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棉花保证计划
结果性指标作业
自 2014 年采摘季开始实施

简介

本文为结果性指标数据的收集与采样方法提供指导，并对确保数据可靠性的
常用措施、BCI 分析结果性指标数据的方式，以及与合作伙伴共享的学习信
息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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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将结果性指标报告完全纳入良好棉花保证计划中，确保对所有良好棉花种植地的可持续性改善
情况进行充分测评。每季的数据必须在生产者单位层面或在以棉农类别（小农、中型农场及大
型农场）为准的棉农层面进行收集。棉农在生产方式及劳动力方面的差异是农场分类的依据。
小农与中型农场归类为生产者单位，大型农场则以个体为基础执行本保证程序。小农可进一步
组成学习小组。
除良好棉花棉农（在其农民田间工作手册中）记录的数据外，BCI 还要求收集采用传统方式种
植常规棉的棉农数据以作对比。而且，BCI 每年会进行独立案例研究，以收集抽样的良好棉花
棉农与对照棉农的数据。此类独立研究的结果将与棉农报告的数据进行比较并对主要差异进行
调查。
下表对各类农场需要收集并报告的指标进行了总结。

良好棉花结果性指标
结果性指标

量度

1. 农药使用

千克 / 公顷 / 各种活性成分

2. 肥料使用

千克 / 公顷 / 各种肥料

3. 灌溉用水

立方米 / 公顷

4. 产量

总棉花产量，单位：千克皮棉/总产棉面
积，单位：公顷
净收入/ 公顷

5. 盈利状况
6. 消除童工方式 A——凭借
与当地专家组织的合作关
系

由生产者单位或代表生产者单位与可靠的
当地组织建立合作实体，解决童工问题，
特别是发现并减少儿童接受正规学校教育
的障碍

7. 消除童工方式 B ——增进
理解与认识
8. 女性影响力

能准确区分可接受的儿童工作形式与危险
童工之间差别的棉农百分比
按照培训主题，接受 BCI 培训的女性棉农
与工人数量

小农

中型
农场

大型
农场

结果性指标应在采摘季结束 12 周内递交 BCI。如未满足结果性指标报告要求，BCI 保留取消
许可证的权利。
本文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 1 部分 结果性指标的定义
第 2 部分 结果性指标数据的来源及流程说明

本文包含为各类棉农定制的数据收集模板以及协助生产者单位及大型农场使用此类模板的说明
文件，包括生产者单位数据编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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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良好棉花结果性指标定义
简介
BCI 致力于改善全球棉花的生产使其更有利于棉农、更有利于棉花生长环境、更有利于该产业的未
来发展。收集、共享结果性指标并从中学习有助于：








对执行良好棉花标准体系所带来的改变进行测评
显示进展情况并评估成就
提供深入进行影响研究的基础
确保对其受益人、捐赠人及成员负责、确保可信度及透明度
通报战略以及改善良好棉花标准体系的方法
通过学习经验来建立能力

出于以上原因，BCI 要求其合作伙伴收集良好棉花棉农经历的环境、经济及社会结果数据。这
些结果将与相同区域使用的传统作业方法的棉农（BCI 将此类棉农视为对照棉农）进行对比。

环境指标
1.1 农药使用
该指标主要测评每公顷棉花耕种面积的农药活性成分用量。
农药包括自之前任何作物（含非棉花作物）采收时至本文所涉及的棉花作物采摘时通过任意方
式施于田间的杀虫剂、除草剂、杀螨剂以及杀真菌剂。
所有棉农应每年在农民田间工作手册中根据活性成分、商标、使用的每千克或每升农药中活性
成分浓度（单位：克）记录棉花作物施药总量。出现同种农药多次施药时，棉农应分别记录每
次的施药情况。
BCI（根据活性成分）将农药分为以下几组：
(i)
高度危险 (Ib)
(ii)
中度危险 (II)
(iii)
轻度危险 (III)
(iv)
正常使用情况下不太可能存在急性危害 (U)
(v)
未分类
(vi)
植物源
(vii)
硫丹
括号中的符号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农药分类。硫丹的使用情况需单独报告。任何未列
入世界卫生组织清单的活性成分均为“未分类”类别。植物源农药则指自制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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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肥料使用
该指标主要测评每公顷棉花耕种面积的肥料用量。
棉农应对种植棉花前或种植季期间每个农场的每种肥料或土壤改良剂总用量（千克或升）进行
记录。当季用量应自之前作物（棉花或其他作物）采收后开始计算。无论是矿物肥料、有机肥
料还是合成肥料，所有类型的肥料均应记录。BCI 不要求通过化学分析确定非标准肥料或自制
肥料的营养水平。
棉农与生产者单位应报告每种肥料的确切成分。详细信息由 BCI 保存用于在将来进一步地详
细研究。BCI 将传达：



