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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引 
 

1. 首要步骤 

背景： 

- 这将是您与平台进行的第一次互动  

- 完成该过程后，您的数据将被迁移，您对旧版 BSCI（商界社会责任倡议）平台将只有只读访问

权限 

 

背景： 

• amfori 创建了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平台。最终，所有来自 BSCI 和 BEPI（商界环境绩效倡

议）的数据均将迁移至该平台。到 2021 年底，只有 amfori BSCI 将进入新的可持续发展平

台。 

• 您将收到一封来自 amfori 的电子邮件，邀请您加入 amfori 平台。 

• 您关联多位会员，就会收到他们发来的多封这样的电子邮件。 

• 个人资料只需创建一次。 

• 之后您要点击电子邮件中的链接，接受或拒绝与其他会员的关联建议。 

 

首次使用 amfori 新平台的步骤。 

1. 您将收到一封来自 amfori 的电子邮件，类似以下内容： 

 

它将从 BSCI 平台发送到主要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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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认识该会员，请点击 Yes, I Accept（是，我接受）。 

 

然后您将看到这个页面 

 

 

3. 首次操作时您将看到这个页面。点击 Register a New Company（注册新公司），在 amfori 新

平台上注册您的公司。 

此时将显示以下页面：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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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公司资料和您的个人信息，然后点击 Register Company（注册公司） 

• 备注 – 请务必记下您的登录信息，以便今后继续使用。 

现在您可以看到一条成功完成的消息，确认您的公司和用户资料已创建完毕。 

点击 Continue to Login（继续登录） 

 

 

5. 现在登录 amfori 平台。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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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系统将要求您与向您发送邮件的会员确认关联。 

6. 填写您为该会员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完成后，点击 Confirm Business Relation（确认业务关

系）  

 

重要注意事项：输入产品时，用户必须点击小的 + 按钮，以确保正确输入该产品。否则无法继续。 

 

现在您可以看到一条成功完成的消息。 

 

7. 点击 continue to the amfori platform（继续访问 amfori 平台） 

 

登录后，您必须马上指定您的公司类别。这是必要步骤，之后您的资料才会完全激活。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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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 My Classification（我的类别）

 
 

此时您将进入 My Classification （我的类别）页面。 

 

9. 点击右侧的 Edit Classification （编辑类别） 

 

10. 为您的公司选择最合适的类别。完成后，点击 Save Classification（保存类别）。（备注 – 

类别说明请见 GICS 网站) 

 

完成后您可以看到一条成功完成的消息： 

 

现在您已成功激活了 amfori 平台上的公司和用户资料。 

 

步骤 - 要接受其他邀请 

http://www.amfori.org/
https://www.msci.com/documents/1296102/11185224/GICS+Sector+definitions+Sept+2018.pdf/afc87e7b-bbfe-c492-82af-69400ee19e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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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经收到多次电子邮件邀请，并且已经创建您的个人资料； 

 

1. 在登录的前提下 

2. 返回您的电子邮箱 

3. 找到其他邀请邮件  

 

4. 点击 Yes, I accept（是，我接受） 

 

现在您将看到以下页面，询问您是否希望继续操作当前已登录的公司，还是创建新公司，或再

次登录。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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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继续操作当前的公司 

 
 

系统将再次要求您确认您与会员的业务关系。 

 

6. 说明您为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然后点击 + 号（或按回车键） 

• 注意 – 这项功能可能会有所变化。 

 

 
 

7. 点击 confirm my business relation（确认我的业务关系）  

 

提议被接受，您将返回 amfori 平台。 

 

8. 根据需要重复此过程，重复次数取决于有多少会员请求与您关联。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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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详情：工厂和用户管理 
 

- 了解如何管理您的公司详情 

- 如何在平台上为您的组织添加用户和分配角色 

 

背景： 

• 定义：amfori ID 

amfori ID 是平台上为每个公司和个别工厂生成的唯一编号。但是，这是 amfori 系统中的内部编号，

不是官方标识符。 

 

