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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危机凸显了全球药品和医疗

物资供应链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和全世界的扩展，美国和全世界对重要医疗物资的需求很可能迅速增加。 

根据三月份数据，美国卫生部估计在 2020 年疫情最严重的情况下，美国的医护人员将需要 35 亿

个口罩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估计，未来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全世界每个月将需要 8900

万个医用口罩，7600 万双手套和 160 万个护目镜，并要求全世界把这些物资的生产增加 40%。 

目前最重要的医疗供应 8 种物资 

 

drug 

检测盒使用的医用拭子 检测盒使用的塑料瓶 外科手套 

外科口罩 检测化学药剂 

呼吸机 

开发出的任何药品和疫苗的生产 洗手液和个人清洁产品 

目前，许多上述这些医用物资都使用一次性塑料或面临某些可持续性挑战。 

美国许多医疗废弃物都经过消毒，然后进行严格管理的土地填埋（美国从 1997 年以后就阻止医疗废

物的焚烧）。然而，其他国家可能没有先进的有害生物废弃物处置规章。这可能会导致次生环境危机，

即数十亿有害的一次性小件塑料医疗废弃物进入水体和海洋。 

面对 8 种最重要的医疗物资，许多有关企业正在努力寻找塑料的替代材料，以便代替医用一次性塑

料。 

来源：福布斯（Fo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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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的可持续商业: 未来十年的五大趋势 

当前这个十年非常关键，将对亚洲商业的可持续发展趋势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趋势产生于更广泛的

技术、人口和市场变化，也体现在亚洲各经济体中产阶级增长方面。在全球背景下，地缘政治变化、

气候变化、贸易和安全问题也将通过这些趋势显示出来。 

1. 供应链扩展到中国以外 

污染防治攻坚战、国际贸易以及公司寻找低成本生产地点等因素是促进供应链变化的部分原因。供应

链战略，几年前从“中国为中心”变成了“中国加一”，现在需要继续改变为“中国加多”。 

 2. 自动化和数字化：培养和发展有技能的劳动力是关键 

中国政府正进行一场“机器人革命”。如果在一个地点的使用形成规模，自动化将影响产业界对生产速

度、产品质量和全球价格的期望，并且将迅速扩散到国外。  

3. 新技术推动供应链的透明性日益增加 

全球日益增多的数据和像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据工具的广泛应用将影响价值链透明性。 

4.  亚洲电子商务市场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地  

随着线上购物平台的发展以及专业化产品、行业市场定位和质量要求的变化，消费者也将更加密切地

参与可持续发展。 

5. 日益增加的全球不稳定性和迅速变化意味着地方团队是真正重要的 

加强本地和区域商业运行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能力（包括战略、金融、销售、运行和采购），是

我们在这个关键十年成功地抓住机会的关键。 

来源：美国环保商务公司（Green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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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可利用的可持续采购建议 

供应链产业和大多数业务和服务深度整合在一起，建立了人与产品相互联系的网络。公司可利用

这个网络进行更加可持续的业务。  

虽然这些担心有道理，但我们有一些途径促进可持续性，同时不会牺牲利润或过多的资源。实际

上，这样做的公司通常能得到很好的投资回报。 

在供应链中，遵守可持续性规定非常重要。最终，有关

公司将需要看到可持续性对于他们自己的价值。这将促

进他们内部的创新，公司经理应该不仅发现可持续采购

做法的伦理价值，而且还要发现商业增长的机会。这将

帮助他们发现守法以外的可持续性真正价值。 

供应商和买主是采购过程的主

角，因此，与供应商建立合作关

系非常重要。 

让供应商能选择以什么方式满

足你的目标，将有助于你们双方

共同实现可持续的目标。 

 

制定和执行绿色采购政策是实

现可持续性的良好开端。 

不仅在内部实施绿色采购政策

很重要，与消费者和利益相关方

公开分享绿色采购政策的也很

重要。 

供应链公司有信心通过 

可持续采购减少风险 

58% 

来源：托马斯工业简报（Thomas Industry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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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餐饮用具采购建议 

可持续采购领导委员会 SPLC 可持续餐饮用具行动小组编写了《可持续餐饮用具采购建议》，这个

小组是环境健康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CEH）同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问题解决方案

进展跟踪小组（Charting a Path to Solutions to PFAS Group）组成的伙伴关系。 

当选择可持续餐饮用具时，要首先考虑可重复使用的产品。选择可重复使用的产品消除了与

一次性餐具有关的许多担心，例如暴露于某些化学品（包括 PFAS 和聚苯乙烯）的风险，废弃物产生

量增加及其可回收利用或可堆肥性等问题。虽然可重复利用餐饮用具当前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合适，