每公顷商品肥料的全国平均用量
每公顷有机肥料的全国平均用量

1.3 灌溉用水
该指标主要测量每公顷棉花耕种面积的灌溉用水量。雨养棉无需记录用水情况。

如棉花作物在一季中接受一次或多次灌溉，则视为灌溉型作物。棉农应记录：



棉花作物灌溉用水提取总量（单位：m3，1 立方米=1000 升），其中包含整理苗床或
准备种植该作物所进行的提前灌水或补水灌溉 。
灌溉的棉田面积（单位：公顷）。

以上两项数字用于计算平均用水量/公顷。

经济指标
1.4 产量
该指标主要测评每公顷的棉花采摘量。
棉农记录采摘的籽棉（轧花前）总量（单位：千克）以及采摘的总面积（单位：公顷，并非最
初种植的面积，此类面积可能会有所不同）。
产量以每公顷产出的皮棉（轧花后）公吨（简称：MT）数为单位进行计算。由于农场层面的
总产量以千克籽棉表示，BCI 需要将籽棉千克数量乘以国家轧棉厂出棉比率（各国独立设定）
并除以 1000 来转换计量单位。
产量以皮棉表示可在最大程度上与供应链大多数参与者及公众相对应，因此，这是外部的沟通
方法。出于学习目的，BCI 向生产者单位反馈的产量则以每公顷采摘的籽棉来表示，这样可与
棉农更为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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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盈利状况
该指标主要测评盈利状况，即：种植棉花作物赚取的净收入。棉花作物销售毛收入减去种植
棉花作物的总变动成本即为净收入。盈利状况按每公顷及每一季进行表示。
为了能够对良好棉花棉农及对照棉农进行详细分析与对比，农民田间工作手册中列出了一套固
定的变动成本及收入来源。以下内容为计算盈利时所需的信息（毛收入与变动成本）指南。
毛收入
棉农在农民田间工作手册中以当地货币记录棉花作物销售毛收入。
成本
棉农记录其在棉花作物生产期间花费的变动成本。成本类别在数据收集模板中予以规定，并在
针对各类农场的说明中进行了详细解释。
BCI 不会传达盈利的绝对值；而是收集对照棉农的数据进行相对比较来显示盈利情况。
大型农场无需报告盈利数据。

社会指标
BCI 通过体面劳动生产原则考量棉农及工人经历的社会问题。BCI 及其执行合作伙伴（IP）处
理的许多体面劳动问题均与根深蒂固的复杂社会、经济挑战相关联。类似童工等问题的解决并
非轻松简单，而且也不完全处于 BCI 及其合作伙伴的影响范围内。因此，实施标准的同时，
努力创建条件，使棉花生产者社群能满足标准要求，是 BCI 的两个工作重点。
2012 年至 2013 年，BCI 秘书处委托其他方就印度、马里及巴基斯坦棉花生产者所面临的体
面工作挑战进行了独立研究1。此次调查的成果之一是一组三重推荐指标，BCI 及其合作伙伴
可利用这些指标测评与童工及女性影响力相关的认知水平及初步措施。在良好棉花初期阶段，
这些指标简便易行、合理恰当。未来几年里，还将制定更多面向变革的指标。BCI 认为，首先
应该促成合作、提高认识、共享知识，从而确保生产者及其社群更好地理解体面劳动标准，进
而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此类指标将不会记录在个别的农民田间工作手册中；而是由生产者单位报告相关的信息。大型
农场则不需要报告此类社会指标。

1.6 消除童工方式 ——凭借与当地专家组织的合作关系
该指标主要测评由生产者单位或代表生产者单位与可靠的当地组织建立合作实体，解决童工
问题，特别是发现并减少儿童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障碍。

1 该研究由 Ergon Associates Limited 于 2012-2013 年执行。研究报告的执行摘要见 BCI 网站，另有完整的研究报
告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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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条件下的合作关系定义为：与经过认可的第三方——国家机关、公民社会组织或国际组
织——共同签订备有证明文件的工作协议，第三方须在童工补救；儿童权利；支持儿童接受正
规学校教育方面拥有专业技能。
为了能够符合要求，在可测评的逻辑构架条件下，合作必须包含双方就实现 BCI 在童工方面
的体面劳动标准进行定期接触并开展联合活动的内容，同时还应包含增加正规学校教育机会、
提高风险儿童入学率及出勤率的表述主题。
与当地专家组织组成的合作实体在与小农及中型农场进行合作的生产者单位层面进行测评。

