶段二：阶段二：通过两天的研讨会推动电子工具箱应用，在
引导研讨会中首先明确问题，进而规划解决问题的优
先行动，最后提出建立共识的行动路线图。

阶段三：阶段三：准备政府和产业行动路线图报告，准备结果
报告，规划下一步行动，融入国家发展计划和战略，
例如国家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国家发展计划、部门
发展计划。

该工具箱及其结果可以用于支持国家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
将工作聚焦在以更加有效和高效的方式解决关键需求和问题
上。工具箱可以帮助确定干预的优先顺序，制定NTFC路线
图。实施该工具带来的益处是迅速行动以最充分地利用贸易
便利化措施和货物的顺畅跨境流动，发展中国家的高水平自
主权，以及支持各国实施WTO贸易便利化协定（TFA）。

该工具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https://hub.unido.org/  

https://hub.unido.org/


 

价值链中的质量 
(QI4VC)

贸易自由化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市场准入机遇。然而，
与贸易有关的技术壁垒和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在管理贸易
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这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特别挑战，
这些国家的出口商，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需要证明其产品符
合诸如标准和技术管理规定的市场准入要求。为支持成员
国，UNIDO在增强质量基础设施（QI）整体方法的成功基
础上开发了价值链质量（QI4VC）方法，该方法是对价值链
进行质量诊断的工具，以全面理解该领域的功能和状态，设
计干预项目，有针对性地打破QI瓶颈，促进出口和提升竞争
力。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出口商必须保证产品的最高质量，以满足要求（强制或自愿
标准）避免退货，融入全球市场。为实现这一目标，QI服务
应向私营部门开放。
QI4VC方法保证QI的支持是针对价值链每一关键环节供给侧
和需求侧的需要量身定制的，因此这种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更
加有效和高效。它也保证利益攸关者参与到价值链运行的共
同远景建设和必要改进中。
QI4VC的结果指出了需要集中做出努力的领域，为QI机构和
产业的发展提供路线图。此外，QI4VC还是政策发展工具，
向政府、捐助方和发展机构提供关键的质量缺口评估。

评估价值链上质量有关缺口，通过
系统方法提供精准干预以解决问题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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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4VC与来自QI系统及私营部门的关键伙伴共同实施，以
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评估价值链每一关键环节的质量缺口。
通过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协商一致，以包容性方法确定优先事
项，使他们也成为主导方。
确定主要对应方、关键利益攸关方及预期成果等准备工作完
成后，该工具通过三个阶段评估来实施。

战略阶段：对应用该方法的价值链进行评估，绘制和分析市
场的质量要求。它也通过选择将进行评估的质量支柱来确定
实施范围。
         第一步：  第一步：选择价值链和目标市场
         第二步： 第二步：确定实施范围

该方法可使国家明确质量基础设施瓶颈和缺口，优先采取可
能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它也是国家明确技术合作的有用工
具，为他们提前提供路线图，加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
作，改善价值链质量。进一步的，它还可以用来识别投资机
会，提供紧缺服务。
此外，拥有坚实质量基础设施系统的发展中国家更可能赢得
进口商与投资者的信心。反过来，产品质量的改善会带来更
多市场机遇，改善生活水平。这有助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诊断阶段：开发选定市场的准入质量要求（强制或自愿）数
据库，评估缺口及当前的QI机构和私营部门实现合规的必要
能力需求。
         第三步： 第三步：QI地图-价值链需求绘制和分析
         第四步：第四步：机构能力诊断
         第五步：第五步：私营部门能力诊断

运营阶段：评估解决缺口的潜在方法的可行性，撰写可行的
项目建议书。
         第六步：   第六步：干预优先性和可行性 
         第七步： 第七步：设计实施战略

该工具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https://hub.unido.org/  

https://hub.unido.org/


 