用户有 3 个权限级别： 

角色 权限级别 

商业伙伴管理员 用户管理  

查看监测结果和公告 

添加和编辑工厂信息 

修改公司信息 

发起持续改善活动 

商业伙伴 与管理员相同，只是无法添加或编辑用户 

商业伙伴学员 无法访问平台上的信息，仅提供访问 amfori 学

院的权限 

 

备注：在一个公司中，可以有无数个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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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您的公司详情 
 

1. 转到 Admin（管理员）> My Company（我的公司） 

 

 

您现在可以看到贵公司的详情了。这些信息是在贵公司第一个用户登录时第一时间提供。 

 

2. 要更改详情，请点击 Edit Company Details（编辑公司详情）。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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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您可以修改贵公司的任何信息记录，包括您的公司护照。 

 

 

• 完成编辑后，选择 Save Company Details（保存公司详情）。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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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平台上为您的组织添加用户和分配角色 
 

创建新用户 

 

1. 转到选项卡 Admin（管理员）/My Company（我的公司） 

2. 选择 Invitations（邀请）选项卡。 

 

 

 

3. 选择 Invite User（邀请用户） 

 

4. 输入您希望邀请的用户详情，然后指定该用户应该具有的角色。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添加个人

消息。 

 

 

 

该用户现已被邀请。他们将收到一封邀请电子邮件，请其注册个人个资料并加入该平台。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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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vitations（邀请）选项卡中，您可以查看您发送的所有邀请的状态。当用户已激活其个人资料

时，他们将处于 Active（活动）状态，并在 Users（用户）选项卡中可见。 

 

 

 

 

注意：截至 2020 年 11 月，还不能删除用户。该功能将在未来的功能版本中提供。要暂停用户，可以

删除其权限。之后，该用户就无法在平台上执行任何操作了。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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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知管理 

 

学习目标：  

• 了解如何更新不同用户的通知 

  
步骤： 

 

1. 从主仪表板转到 Admin（管理员）/Notifications（通知） 

 

 
 

 

现在，您将看到 Notifications management（通知管理）屏幕。 

 

 
 

 

通知将发送到该用户注册所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请访问 My Company（我的公司）/Users

（用户）来管理这些通知）。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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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类别列于页面左侧。每个类别右侧的方框显示将接收这些通知的用户。 

 

如果未指定接收这些通知的用户，则通知将发送给 Default Recipients（默认接收者）。这将是 

Business Partner Admin（商业伙伴管理员）用户。 

 

更改接收通知的用户 

 

- 选择您希望分配的通知右侧的方框。下拉列表中将显示公司用户列表。 

- 选择您希望将通知分配给哪个（些）用户。 

 

 

现在，您将看到获分配通知的用户姓名。 

 

2. 要从通知列表中删除用户，可选择用户姓名旁边的小 x 

 

 
 

6. 可持续发展概况 
 

要查看贵公司的信息，可从主菜单选择 My Sustainability（我的可持续发展）。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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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您将看到与贵公司关联的工厂（实际地址）。（提醒 – 您可以在 Admin（管理员）/My 

Sites（我的工厂）菜单项下编辑这些内容）。 

 

 

 

要查看您的工厂的信息，例如最新的审核结果，可选择一个工厂。 

您现在可以查看该工厂的最新活动了。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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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看审核/监测活动的结果，并下载 pdf 摘要报告 
 

1. 转到 Monitoring and Results（监测和结果）菜单项 

在这里，您可以查看贵公司的所有审核结果列表。 

 

 

您可以选择任何审核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这将为您显示该审核的摘要页面。 

您可以通过点击 Report Details（报告详情）来查看完整报告。 

- 备注：保密评论仅对关联会员可见，而非商业伙伴。 

您可以通过点击 Export Result (.pdf)（导出结果）来下载该审核的 pdf 摘要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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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为您提供一份监测结果的摘要，其中会提供每个绩效领域的等级。要查看监测活动/审核的