1.7 消除童工方式——增进理解与认识
本指标主要测评能准确区分可接受的儿童工作形式与危险童工之间差别的棉农百分比
该指标要求使用反应具体国家典型农场活动的图片/照片材料，执行评估的员工（田间指导
员）须清楚了解依据国家法律——或在无国家计划行动时，依照国际劳工组织 C182 号公约定
义的危险劳动。此类材料由各国执行良好棉花的 BCI 制定并与执行合作伙伴共享。
在农场层面收集结果性指标数据期间，田间指导员对每一位挑选的棉农以及对照棉农进行快速
测试。向棉农展示危险童工或可接受的儿童工作图片，让其进行区分。随后对每位棉农进行评
分，以能够准确区分儿童工作及童工之差别的棉农百分比来计算该指标。

1.8 女性影响力 ——BCI 活动的女性参与度
该指标主要测评接受 BCI（按培训主题）培训的女性棉农及工人数量，与经过培训的男性棉
农及工人的数量进行比较。
深入女性群体、进行能力建设、改善耕种实践一直以来都是良好棉花体系的一项挑战。因此，
作为第一步，该指标旨在把握良好棉花培训项目涉及女性棉农及工人的程度，从而支持女性获
取信息并改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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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数据来源及流程
1. 农民田间工作手册
与结果性指标相关的所有数据的收集和报告起始点是棉农于当季在其农民田间工作手册或同等
记录系统中记录的信息。 农民田间工作手册（简称：FFB）模板见《良好棉花保证计划》附
录，其中指示了棉农应记录的信息种类。注意，FFB 的具体格式应以最适合棉农的方式定
制，也可与大型农场使用的计算机化记录系统的形式相同。关键的问题是根据要求记录真实的
数据及信息（如：用水情况、使用的肥料、使用的农药、成本等）。

2. 小农抽样方法
生产者单位（PU）是由居住在同一区域的棉农组成的群体。生产者单位召集约 3500 名小农
组成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平均由 35 名小农生产者组成。因此，一个生产者单位平均包含
100 个学习小组。组成生产者单位的棉农群体在耕种技术、气候、生活条件方面均非常相似，
因此，一个小农样本的结果性指标数据可说明该生产者单位中其他棉农的情况。
2010 年至 2012 年采摘年期间，BCI 收集了参与良好棉花体系的所有棉农的结果性指标数
据。随着良好棉花的范围不断扩大——从 2010 年的四个国家扩展至 2013 年的八个国家，小
农的数量也迅速增长，收集并管理成千上万名棉农的详细结果性指标数据所需的成本及工作量
也随之增加。
因此，BCI 针对小农制定了抽样的方法，这一方法由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审查
与核准。该方法包括收集固定数量的棉农数据，同时每年随机对学习小组进行抽样来收集数
据。农民田间工作手册依然由所有棉农进行维护，以便学习。
2.1

固定样本

每个学习小组（LG）在现有的小组领导层基础上指定一名“棉农领导”。棉农领导应对所有
LG 成员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
棉农领导负责对其活动进行准确测评并记录详细数据。每年收集所有棉农领导的结果性指标数
据并向 BCI 报告。棉农领导还应支持其他棉农维护其 FFB，同时依据结果性指标数据确认并
分享学习经验。
收集所有棉农领导的结果性指标数据要比每年随机抽样简单地多。这种方法还为测评随时间发
生的变化提供了良好基础，因为来自完全相同的棉农数据可逐年进行对比。BCI 承认，此类固
定样本可能影响数据的代表性。棉农领导可能确实是最佳执行者，也可能接受更多的支持，其
实践方法在 LG 所有棉农中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2.2

随机抽选小组

为了获取学习小组中的差异，避免出现选择性偏差，还需通过每个生产者单位中的十个学习
小组样本来收集结果性指标数据。此类样本将代表整个 PU 群体。学习小组的随机抽选每年由
BCI 自动执行并向 PU 进行通报。诸如指导员、村庄以及之前选择等分层原素均纳入自动计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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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农领导与随机抽选小组相结合，可获知随时间发生的变化、采纳程度以及整个 PU 的参数，
从而将选择偏差的风险降至最低。
除了收集参与良好棉花体系的棉农数据外，BCI 及其合作伙伴认为，有必要使用补充机制将数
据置于具体情境。所采用的两种方法分别为收集对照数据以及进行独立案例研究。
2.3

对照数据

生产者单位负责收集 100 名对照小农（未参与良好棉花能力建设项目、使用传统耕种方式的
棉农）的数据。
对照棉农可与良好棉花棉农居住在同一村庄、相邻村庄或甚至可居住在其他地点，只要其居住
的环境与良好棉花棉农相似即可。对照棉农的主要特点尽可能与项目棉农相类似才是问题的关
键。
对照棉农应具有与良好棉花棉农相似的社会经济特点。此外，还应考量其农场特点：
 雇员数量及类型
 规模
 灌溉系统
 一般土壤肥力
 种植的作物
 棉花种植经验
生产者单位负责挑选对照棉农。成为对照棉农并无普适性的奖励政策。各地可根据当地情况选
择最佳做法，确保对照棉农的参与率。PU 如有任何具体问题，BCI 团队会随时予以回复。
2.4