质量路线图

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在产品营销中面临较大障碍，这些障
碍既存在于同外国进口商品竞争国内市场中，也存在于国际
市场的开拓中。一系列因素导致了这些障碍，包括投融资问
题、国际贸易管理、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多数问题超出了中
小企业和政府能够施加影响的能力范畴。但是，中小企业拥
有可以改进的一项关键要素，即它们自身的产品质量。
考虑到今天激烈竞争的市场，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交付满足
客户质量需求的产品或超出预期的产品对商业成功至关重
要。达到这样的质量水平需要发挥公司的全部功能，也经常
需要供应商和顾客的参与，共同实现有效的质量管理。这需
要贯穿组织的良好管理体系和实践，从对公司未来的愿景到
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均包括在内。它意味着受过良好训练
和有奋斗精神的员工、标准化的工作程序、有效的生产控
制、采购物品的质量以及快速有效的售后服务。

UNIDO拥有长期支持中小企业的经验，帮助他们增强竞争
力，开拓新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市场。
在此领域，UNIDO与日本标准协会共同编写了两部电子学习
手册（质量路线图），用来在公司范围内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TQM）。手册的20个章节为所有类型的管理活动（从公司
管理政策到办公场所的整洁）提供了清晰的实践指导原则。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一个先进的网络学习培训项目，
促进公司对有效质量管理的理解
和应用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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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克服资源（经常是稀
缺的）管理的障碍，满足国际标准，改善产品质量。工发组
织开发了质量管理的网络培训课程，通过特殊培训及制定质
量手册路线图提高中小企业满足国际标准的能力，改善合规
能力，课程包括测试、案例和一套考试问题，已在工发组织
知识库（knowledge hub）中启用。该工具提供了全面的质
量管理原则培训，介绍了质量管理的各个主要方面，它使中
小企业可以在自身资源约束内通过动员员工能力实施完全质
量管理。进一步的，该工具提高了对国际标准有效实施相关
性的认知度，促进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在发展中国
家中小企业中的应用。

除了提高生产力、增加工作岗位、强化消费者保护、提高创
新能力等与投资和运营企业相关的有益影响，该工具的影响
还包括：

经济收益：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理解适当质量管理的必要
性，在企业建立相关系统。更好的质量管理带来更强的竞争
力，提高销售和经济收入。

人员竞争力：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知识，帮助建立地方专家
库。
认知度提升：有效实施国际标准、促进ISO9001使用的相关
性。

技术合作：为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通过质量管理提高竞
争力提供更多一致和协调的方法。

了解线上工具  A Roadmap to Quality e-learning

https://hub.unido.org/training-modules


 

质量文化（C4Q）
工具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在发展中国家，个人、企业、机构和社会都在为质量而努
力，但却无法清晰阐述它是什么以及他们自身在提高质量方
面扮演什么角色。为提高质量，需要理解它的涵义和重要
性，以及它对每个价值链利益攸关方的价值，因为它需全社
会成员以可持续的方式付诸实践。
这被称为质量文化，它可被定义为一组价值观，为如何对每
日工作实践和结果做出改进提供引导， 质量文化是一个良性
循环，所有人都要求其他人的产品和服务达到一定质量。
为了生产高质量产品，需要促使发展中国家确信质量的重要
性，消费者应有高质量需求和选择，可以享受提供支持的和
国际公认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为产品和服务质量提供独立
的检测。缺乏上述条件的产品几乎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市
场。然而，质量证书不足以单独支撑高质量产品的长期生
产，企业还需要有对质量的追求，向员工灌输持续改进、追
求专业的文化。

在过去50年中，发展机构向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改进它们
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使中小企业可以生产（并证明它们已
经生产出）高质量产品，这包括在标准化、认证、计量、测
量、检查和认证框架内建设相关人力和物质资本。
然而，由于与质量有关的核心原则没有融入到各种行动者和
利益相关者的理念中，监管者和企业无法维持（使用或追
1 Harvey, L. 2004-2018, Analytic Quality Glossary, Quality Research International.