详情，您需要在平台上访问该报告。 

 

导出的 pdf 报告的格式如下： 

 

 

 

请注意，该报告可由任何关联的会员下载，也可由商业伙伴公司自行下载。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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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amfori 可持续发展平台上重置您的密码 
 

如果您已经拥有账户但不记得 amfori 可持续发展平台或 amfori 学院的密码，请遵循以下步骤重置您

的密码： 

 

1. 转到 

https://platform.amfori.org/  

 

2. 点击 Having trouble logging 

in?（无法登录？） 

 

3.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4. 点击 Request New Password

（申请新密码） 

 

5. 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以重置

您的密码 

 

请确认该电子邮件未进入您的垃圾
邮件文件夹，而且 amfori 域名已
添加到您的防火墙的白名单中（请
与您的 IT 部门核实） 

 

备注：由于是单一登录，您的新密

码也将适用于 amfori 学院。 

  

http://www.amfori.org/
https://platform.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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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  
 

RSP 的定义 

 

• RSP 代表 responsibility（审核管理权）。这涉及到 amfori BSCI 会员，他们有责

任帮助商业伙伴，确保改善其工作条件。 

• 只有 RSP 持有者有权申请和授权审核。 

• 在 amfori 可持续发展平台中，有一个“可申领”RSP 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某

个商业伙伴的 RSP 可以由不同的会员申领。 

a. 情况 1：如果会员申领具有有效审核的商业伙伴的 RSP，但未在该审核有效期的特定

期限内（2 个月）安排审核，则其他会员愿意的话，也可以申领 RSP 

b. 情况 2：如果会员接受不具有有效审核的商业伙伴的 RSP，则自该日期起，他们有 3 

个月的时间可以申请审核  

 

商业伙伴看不到 RSP 信息，因此必须离线与其 RSP 会员讨论该事宜。会员应联系他们，告知他们 RSP 

状态。 

 

监测/审核  
 

下面一节将说明安排 amfori BSCI 审核、安排跟进审核、删除审核申请和查看审核报告的步骤。它还

将提供有关 amfori BSCI 审核周期以及如何准备审核的信息。 

审核周期 
 

本节说明有关 amfori BSCI 审核周期的基本信息，以及如何为您的商业伙伴做好进行监测的准备。应

为您与其保持了至少三个月的业务关系的生产商开展 amfori BSCI 审核。审核有效性的期限根据该生

产商在全面审核和跟进审核中的评级而有所不同。 

 

全面审核：amfori BSCI 审核周期为两年，即两次全面审核.间隔的时间。在 amfori BSCI 全面审核中

在各个绩效领域获得最高总体评级（例如，总体评级为 A 或 B（优或良））的商业伙伴的审核有效期

为两年或 24 个月。在这种情况下，该商业伙伴将在两年后进行另一次全面审核，而且不再有跟进审

核。如果该商业伙伴的全面审核评级为 C（平均）、D 或 E（差或非常差），则该审核有效期为 12 个

月，可以在 2 到 12 个月后进行跟进审核。 

 

跟进审核：如果生产商的全面审核总体评级为 C、D 或 E，审核报告会为该生产商提供有关他们应该如

何改进或遵守《amfori BSCI 行为守则》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在能够让该生产商制定所取得进步的

证据的一段合理时间前，决不能进行跟进审核。这项规定对有关薪酬和工作时间的问题点特别重要，因

为至少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生成新的记录，以证明采取了新的作法。如果不遵守这一准则，可能会导致

审核发现与初始审核相同的问题。 

amfori BSCI 的目标之一是避免生产商出现审核疲劳。因此，我们对所有会员的审核周期的有效性制定

了明确的指导，在为期两年的审核周期内，只能申请一次全面审核. 如果上次审核结果为 C、D 或 E，

则会提供跟进审核的机会，以重新评估该生产商。amfori 不支持每年都申请全面审计。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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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amfori BSCI 全面审核  
 

