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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 Higg FEM
环境验证服务

服装生产与护理的环境成本很高，将近 20％的工业用水来自于纺织品的染色与处理。

全球有数十万家工厂进行服装、鞋类及纺织品的生产，并在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

Higg Index 是一套由 SAC 开发的自我评估工具，旨在衡量服装和鞋类产品的可持续

性影响。工厂环境模块，全称 Facility Environmental Module(FEM)，是工厂层面的

模块之一，品牌、零售商及制造商可以通过它来了解企业工厂的环境情况，以便做出

改善，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评估与打分
简单且相关性强的问卷，体现绩效表现
水平的提升

培训与指导
全面且持续的培训与指导

验证
可靠且可信的数据

应用广泛的技术
易用且兼容性强

绩效水平提升架构
支持持续改善的资源与交流

永续成衣联盟，全称 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SAC)，是一个成立于 2011 年的

非营利组织，旨在联合并领导服装、鞋类和家用纺织品行业实现可持续生产。SAC 云

集了 200 多个服装鞋类行业的大咖品牌、零售商、制造商、机构，成员覆盖三分之

一以上的全球服装和鞋类市场，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标准工具来衡量上述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绩效水平，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环境损害，为保护工人、保护环境做出努力。

■ Higg FEM 背景

■ 什么是 Higg FEM

■ Higg Index 生态系统

制作一条牛仔裤

护理一条牛仔裤

2000 加仑水

排放 30 kg 二氧化碳 开车 126 公里 为计算机供电 556 小时

400 兆焦耳能量

=

=

+

= =

制造商可以在服装、鞋类和纺织工业

价值链的任何层级应用此模块。Higg

涵盖了具有相同营业执照的所有区

域，即使工厂有多个分工厂和不同生

产线，也可以减少额外现场检查的需

要，从而节省管理时间与成本。

可靠、可信的 Higg Index 数据可为

制造商提供更好、更可比的行业标杆

企业管理信息，以便他们评估其现有

的绩效水平，寻找更好的改进机会。

Higg 为价值链合作伙伴之间的公开

对话创造了机会，因此，价值链各层

级的企业可以更好地通力合作。

Higg FEM 可以为制造商提供关于当

前热点问题的明确指导以获得提升与

改善。同时，它汇集了该领域的当前

最佳的实践案例，从而简化寻找新业

务的过程，并为更好的商业决策提供

智慧锦囊。

■ Higg 可以为您带来什么？

更经济

更优秀

更清晰

更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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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g 的每个部分都由一个三级结构（1,2,3 级）组成，这些结构代表了级别逐步提高

的环境实践。工厂必须符合第一级规范，然后才能进入第二级或第三级。除非您的工

厂实施了一级问题的实践，否则您将无法查看或回答第二级或第三级问题。这确保在

评估更高级的实践之前，基本实践已经完善。

制造商或工厂每年至少完成一次自我评估，并选用 SAC 认可的第三方验证机构（如

Leverage Limited）完成验证，其内容和分数可以分享给相关的品牌方。

Leverage 是 SAC 认可的 Higg Index 第

三方验证机构 (Higg ID 131899)，为您

提供专业的 Higg FEM 验证服务。如您

完成了自我评估 (SAQ)，对相关模块不

是很熟悉，或是对验证知识有进一步的

需求，欢迎联系我们参与研讨和交流。

■ HiggFEM 的等级结构

■ 验证流程

■ 为什么选择 Leverage ？

■ 审核人天结构表

第一级
追踪和意识度

第一级成绩表明该工厂
正在充分追踪可持续发
展绩效，并对工厂环境
影响有很好的了解。

第二级
基准和提高绩效

第二级成绩表明该工
厂正在建立基线，制
定目标，制定行动计
划，并开始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

第三级
领导实践

第三级成绩表明该工厂
在持续减排和 / 或展示
真正的行业最佳实践
（例如使用可再生能源
和 / 或封闭循环水回
收）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领导力示范性。

验证准备

线上 / 现场验证

验证报告

上传至 Higg Index 平台

工厂完成在线自评表后将自评表提供给验证机构。

验证机构通过文件检查、人员采访与验证进行评估。

验证机构完成验证报告并通过 Higg.org 发给工厂。

工厂最终确认验证报告后在 Higg.org 平台中发布。

■ 7 项主要验证内容

• 环境管理体系

• 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

• 用水

• 废水

• 废气排放

• 废弃物管理

• 化学品和使用与管理

工厂占地面积

≤ 2 万平方米 2.1 万—6 万平方米 ＞ 6.1 万平方米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
不使用化学品 1-2 人天 2 人天 2 人天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化学品 2 人天 2 人天 2-3 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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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Tel: +44 7907 064581
地址：英格兰北安普顿郡达文垂皇家橡树商业区远景路 6 号
E-mail: info@leveragelimited.com
■上海
Tel: +86 21 64067720 
地址：闵行区恒南路 1328 号派拉蒙中心 2 号楼 M02 室
E-mail: cs@leveragelimited.com
■香港
Tel: +852 30696906
地址：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10 号荷李活商业中心 1318-19 室
E-mail: bruce.lau@leveragelimited.com

■深圳
Tel: + 86 755 8486295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三鼎电商大厦 515 室
E-mail: cs_gd@leveragelimited.com
■青岛
Tel: +86 18763903799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北区吴兴路 139 号中铁青岛广场 A 座 1411 室
E-mail: cs_qd@leveragelimited.com
■海南
Tel: +86 17898825659
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万安大道 365 号
E-mail: cs@leveragelimite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