识别并全面评估信念、价值观和
行为，在价值链生态系统中促进
质量管理 



 

求）已经培养的能力。中小企业经常遇到能力限制，无法在
各自国家代表性价值链中全面实施载入ISO9000族标准的质
量管理原则。因此，评估构建质量文化的所有模块和组件的
质量行为是重要的。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质量需求不足的问题，发展援助机构已经
向企业提供聚焦质量标准和体系应用的技术援助。然而这些
努力经常无法持续，产品质量无法保持、提供的服务不能令
人满意。持续应用质量管理体系不仅仅意味着达到质量要
求，而是需要培养经常被忽视的、包含了质量原则的质量文
化。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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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UNIDO.ORG

应用该工具的益处包括改进选定价值链的质量文化、改进生
产模式、提升地区消费质量、进入国际市场的更顺畅渠道以
及更强的贸易竞争力。反过来，拥有更好技能的人可以获得
更好的工作促进共同富裕，帮助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制定的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发
展。

设计需求驱动的干预政策需要关注价值链内的组织文化维
度。质量文化工具可以评估关键质量影响者，以识别某一价
值链中质量文化和专业性缺口，提出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

1.企业（原材料或零部件供应商、中间品加工商、最终品生
产商）

2.B2B类客户（分销商、出口商、将最终产品作为价值链投
入品的企业）

3.消费者（消费者协会）

4.政府（包括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

5.教育或职业培训机构 

6.质量基础设施机构（标准、认证和计量）和合格评定机构

7.质量赋能服务提供商（包括专业和行业组织等）

8.意见领袖（非政府组织和媒体）

 » QMP1 – 关注顾客

 » QMP2 – 领导力

 » QMP3 – 全员参与

 » QMP4 – 过程方法

 » QMP5 – 改进

 » QMP6 – 基于实证的决策制定

 » QMP7 – 关系管理

价值链中的不同影响者可使用短问卷“评估”其他影响者。短问
卷的问题与作为ISO9000系列标准底层基础的7个质量管理原
则相关。

Q I 机 构 和 合
格评估机构

质量赋能服
务提供商

教育/VET

公民社会和
媒体

企业

政府 客户和消费者

该工具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https://hub.unido.org/  

https://hub.unido.org/


 

标准合规分析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技术法规和标准越来越普遍，在食品和非食品（工业品）国
际贸易中不断发展。更进一步的，有证据表明许多发展中国
家在满足这些法规和标准提出的安全和质量要求方面面临挑
战。
自从2008年起，UNIDO定期收集关于贸易挑战及其发展的证
据，特别是与满足国际市场要求（质量、合格证、标签等）
相关的领域。

政府和捐赠方在帮助提升合规能力方面的挑战是在过多的能
力建设需求中分配稀缺的资金和技术资源。因此需要识别哪
些方面存在严峻的合规挑战，在贸易领域这意味着识别不合
格率（有记录退货率）最高的产品和市场。 2

2这里的退货是因无法满足技术法规或公共标准，因此不包括因为全球私营部门供
应链质量管理导致的退货和自愿制定标准导致的退货。

研究、对比和评估一国满足主要市场
有关贸易标准的合规记录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K N O W L E D G E
HUB.UNIDO.ORG

标准合规性分析工具可以用退货数据识别出口国面临的关键
合规挑战，提高相关合规能力建设投资的精准性。
此外，标准合规性分析工具进行退货对原产地国出口表现总
体影响的评估，通过解读退货趋势与其他关键发展、生产和
贸易指标估计该国合规能力。
最后，标准合规性分析工具为对比国家在不同市场和相关具
体产品组中的贸易合规表现提供了可能。

关于退货的信息可以用来调整政策和技术援助，聚焦以更有
效和高效的方式解决合规能力问题。对于贸易合规挑战的更
深层理解有助于出口国做更充分的准备满足出口市场要求，
最终在长期减少退货情况。这可以避免退货带来的经济损失
及大规模退货带来的声誉风险。

了解线上工具  Standards Compliance Analytics

该世界地图展示出口国在选定年份、市场、产品的退货率（高-低）[RRR(h-1)]分布情况。RRI(h-1)是以序数（由高到低，分别为，高、中、低、
无）排列的该国退货数占总进口的份额的自然对数。RRI（h-I）的区间为0-3，图中颜色最深的地区RRI(h-I)数值最高为3，颜色最浅的国家数值为0
。更高的RRI(h-I)意味着出口国家的货物与食品安全和标准匹配度较低。