仅为 RSP 持有者的会员才能申请对其商业伙伴进行审核。监测合作方不能预先填写审核申请。 

 

对于半通知和完全通知审核，作为商业伙伴，您必须 confirm your unavailability days（确认您无

法接受审核的日期），以便审核公司可以商定进行审核的日期或时间段。 

 

注意：以下一节正在编制中，在 2021 年可能会有所变更。但是在发布时，该功能已经到位。 

 

对于半通知监测（审核），您作为商业伙伴必须： 

1. 确认监测活动：需要您的许可才能允许进行监测活动。 

2. 确认您无法接受审核的日期。通过该操作，以便在适合您日程安排的时间进行审核活动。您最

多可以提供 4 个不同的无法接受审核的日期。 

 

否则，就无法进行监测活动。 

 

步骤：如何确认您无法接受审核的日期并确认监测： 

1. 转到 Monitoring（监测）/Announced on my Company（我公司收到的通知）选项卡。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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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申请列表 – 有必要查看哪些监测活动需要采取行动。为此，请按“状态”筛选器：To 

Acknowledge（待确认）筛选该列表。这将显示所有等待您采取行动的活动。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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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1 个申请。检查日期并评估您是否可以接受这些日期。 

 

4. 选择右侧的 Menu（菜单）按钮，然后选择 Acknowledge Monitoring（确认监测） 

 

完成后，您将看到以下消息框：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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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Add unavailability day（添加无法接受审核的日期），告诉审核公司在哪些日期您没

空接待他们的审核员。这可能是出于各种原因，例如公共假日、关键维护日或其他原因。如果

需要，您可以添加多个无法接受审核的日期。 

 

6. 选择 Acknowledge（确认），确认您可以在这段时间接受监测（审核）。 

 

监测合作方现将安排监测（审核）日期并开展监测（审核）。 

 

准备 amfori BSCI 审核 
 

• 有关 amfori BSCI 审核的信息，可查看《amfori BSCI 系统手册》。其中描述了各个绩效领域 

(PA)，并提供了各种语言版本的审核相关模板。 

• amfori BSCI 系统手册的模板 11 是生产商自我评估表，大多数生产商可以使用该表自我评估

其社会绩效。 

• 当生产商参与 amfori BSCI 系统时，必须签署 amfori BSCI 行为守则和生产商 Terms of 

Implementation，而且最好是在 amfori BSCI 平台中创建生产商档案之前签署。审核员将在审

核前检查该签名。 

• 此外，amfori BSCI 还在各个采购国家举办研讨会，可以用来准备，但同时也是帮助纠正审核

报告中的问题点。 

  

http://www.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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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处理程序  
  

背景： 

• 当监测人员/审核员在审核/监测过程中发现不可接受的情况时，会提出（创建）零容忍。 

• 零容忍与正常的问题点不同，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关注和迅速解决 

零容忍的可能类型有：  

• 童工 

• 强迫劳动 

• 职业健康与安全 (OHS) 

• 非人道待遇 

• 不道德行为 

处理任何零容忍事件的程序 

• 在监测人员到现场后 24 小时内提出零容忍 

• 在监测活动/审核期间，只有首席监测人员/审核员可以提出零容忍 

• 创建零容忍时，必须填写理由。理由包括提出零容忍的动机。这将为 amfori 提供关于零容忍的（基

本）信息。 

• 当提出零容忍时，系统会向商业伙伴的所有关联会员、amfori 的零容忍官，以及计划本次监测的监测

合作方的方案经理发送通知 

• 当提出零容忍时，监测/审核可以正常完成，包括提交并计算结果）。 

• 在发出提醒后 72 小时内，amfori 将与所有关联会员举行会议，以讨论该零容忍，并决定关联会员将

采取哪些措施来纠正这种情况。 

• 在电话会议期间，将就如何将零容忍通知给商业伙伴咨询关联会员。如果该决定是肯定的，则 amfori 

会将“零容忍”置于确认状态，并向商业伙伴发送通知。 

解决 

• 与此同时，amfori 将调查该零容忍，并确定该零容忍是否有效。如果该零容忍无效，则 amfori 可以

取消它 

• 该零容忍得到解决后，工厂和商业伙伴均将取消该零容忍 

• 有两种方式可以取消工厂和商业伙伴的零容忍。 

• 取消零容忍 

• 解决零容忍 

• 当关联会员确信零容忍已经被解决后，该零容忍即解决 

 

