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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报编辑精选了ISO Manage
ment Systems以及ISO网站上最新发布的标
准资讯，并作了翻译，以期为本报读者提供最
新的国际标准动态。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lSO国际标准与企业管理、企业发展
的承接，包括突发性事故管理、企业凤险管
理、小型企业继任及持续发展的困境。

■ ISO国际标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延伸，包括能源管理、寻求生态效益的
合理构架、改善居民用水状况。

■ ,so 国际标准对于消费者的关，主，包
括不安全产品召回、服务帐单的透明度以及
IT灾难恢复。

■ ,so 国际标准的深化，包括员工品质

标准、供应链管理。
■ ,so 基于国际标准为保险公司提供

技术解决方案的案例分享。
通过 ISO国际标准的发展、演变，我们可

以看到ISO致力于提供全球性的问题解决方
案。国际标准的产生为全球的协调、一致提供
了指南。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技术标准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贸易、 保护民
族产业、规范市场秩序、推动技术和实现高新
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手段，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主并跟进标
准的研究，不仅是认可组织、认证机构以及获
证组织一项重要的工作，通过标准化工作的
推动也是促动企业走向全球化的有效逢径。

PASTt228�9"°"9�标准致力玉
2007年 1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出版了

第一份国际性的有关突发性事件预防和连
续性管理的规范。

ISO/PAS 22399标准确立了突发性事
件预防和连续性管理(IPOCOM)的过程，
原则和木语。该标准旨在为企业提供有关
突发性事件预防和连续性管理的基本准则

以及为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客
户之间的交易提供信心保障。

当今社会， 企业必须提前为潜在的事
故做好准备以免关键环节出现问题， 影响
正常运作。当危机发生时，企业能通过预防
措施尽快恢复工作。ISO/PAS 22399标准
描述了一个能识别突发性事件对企业所产
生的潜在影响的全面管理过程， 从而最大
限度地降低影响。

以业务为核心
所有企业都面临着一些不可 预知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而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企
业对风险的接受程度，以及如何 在满足企

业战略目标和业务目标的同时，以成本效
益的方式来管理风险。

ISO/PAS 22399标准以业务为核心，
将突发性事故预防和连续性管理有效地整
合到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中，以增强其抗
逆能力。通过结构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企业

能够提前处理风险， 同时 减少不可 避免事
故造成的影响。

但是，完全消除事故并不现实。有效的
突发性事故风险管理除了寻找消除隐患的
对策之外，更应该着重丁如何降低风险以
及保证企业的长期有效运行。

ISO/PAS 22399标准将突发性事件预
防和连续性管理的主要因素和特征都纳入
到了企业长期持续改进过程中，并通过与
ISO 9001:2000, ISO 14001:2004和 ISO/
IEC 27001 :2005标准取得 一致， 保证了标
准实施的完整性。

提高跨国司法保护力度
多年来， 全球都 在致力丁研究突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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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和连续性管理标准的制定。然而，由于
自 然灾害和蓄意破坏事件的t暴发，司法界
限很难区分，从而无法识别适用法律。

2006年 4月，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和美国纽约大学企业预防管理国际
交流中心，主办了 ISO国际研讨协议会议，

以解决 这个问题。
此次会议不是一次单一的文件签署过

程， 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们一致决定 在该
文稿基础上为突发性事故和连续性管理制
定出一套国际公 认的最佳做法， 从而消除
不同国家不同做法的混乱现状。

该文件经历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木委
员会 ISO / TC 223会员国的审查，最终草
稿已经起草并提交投票，获得 一致通过。在

短短15个月内，ISO/PAS 22399标准经历
了制定、审批，并得 到了一致通过，证 明对
突发性事件管理的重要程度。

ISO管理体辜樟准寰效应用到．企业`题险
几十年来， ISO管理体系标准 在全球

各个领域都 在寻求改进措施，如 ISO 9001 
2000,ISO/IEC 27001:2005,IS014001:2004 

等等。这些领域相应的标准都相当具体，都
可以帮助不同类型的企业来系统地管理风
险。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得 企业的稳定
性盈利性和安全性得以统一？

管理不同类型的风险
所有企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经营风
险和法律风险。

这些风险影响了组织绩效， 住住阻碍
其发展，并 在许多情况下影响了业务伙伴
和消费者的利益。处理 这些问题的专业性
降低了对组织稳定性的威胁， 提升了整体
经济效益。持续而有效的风险管理将能成
功应对不确定因素。

采用适 当的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企
业的管理体系就会变得更加可 预测，更加
稳定和安全。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企业
的风险可能果涵在其合作伙伴和客户身
上。因此，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维
护企业的营利性和安全性，也可以维系稳
定的国际贸易关系。

企业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可以被广泛地应用到商业沽

动，公 共服务，非政府部门甚至个入的决定
中。无论是大灾害，还是小车祸，抑或是某
个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都会导致不好的结
果。这可能是 简单的人为错误，缺乏训练或
不充分的商业准备 所导致的。

我们必须承认， 对丁许多风险我们无
能为力，但仍有很多风险是可以通过管理

得以控制的。简单来说，风险管理是通过提
供技木手段来帮助企业防止不好的事情发
生。企业要想持续地避免风险就必须采用
高效的企业风险管理系统来系统地管理风
险。而 这一企业风险管理系统正是基于现
有的 ISO标准。