饼状图展示了某些国家的选定年份和产品在出口到选定市场时被拒收的常见原因。拒收频率是指因特定原因在入境口岸被拒收的货物总数。拒收货物
的可能原因包括标签、卫生、掺假、缺少文件、添加剂、细菌污染。请注意“拒收原因的累计频率”可能与“累计拒收数量”不同，因为一批货物可能因多
种原因被拒收。该指标帮助出口国确定能力建设领域（解决失败的关键问题），以实现或改进对国际贸易标准的遵守。

年份
2018

退货原因退货原因

阿根廷 印度 泰国

添加剂 细菌含量 卫生状况. 霉菌毒素 其他 农药残留
掺假率 重金属 标签 其他污染物 包装 兽用药物

欧盟28国 HS1-23 食物和饲料
产品进口市场 相关退货率

退货原因

https://hub.unido.org/rejection-data/trade-rejection-analysis


 

质量政策方案

随着全球化市场快速发展和具有塑造力的科技发展，越来越
多的政府正认真考虑它们国家QI的整体安排，以改善贸易表
现，促进发展。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出口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缺乏竞争优势、无效的质量标准和糟糕或无法运行的QI。
发展中国家需要具有支持作用的、国际认可的QI，为产品
和服务质量提供独立的检测，缺乏检测时这些产品和服务几
乎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私营和公共部门需要可信的证
据表明产品和服务质量达到监管、技术和其他要求。在多数
情况下，这一需求无法预见，经常导致国家QI的推进缺乏充
分协调，是脱节的和无效的，伴随着内在的利益冲突、无效
率、重复劳动和成本。
建立QP的重要性已经很好地被记录，它可以设定初始目标、
角色和职责，然而这种QP经常不足以提供良好治理，支持
QI运行。裂缝的根源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和QI专家缺乏
足够的地方性知识和具体能力。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国家和地区将质量政策（QP）视为有用的政策工具，它可
以改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治理，协调和优化QI机构和组成部
分。QP通过清晰的为每个利益攸关者画定角色和职责为QI
体系建立了法律框架，促进了质量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间的
可持续平衡。设计良好的QP可以避免碎片化，改进不同部委
和QI机构的协调，提升国际认可度，在质量价值链参与者、
管理机构和消费者间建立信任。

支持质量基础设施实践者和政策制定
者设计和开发稳健、全面以及需求驱
动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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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境况需要建立高效的基础设施，以满足全球化和多边贸
易体制的需求。良好治理框架可以提升提出需求时的透明
度，消除对生产者的歧视，禁止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和虚假
实践，在良好治理框架内达成这一目标是一项挑战。
因此，存在相应的动力寻求建立一个更加稳健、有适应能
力、有成本效率、用户友好和可持续的QI体系，与服务者培
训和提升项目共同提供合适的标准化、计量、认证、合格评
定和市场监测能力。
基于在26个国家和3个地区制定政策、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
型国家建立包容性和可持续QP的经验，UNIDO与技术伙伴
（质量基础设施国际网络、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
组织）合作，起草了一套提升质量政策的指导文件。质量政
策项目工具整合了这些指导文件，形成了国家和地区层面的
质量政策指导原则、技术指南和实践工具。UNIDO将这些
指导文件转化为线上学习项目，包括案例学习和最佳实践案
例，可以通过UNIDO知识库获取。UNIDO质量政策项目包含
从启动到对设计的战略规划、知情度提升、实施和监督的政
策发展全周期。

政策质量方案的整体成果是建立有效和高效的QI体系，使5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柱中的3个受益，即人、环境和经济，
助力SDGs的全面达成。

了解线上工具
 QP Guiding Principles
QP Technical Guide
QP Practical Guide
QP Online training

https://hub.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QP_GUIDING_PRINCIPLES_0.pdf
https://hub.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QP_TECHNICAL_GUIDE.PDF
https://hub.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QP_DEVELOPMENT_PROCESS.PDF
https://hub.unido.org/training-modules


 