• 零容忍只能由零容忍官 (amfori) 解决 

时机 

• 只有当监测/审核正在进行时，才能提出零容忍。这是在监测开始之后，提交结果或停止监测之前。  

• 当审核/监测停止或提交后，提出零容忍的权限即被取消 

可见性 

• 首席监测人员可以查看他们过去提出的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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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公司/审核公司方案经理可以查看其公司提出的零容忍 

• 任何关联会员均可以查看过去在其供应链中提出的零容忍 

• amfori 的零容忍官可以查看所有零容忍 

• 商业伙伴在其 Platform（平台）视图中无法查看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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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 
 

背景：  

 

设置持续改善功能的总体原因是为了确定和实施将对您作为商业伙伴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的措施。我

们将这些改善活动称为“可持续发展影响”。 

会员可以查看其商业伙伴的持续改善活动和进展，共同商定应当采取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和支持改善措

施。 

监测/审核结果可能导致制定改善活动。 

 
 

 
 

步骤： 

要查看您自己的持续改善活动并在那里更新这些活动： 

 

• 转到 My Sustainability（我的可持续发展）/Continuous Improvement（持续改善），然后选

择一个工厂  

 

您将看到一个仪表板概览，其中显示了每个工厂的审核结果数量，以及“可持续发展影响”（改善活

动）已涵盖的这些结果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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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Define Sustainability Impact（确定可持续发展影响） 

 

您可以关联该工厂审核中发现的所有问题点。只有在贵公司经过审核后才能关联。 

• 填写所有字段。 

 

 

现在显示了可持续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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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添加改善措施，请点击 + 号。页面右侧会弹出一个窗口。 

 

 

 

添加必要的改善措施后，点击 Add Measure（添加改善措施）。 

 

有几类改善措施： 

改善措施分类 解释 

Interna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内部政策和程

序) 

在公司或商业伙伴和服务提供商中与修改或引入新政策或程序相关

的活动 

（例如新的招聘政策、记录工作时间的新程序等） 

培训 所有的培训活动，无论是提供给工人的或是公司管理层的 

Consultancy Service (咨询

服务) 

与专家合作，咨询专家意见进行改善或推动公司的变革过程 

 

补偿或恢复 补偿、偿还或恢复受害者的权利（例如，使儿童重返家庭、补偿未

付的加班费） 

 

Investments or Technology 

(投资或科技) 

机械或硬件投资 

 

其他 之前未涵盖的内容 

 

 

现在，页面中显示了改善措施，并与可持续发展影响关联。 

完成可持续发展影响和改善措施 

贵公司完成持续改善活动时，将需要将改善措施和可持续发展影响标记为 Complete（完成） 

要完成或编辑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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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该措施。右手边会弹出工作视窗。 

 

 

 

• 选择 Complete（完成），您需要点击两次以确认 

 

完成与个别影响相关的所有措施后，您可以将可持续发展影响设置为 Complete（完

成） 

 

• 点击 Sustainability Impact（可持续发展影响），然后点击 Complete（完成） 

 

 

 

注：如果所有改善措施均未完成，那么可持续发展影响将无法设置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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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会出现一条成功完成的信息。

 

 

• 现在，在持续改善概览的页面中，Completed（已完成）选项卡下会看到该可持续发展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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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跟进监测/审核 
  

背景：此部分仅供参考。实际步骤必须由具有您组织的 RSP 的会员执行。 

 

- 跟进审核/监测的目的是让商业伙伴有机会根据首次审核的结果做出改善，然后进行跟

进审核，其中包括所有初始报告和改善领域  

 