很重要的一点是优先考虑可重复使用的产品，并且尽可能不用一次性产品。 

并非所有的可重复使用产品都是一样的，每种类型的材料将产生不同的生命周期影响。然而，产品

生命周期研究结果表明，从环境保护角度看，可重复使用的产品是最好的选择。 

 

来源：[the Sustainable Purchasing Leadership Council（S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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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信息披露和尽职调查法律影响展望 

随着许多 20 国集团国家共同抑制现代奴役问题，各组织必须准备应对法律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供应链的全球化正在为全球贸易以前漏掉的那部分国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但是，创造更多工作机

会和便宜商品的同一力量也加剧了世界各地令人愤慨和普遍存在的现代奴役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表明，在全世界估计 4000 万现代奴役制受害者中，1600 万是私营企业内的

被迫劳动者。世界各国和地区多年来已经立法来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法律的影响  

1、更严格的规定意味着更多的诉讼，不管最终是否证明有罪，这些官司都会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 

2、对于创历史新高风险的著名公司，某些公司的尽职调查法律违法情况比民事和刑事违法更加严重。 

3、遵守法律或处理违法的严厉措施— 例如廉价出售股票或整个子公司，或公司部分工作在异地进行 

— 能影响公司的运营。 

4、可能需要重组部门来遵守新的规章 — 包括守法、采购、企业的社会责任、人力资源、健康和安

全。 

5、一流组织可能将采用战略方式来解决遵守尽职调查规章的问题。通过把工作重点从仅仅守法转向

积极让供应商使用更好的劳动力和就业环境以提高产品质量、加快速度和促进创新。 

6、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可依靠其守法部门的指导，来发展尽职调查能力，  

7、许多公司转向可持续发展排名和情报，它们是尽职调查框架的重要基础。 

8、虽然这将需要适应性和有关单位的重视，但更多有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应对可持续性的重大风

险方面的积极进展，并应该看成是推动所有工业和部门的单位发生真正变化的机会  

  

 

来源：可持续品牌（Sustainable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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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铜协会将发布可持续铜生产全球标准 

 国际铜协会宣布建立“铜标志”，这将是铜生产和买卖的一项全球标准。在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下，这个标志将在今年发布。 

➢ 为什么铜很重要？ 

性能突出：铜具有无与伦比的导热和导电性，再加上 100%能回收利用，并不影响其

性能的特点，使它成为未来循环经济的主要材料。 

需求上升：随着世界各国加大力度实现其《巴黎协议》目标，预计人们将越来越多

地使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风能和太阳能。与传统的热力发电机和引擎比较，所有使

用替代能源的发电机和引擎都将使用更多的铜。同样，国际铜协会预测未来的能源

网将会围绕新的能源储存而重组，为了提高效率，将更加依赖铜。 

负面影响隐患：如不以可持续方式开采铜资源，日益增长的铜需求会造成不利影

响。负面影响会延伸到经济增长、人类发展和转向低碳未来等方面。未来的铜矿可

能将消耗更多能源和水资源，产生更多废弃物和“有害元素”。此外，预计未来的铜

矿将位于更加偏远和生态敏感的地区。  

缺乏责任延伸制度：当前的制度没有认识到负责任生产的重要性 —即每个可持续供

应链的起点’。铜标志将解决这个问题。 

 

铜标志旨在改善全球生产厂商的做法，并且包含负责任生产的所有重要领域。 

今年将开始接受铜生产企业（包括矿山、冶炼厂和精炼厂）的申请，计划未来两三

年内将接受铜加工厂的申请。 

 

来源：《采矿技术（Mi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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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巨头采购大量可再生能源供电 

根据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的数据，世界上最大的几家高科技公司去年采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再创

新高。 

因为公司日益增长的可持续能源需求，谷歌、脸书、亚马逊和微软等大型高科技公司现在是可

再生能源的最大买主，采购的电力为它们的数据中心供电。这些高科技公司消费的可再生清洁能

源量在过去两年已经增加了三倍。 

23 个国家的 100 家公司 2019 年采购了 19.5GW 可再生能源， 比 2018 年增加了 40%。 

北美的购电协议市场增长迅速，它们采购了大多数可再生能源，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购电协议数

量也在增加。 

仅在 2019 年，近 400 家公司承诺设定基于证据的气候变化减排目标，是原来作出这一承诺公

司总数的两倍多，63 家公司保证要采购足够的清洁能源来满足其 100%的能源需求。 

预计这些可持续性承诺未来十年将向清洁能源投资大约 1000 亿美元，在世界各地建设装机容

量 105 千兆瓦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 

 

我们的搜索引擎绿色能源供应将增

长 40%，即额外 1.6 千兆瓦清洁能源

的电力 — 这相当于 100 万个屋顶

太阳能发电装置发的电量。 

来源：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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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简报中提到的新闻、报告及标准等相关内容，若您想更进

一步了解，请联系研发部，欢迎随时沟通交流。 

地址：中环联合  1013、1014、1015、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