贸易能力建设资源
指南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国际贸易作为促进经济包容性发
展和减贫的推进器、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重要
方法。多个SDGs强调贸易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帮助发展中
国家融入区域和全球市场的重要角色。例如，SDG8关于“促
进全人类的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业和体面工作”聚
焦通过增强促贸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LDCs）。SDG17关于“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包含
贸易相关的具体目标，例如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出口。
贸易能力建设资源指南是UNIDO在贸易相关技术援助领域
对世界贸易组织领导的促贸援助倡议和旗舰出版物的主要贡
献，该指南汇编全面，包含了贸易领域37个双边发展伙伴和
31个多边发展伙伴的信息。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发展中国家对贸易相关技术援助的需求上升，贸易成本带来
的显著障碍和受援国机构间协调的缺失使贸易能力建设资源
指南成为发展中国家识别贸易能力建设领域合适服务提供者
的有用资源。这里的服务提供者包括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贸
易相关能力建设的机构，聚焦贸易或其部分领域、视对发展
中国家援助为履行责任的机构，将改善国家贸易能力作为发
展战略必要组成部分的一般和专业发展机构。

可以用来识别贸易能力建设领域合适
伙伴的有用信息源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K N O W L E D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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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DO在2008年发布第一版贸易能力建设机构间资源指
南，2010年和2015年进行了完善。2017年版贸易能力建设
资源指南已成为UNIDO知识库中的交互式网页工具，通过精
准聚焦新兴动态趋势，特别是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和相关服
务与全球贸易不断增强的相关性，以及女性赋权、就业和青
年等组成贸易相关服务的交叉议题，进一步增强了在贸易技
术援助领域的相关性。
资源指南持续更新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在增强出口能力和相关
质量基础设施时面临的不断变化的贸易能力建设挑战。进一
步的，贸易能力建设资源指南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识别该领
域的正确发展伙伴。

贸易能力建设资源指南包含的信息对改善透明度有直接作
用，因此可以提高效率，充分促进技术合作伙伴和受惠国间
的协同，刺激贸易驱动的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创造财富。

了解线上工具  TCB Resource Guide

https://hub.unido.org/tcb-resource-guide


 

实验室网络 
(LABNET)

合格评定是质量基础设施重要要素。该领域技术援助关注两
个方面，分别是增强合格评定机构（CABs）供给能力及为相
关服务创造需求。
实验室网络（LabNet）的建立为生产商/出口商提供关于
CABs的可信赖信息，强化CABs的能力，提供国际认可的服
务。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证明产品和服务满足特定质量要求是生产商、供应商、出口
商和管理者经常面临的挑战，这些要求可能来自自愿的标准
也可能来自强制性的技术法规。此外，有CABs的国家，其
CABs可能缺乏向私营部门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所
需服务的能力。因此，促进出口相关贸易的关键在于找到有
能力和技术提供国家和国际认可的所需合格检测的CABs。
虽然国家和地区组织已经获得关于CABs特别是实验室的有
用信息，信息的详细程度却存在广泛差异。因此，有必要建
立一个关于CABs的全球数据库，通过专门设计支持高质量
生产。拥有出具国际认可合格评估报告的CABs意味着发展
中国家的产品可以满足进口市场的要求。这是生产者在市场
准入程序中面临的关键问题。进一步的，缺乏合格评估服务
提供的可信信息是阻碍顺畅出口和贸易的严峻障碍。生产者
可能对可在该国获取相关服务不知情，虽然服务提供者在另
一个城市或邻国，结果生产者以过高成本从工业化国家购买
该服务。

一个交互工具，通过提供一国合格评
估机构的详细信息支持中小企业识别
合格评估服务提供者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K N O W L E D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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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Net在一个数据库中列出（挑选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
CABs。该数据库包含特定CAB可以提供的合格评定3 服务信
息，生产商、出口商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更加简便地识
别服务提供者，及时满足他们的具体需求。LabNet为搜索和
识别任何发展中国家相关CABs提供一站式服务，该项目致
力于确认全球的每个CAB数据库，以协同和避免重复的方式
将它们与LabNet链接起来。
LabNet不仅是信息库，也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通过使用指
导程序流作为培训工具，帮助使用者更好定义和表达他们的
需求。虽然LabnNet汇集的信息都是国家层面的，但其提供
的信息可供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通过数据库检索。

LabNet缩短了识别正确服务提供者所需时间，因此减少了
生产者成本，使得使用者以更快和更可靠的方式进入国际市
场。
 

3合格评估指合格评估机构（CABs）开展的包括测量、检查和认证在内的活
动。CABs指实验室、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