- 为了方便起见，跟进审核/监测将显示之前监测范围中发现问题点的所有部分 – 审核

员只需要调查这些领域。（必要时，他们还可以添加与出现新问题的其他领域有关的

信息。） 

 

- 不在该跟进监测范围内的所有部分，即在第一审核中没有发现问题点的所有绩效领

域，均会自动复制到报告中 – 审核员/监测人员无需评估这些绩效领域。这包括附

件。 

 

- 当会员在审核其商业伙伴的持续改善活动时，他们可以选择发起跟进审核/监测 

 

- 在申请新的全面监测时，会开始新的监测周期。但是，以下情况意味着无法申请跟进审核： 

o 之前的监测结果已过期 

o 监测活动周期结束前剩余不足 90 天 

o 第一次全面审核/监测受到干扰 

o 在上述每种情况下，都需要安排正常的审核/监测。系统将出现一条警告消息，说明可

以申请跟进的原因。 

 

- 只有相应商业伙伴的 RSP 可以申请跟进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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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背景 

• 公司应在平台外部开展自己的尽职调查工作，以了解其商业伙伴网络的主要风险所在。 

• 因此，他们决定重点关注一些关键商业伙伴。此时，可以遵循该流程，将这些商业伙伴引入 

amfori 可持续发展平台 

• 注意，无法从目录或列表中选择商业伙伴。 

• 供应链屏幕会显示贵公司和与您关联的其他公司之间的关系。 

• 最后，在确认关系并提供详细信息后，您将看到贵公司名称和一个箭头指向商业伙伴名称的链接 

• 注意 – 只有在 amfori 注册为“会员”（支付会员费）的公司才可以申请审核。 

 

1. 在左侧的主菜单栏中，选择 Supply Chain Mapping（供应链图析） 

- 您现在会看到类似于以下内容的屏幕： 

 

 

- 箭头表示与该商业伙伴的关系。 

- 要查找关于任何关联商业伙伴的更多信息，可选择其中一个名称。 

- 要重新查看所有商业伙伴，可点击您自己公司的名称。 

- 您将在屏幕右侧看到联系信息。 

 

添加新的商业伙伴 
 

1. 选择 Map Business Relation（对业务关系进行图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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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现在应该输入他们的详细信息。完成后，点击 Send（发送） 

 

 

一经邀请，将会有 2 个结果。 

1. 将向您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一个建立关系的邀请。 

• 备注：由于每个用户负责自己的数据的原则，如果商业伙伴收到该邀请，他们仍可以

输入自己的（可能不同）详细信息，并转而使用这些详细信息建立关系。 

 

2. Supply Chain（供应链）屏幕中将更新一个条目，以显示您邀请的商业伙伴的名称及其状态。

该屏幕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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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收到与您建立关系的邀请，并且必须接受该邀请才能与您关联。 

 

 

您将在右侧看到一张卡片，上面显示其状态。一旦他们接受了您的邀请，您将在您的供应链下方看到他

们。 

 

 

 

 

要查看您发送的最新邀请的完整列表，请按 Advanced（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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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邀请将在 45 天后过期。 

 

您可以通过从列表中选择该申请并按 Re-send（重新发送）来重新发送已过期的邀请。 

在重新发送之前，您可以修改向其发送该邀请的电子邮件地址或名称。 

注册后，受邀用户需要指定提供哪些产品或服务（至少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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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项：输入产品时，用户必须点击小的 + 按钮，以确保正确输入该产品。否则无法继续。 

 

与所有用户一样，他们在首次登录时必须对自己进行分类。 

 

 

当商业伙伴创建好其个人资料、登录并完成其分类后，您将收到一条通知，确认该邀请已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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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邀请条目将从右侧列表中删除，该商业伙伴现在将作为一个关系显示在您的供应链中。 

 

 

  

http://www.amfori.org/


   