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目的就是：
(1)使企业盈利，并保证所有的企业相

关方都能安全有效地运作。
(2)可 盈利性直接关系到服务和商品的

质量，以及 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生产的保
护性措施直接影响到安全性。然而，保护性
措施却住住影响到产出。为保持盈利，企业
需要高速运作，但为了安全性，企业需考虑
每个环节，从而 减缓速度。

一个企业的风险管理系统正是 在持续
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有效地结合了企业效率
与安全。

ISO标准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ISO管理体系标准为各种企业处理风

险提供了宝贵的工具 质量，信息安全，
职业卫生和安全，环境管理体系等等。一个
企业的风险管理系统可 整合 这些单一的体
系为一个公司的大体系。

持续的风险管理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风险识别。识别风险是管理风险的

第一步。举例来说，企业能够识别掌握特殊
技能的工入有跳槽的风险。

■量化。其次，风险应该被量化、评估，
从而决定是否采取特殊措施来处理特殊风
险。假设上迷风险为严重风险，共有四个方
案可 供选择：

·接受风险。明知风险存在，却不采取
任何措施。 当工人提出辞职时再来解决问
题。

■ 减轻风险。 减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或降低其影响。企业可能会采用记录工入
的知识，从而 减少对其的依赖性，或者采用
激励机制，来鼓励工入继续留在其岗位上。

■转移风险。将处于风险的流程外包，
来保证业务的持续运作。

．规避风险。终止可能导致风险的活
动。改变企业经营策略，使企业不至于依赖
该工人的能力。

■执行。采取 减轻风险的策略，并予以
落实。

■项目分析。企业应分析风险管理策
略执行的进度，以确保措施得以按计划完
成。

．残余风险评估。在一切实施之后，残
余风险将得以评估， 从而保证企业的持续
性经营。减轻风险并不能 100％地保证风险
不再发生， 企业还需提出一个应对员工离
职的计划。

如果我们将 ISO 9001 :2000作为管理
体系的核心标准，就音味着一切活动都是
在管理体系范围内实施的。该标准第8部

分的一切过程都适用丁风险管理， 包括内
部审 核，纠正及预防措施，客户反馈，战略
规划和管理评审以及不合格品的管理。

为此，我们可以得 出 这样的结论：不符
合项相当于巳识别的风险， 应对其采取降
低风险的措施， 而潜在的不符合项即为风
险， 纠正预防过程就相当于是对风险的识
别、量化和管理。

ISO管理体系标准中的风险管理工具
ISO管理体系标准包含 了一些用来管

理经营风险的工具。通常我们把风险分为
三类：市场，信用风险和经营风险。而经营
风险是最常见的风险。

对丁 这些风险，ISO标准都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对策。企业可以运用各种 ISO管
理体系标准的观念和技术来管理所有类型
的风险：

■ISO 9001提供了管理经营风险的工
具和框架。

■ ISO 14001,0HS AS 18001 ,ISO/
IEC 27001和其它标准为解决特定的风险
提供了特殊工具。

一个企业的风险管理系统可 基于上述
标准建立。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有助
于世界各地的企业有效地管理风险， 为企
业提供盈利机会与安全性， 确保股东的安
全以及世界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企业风险
管理系统标准和指南可以基于现有的管理
体系标准，使已经实施 ISO标准的企业能

更容易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融入到其工序
中，从而实现盈利和安全双赢。

夕 究其对GDP的贡献程度，
i大部分国家的财富都来自于小型
l 企业。目前， 全球都面临着 这样

i 
l 一个问题：据调查， 小型企业的
｝拥有者大都到了退休的年龄， 这
i些人的年龄段 在 47-63岁之间，
i能否找到合适的继任者，使其企
｝业持续发展将是各国需要面临的
！首要问题。对 ISO来说， 这些问
｝题非常关键。
l 以加拿大统计为例。加拿大
l 幅员辽阔，但入口相对稀少， 大
l 约为 3300万， 大多获中 在南部。

l 
i一般员工数少于 100入的被称之
i为小型企业， 而小型企业的产出
l 却占了GDP的 45%。文中所指
！的小型企业并不包括分公司及子
｝公司。 这些企业的拥有者大多都
I有了退休的打舞。 在加拿大，只
l 有 10％的小型企业拥有者有正式
l 的继任计划， 38％有非正式的继
｝任计划， 而大部分即 52％则没有
｝任何打算。
l 小型企业继任牵涉到企业所
｝有权过渡的问题， 一般可以通过
i以下几种形式：企业出售， 世代
l继承， 管理层收购，资产清舞和
｝公开上市。继任将影响以下方面
l 的因素：业务创新、 就业机会创
l 造、 经济发展、银行和保险业、
｝政府、 整体经济增长 、 社区可 持
！续发展。
i 大约 37％的中小型企业意欲
l 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大约 26％打
l 算 在家族内转让或出售产权， 26％根本没有思
！考过 这个问题，另外 25％打算继续经营。剩
｝下的则不知道做什么。但不能小看这 7%， 因
｝为 在接下来的 10年里，育味着有 48000家小
l 型企业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不确定则住
｝住导致无作为或者是低生产率。且不论由此
！产生的其他问题，光这些企业本身就有可能
i摧毁一个地区的经济，震荡加拿大国民经济。
十

！ 这仅仅是转折时期产生的问题吗， 还是有更
l 多的意义在其中？很 明显， 数字不代表所有
l 的问题， 而不好的结果还有待观察。本文旨
！ 在引发读者思考自己国家面临的情形。
｝ 继任问题就好比环境管理问题，并非一

l 朝一 夕所能完成， 需要长期的过程。不像大
l 企业有正式的继任计划 ， （下转笫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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