了解线上工具 LabNet

https://hub.unido.org/labnet/labnet-map


 

质量基础设施良
好治理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政府为市场功能的发挥、私营公司的运行、公民社会的强化
以及社区和个人福利创造条件，治理塑造了这些条件的决策
程序以及这些决策的实施程序。这一切归纳在贸易背景中即
是一国的质量基础设施。
善治对QI服务是重要的（例如，产品检测实验室或者标准机
构制定的的产品标准），因为它有鼓励公正、公平、透明和
共识的原则。
政策层面的适当干预对解决QI相关战略挑战、保证良好的
治理至关重要。UNIDO在促进善治领域发挥了领导角色，
同时，资助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在国家和地区层面落实现代
QI。

善治可能是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的最重要因子。建立和
管理QI可以持续支持一个国家坚持走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相一致的发展道路，克服相关挑战，从达成SDGs
目标带来的相当多的机会中受益。更具体的，QI善治有利于
改善SDGs关注的5个维度中的3个：繁荣、人类和自然。
尽管已经有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QI、制定质量政策的努力，
许多国家仍然需要更多指导，以在国家和组织层面进行治
理。这些国家QI机构间存在错位、缺乏协调，导致能力不
足、表现较差，具有较高的腐败风险。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公司竞争力和国家经济指标，例如出口，
直接导致贫困、失业、腐败和公民不满。向QI服务利益攸关
者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是重要的。

支持质量基础设施实践者的线上培
训，帮助他们在组织内建立善治体
系，以有用工具样本指导他们的工
作。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K N O W L E D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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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质量基础设施实践者掌握知识，在组织内以及有助于实现
SDGs的质量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内，建立和实施有
效的良好治理体系和文化。

质量基础设施通过善治培训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提升善治认
知度、向QI人员和各层级领导人员提供培训、提供有效落实
善治原则所需的工具和技术指南。

了解线上工具  Good Governance in QI

https://hub.unido.org/training-modules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创新是新的或改良的产品或程序，它与之前的产品或程序有
显著区别并可以被使用。组织创新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经济
可行性、提升福利水平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组织创新能力包
括理解和回应背景条件的变化，寻求新的机会，撬动组织内
人员的知识和创造力，与外部兴趣方合作。
一个组织如果将必要活动和其他关联部分进行系统管理可以
进行更有效和高效的创新。该系统被称为创新管理体系，它
指导组织树立创新愿景、战略、政策和目标，提供达成目标
所需的支持和程序。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和社会发展的较大差距常根植于
他们工业发展和技术使用的显著差异以及因此导致的生产力
断层。这些断层可能随着以工业4.0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
的推进而扩大。
对大多数组织而言，创新不是一个选择题，在一个快速变化
的世界，它已经成为达成商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然
而，相当一部分组织对在此领域取得结果不满意，大多数难
以有效管理创新。创新管理体系可以帮助它们，允许组织吸
收它们最好的观点，持续改进，保持竞争力。

支持组织内，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
活动的线上培训

创新管理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K N O W L E D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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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培训通过向创新领域的人员（特别是中小企业人
员）提供ISO56002:2019创新管理体系指南来克服创新相关
挑战。该指南的标准是设计、实施、维持和持续改进创新管
理体系的指导工具。该培训也提供了构成可持续创新管理体
系基础的原则，培训可在UNIDO知识库中获取。

影响影响

中小企业获取使用组织全覆盖可持续创新管理体系的能力，
改善它们创新项目的表现和效果。总体上，这可以提高生产
力并提升社会福利，因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了解线上工具 Innovation Management

https://hub.unido.org/training-modules


 

质量基础设施
与贸易

长期以来贸易被作为增长和创造财富的潜在引擎。尽管如
此，许多国家一直面临供给侧能力限制和贸易相关基础设施
限制，抑制了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质量基础设施系统是改善一国范围内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催化
剂，因此有助于刺激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整体激发
企业和经济。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质量基础设施系统通过帮助一国产业满足出口市场需求，增
加该国经济的竞争力及它参与全球贸易和价值链的能力。因
此，对每个经济体而言理解质量基础设施系统，它的要素、
彼此联系和它们如何构建更大图景是至关重要的。
最近几年，人们清晰的认识到良好建立的质量基础设施系统
有助于政府实现多领域政策目标而不仅限于货物和服务贸
易，这些领域包括工业发展、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高效使
用、食品安全、健康、环境、气候变化以及其他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的主题。