版本 1  www.amfori.org    38 

删除商业伙伴  
 

1. 转到 Supply Chain Mapping（供应链图析）屏幕 

 

2. 选择您想要取消关联的商业伙伴（该列表以字母顺序排列） 

 

3. 选择 Unmap Business Relation（取消对业务关系的图析）  

 

 

 
 

4. 系统将显示确认方框。点击 Yes, Unmap（是，取消图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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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fori 学院  
 

1. amfori 在推出新的 amfori 可持续发展平台的同时，正在升级到另一个 amfori 学院 

2. 如果您在旧的 amfori 学院拥有帐户，并且希望将其转移，则当您首次登录新学院时

即会完成 

3. 如果您是新用户，或者由于某个原因无需迁移学习历史记录，则您可以选择跳过该步

骤 

4. 用户转移学习历史记录后，系统将阻止他们访问旧学院  

5. 注意 – 旧学院中的 Supply Chain（供应链）功能将不会出现在新学院中 – 将在未

来进行开发以支持类似的操作 

 

步骤 

1. 访问 amfori 学院 

2. 转移学习历史记录 

3. 完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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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说明： 

 

1 – 转移学习历史记录 

1- 登录到 amfori 可持续发展平台 

 

 
2-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学院 URL：amfori-academy.amfori.org 

 

3- 您现在将看到一个屏幕，要求您转移您的学习历史记录 
 

 
4- 您必须在此处输入旧 amfori 学院的详细信息。这将在旧 amfori 学院中搜索这些详

细信息（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您没有，或者不记得旧学院的详细信息，您可以直接进入旧学院并重置您的密

码：https://academy.amf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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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跳过该步骤，例如，当您不希望转移任何学习历史记录的时候，或者当您是

一个全新用户的时候， 

 

5- 输入正确的详细信息后，按 Continue（继续） 

 

 
 
 
 

6- 您将收到一条消息，告知您学习历史记录转移是否成功 

 

 
注意 – 您可能会收到几封通知电子邮件，通知您这些课程已转移。这些不需要任何

操作。 

 

如果您在旧 amfori 学院中没有找到您提供的详细信息，您将看到一条错误消息。 

 

 
 

您可以按 Back（返回）按钮再次尝试。否则，您下次登录学院时，系统将再次向您询

问这些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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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跳过该步骤，则应选中 Skip this process（跳过该步骤）旁边的复选

框。 

 
 

 
 

注意，如果您这样做，您将无需重新转移学习历史记录，除非您联系 

info@amfori.org  

 
 
 
 

2 – 报名参加电子学习课程和面对面的研讨会 

 
 

这是主屏幕。 

 

 
Dashboard（仪表板）– 这是显示课程进度的主页 

Record of Learning（学习记录）– 您可以在这里查看您已经学完的所有课程  

Find Learning（查找学习内容）– 您可以在这里搜索课程 

Workshop list（研讨会列表）– 查看您所在国家/地区可供报名参加的面对面研讨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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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研讨会： 

 

1. 转到 Workshop List（研讨会列表） 

 

您将看到所有可用研讨会的列表 

 
 

 
 

2. 要针对您所在的国家/地区进行筛选，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您所在的国家/地区 

3. 要报名参加研讨会，请选择：Sign up（报名参加） 

 

 
 

4. 滚动到页面底部，然后单击 Sign Up（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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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收到一条成功消息。 

 

 
 

要进行在线学习课程： 

 

1. 转到屏幕顶部菜单栏上的 Find Learning（查找学习内容） 

2. 从菜单项中选择 E-learning（在线学习） 

 
3. 选择一个课程 

4. 然后选择 Go to course（转到课程） 

http://www.amfori.org/


   

版本 1  www.amfori.org    45 

 
 

 

5. 然后按 Enrol me（登记我） 

 

 
 

您可能会进入您的主屏幕。要访问该课程，可从 Recent Learning（最近的学习内容）进行

选择 

 

6. 之后您可以完成该课程。 

 

 
 

指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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