支持质量基础设施系统发展的线上培
训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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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质量基础设施国际网络（INetQI）共同开发的质量基础设
施和贸易线上培训提供了有关国际贸易体系的指导，细化了
质量基础设施系统的要素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该培训还涉及
交叉领域，如善治、可持续和性别平等。UNIDO知识库提供
的交互式训练和延申阅读材料带来更好的学习体验。.

基于对贸易挑战和机遇的扎实分析，UNIDO质量基础设施和
贸易线上培训课程鼓励围绕价值链的贸易发展。它也支持以
市场需求为基础并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化的质量基础设
施的系统发展。

了解线上工具 Quality 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https://hub.unido.org/training-modules


 

支持价值链的区块
链 (BC4VC)

作为一项对准备情况的评估，确保区块
链技术的包容性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

在全球商品供应链中存在很多挑战，农户和生产商在供应链
起始段就面临其中的许多挑战。具有公平利润分配、透明
度、数据洞察力和机遇的包容性供应链并不多。在终端用户
和价值链起始段的人们之间还存在遥远的信息距离，这一距
离应被消除。
分布式记账技术（DLT）和区块链被应用于食品工业，以在
供应链活动者间建立信任，促进上下游活动者分享它们的身
份数据及一系列供应链产品交易的相关活动。该技术可以通
过更迅捷的产品交付改善供应链、提升产品可追溯性、加强
供应链各方合作并帮助农户等获取融资。
UNIDO开发了一套方法框架，可以评估在价值链中使用区块
链技术的准备程度。该工具的目标是通过数据共享视角提供
一般方法对价值链进行评估。同时，分析采用区块链技术所
需的特殊要求。围绕提高活动者包容性的特殊目标，该方法
可以用来评估任何国家任何商品价值链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可
行性和准备程度。

UNIDO支持成员和他们的私营部门解锁第四次工业革命
（4IR）带来的新机遇，通过增强供应链参与者的联系、扩大
它们面临的市场和技术大门，促进具有包容性的积极改变，
这可以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许多情况下，拥有更多
机遇和资源的人会成为从新技术中受益最多的人，最需要的
人被排除在外。该工具确保区块链应用使所有部门和所有人
受益。



 

它如何工作？它如何工作？

影响影响

BC4VC使政府和私营部门做出关于使用适合的正确技术的知
情集体决策，制定应用区块链前如何改进价值链的路线图。
因此，它通过聚焦需要支持和投资的关键领域减少了风险和
成本。 

BC4VC包括三个部分，用于回答下列问题：（1）范围：该
价值链是否需要区块链；（2）得分：该价值链是否已经准
备好应用区块链；（3）解决方案：实施区块链需要哪些工
作。
该方法的核心是完成事实查找任务，包括收集关于使用区块
链的潜在利益和可行性的一线信息。信息收集通过一系列问
卷调查实施，问卷根据不同的价值链参与者进行了调整，可
以评估基础设施、数据可得性、IT洞察力、可追溯系统、透
明度、交易和可持续性的相关条件。

工具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https://hub.unido.org/
 

 

 » 价值链分析：识别可以用区块链解决的问题

 »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分析的验证

 » 价值链上被识别出的问题

 » 走访准备
 » 确定问卷调查检查点
 » 每位受访者的记分牌
 » 事实调查报告

 » 每位受访者结论：利益和准备

 » 建议

该价值链是否需要使用区块链？

该价值链是否准备好应用区块链？

使用区块链需要哪些准备工作？

第一部分：
范围

第二部分：
得分

第三部分：
解决方案

事实调查任务

区块链和广义的DLT通过链接供应链伙伴及促进他们认可的
数据共享为价值链带来潜在收益。然而，组织或供应链在应
用该技术之前需要了解并考虑该技术的许多细节，包括采用
区块链技术能为价值链中的环境和人带来多大的潜在积极影
响。

K N O W L E D G E
HUB.UNID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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