独立案例研究

除棉农及 PU 报告的数据外，BCI 每年还要与研究人员或顾问签订合约，执行独立案例研究，
收集良好棉花棉农及对照棉农样本的数据。此类独立研究的结果将与棉农及 PU 报告的数据进
行对比。对比结果将证实或否定棉农及 PU 报告的数据并对主要差异进行调查。虽然案例研究
无法完全代表该群体，但确实显示出可与良好棉花棉农数据进行比较的一般趋势。
小农数据收集过程总结
1. 参与良好棉花计划的所有棉农于每一季开始时在其农民田间工作手册或其他数据管理
系统中记录数据。
2. BCI 随机抽选每个生产者单位（PU）中的 10 个学习小组（LG）。
3. 采摘结束时，BCI 通知生产者单位选中的学习小组。
4. 各生产者单位通知选中的学习小组收集结果性指标数据。
5. 被选中的学习小组收集该组所有棉农的数据并向生产者单位递交汇编报告。
6. 其余的学习小组为该组的棉农领导（固定样本）递交结果性指标数据。
7. 每个生产者单位收集 100 名对照棉农（位于生活条件相似地区，使用传统棉花生产方
法的棉农）的结果性指标数据。
对小农而言，良好棉花结果性指标的数据来源有四种，彼此之间相辅相成，加强数据的可信
度：（i）棉农领导固定样本，（ii）随机抽选学习小组，（iii）对照棉农以及（iv）独立案例
研究。下表对小农的四个结果性指标数据源的选择方法及样本大小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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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抽样

棉农领导

1 名 /LG

学习小组样本棉农

10 LG
/ PU

对照棉农
独立案例研究

预计每个 PU 提供
数据的棉农数量
100
10 x 35 = 350

100 名 / PU
在国家层面上完成

100

–

2013 年 11 月

优点
 可收集并记录准确数据的能力
 可随时间的推移进行前后比较
 代表性样本
 了解 LG 内的差异以及与棉农领导不同的
采用水平
 可与良好棉花棉农进行对比
 独立数据，可证实或否定 PU 报告的数据

代表性
收集结果性指标数据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抽样方法。生产者单位中的棉农小组，需每年收集代
表性样本数据。由 3500 名棉农组成的一般规模生产者单位，需收集大约 450 名棉农的数据：
100 名棉农领导以及 10 个随机抽选的学习小组中的棉农，或 350 名左右的棉农。350 名随机
抽选的棉农占整个群体的 10%左右。使用基本算法，该抽样方法的置信区间为 5 个百分点，
可信度为 95%。
除了以单纯的规模为基础外（至 2015 年，共计有望收集大约 125000 名棉农的数据），样本
的代表性还可通过抽选方法得以保障。而且，通过与独立案例研究收集的数据进行对比，可进
一步加强抽样代表性。

3. 中型农场与大型农场
大、中型农场需收集所有参与棉农的数据。因此，无需使用抽样的方法。
大、中型农场同样需要收集对照数据。递交数据的对照棉农人数应至少为各个大、中型农场人
数的 10%。
大、中型农场数据收集过程总结
数据源
大、中型参与农场
大、中型对照农场
独立案例研究

抽样
100%
占大、中型参与农场的 10%
在国家层面上完成

4. 学习
BCI 以持续学习与改进的循环方式运作。结果性指标与保证计划的其他方面均对该学习循环过
程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自良好棉花首次采摘时起，由于收集、汇编、分析了大量数据，使得结果性指标每年都能在国
家层面上进行一次统计并将优等结果与合作伙伴共享。BCI 开发的数据库，使其与各个生产者
单位及执行合作伙伴共享结果变得更为便捷，从而改善了对近乎实时的数据进行学习的机会。
一旦对数据进行整理，即可针对生产者单位及大型农场进行自动总结。该数据库有望于 2014
年采摘季开始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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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传达
BCI 对结果性指标数据处理分析，然后以各种方式使用该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将年度采摘报告中的国家层面分析对外公布并发布在 BCI 网站上。
按季度向管理 BCI 的 BCI 委员会进行报告。
按季度向 BCI 投资合作伙伴进行报告。

BCI 以简单、明确的方式认真传达结果性指标数据。结果性指标的自我监控并非衡量良好棉花
标准体系的影响2。而是通过该数据，将良好棉花棉农的情况与当季该国使用传统方式的棉农
情况进行比较。BCI 了解衡量影响的重要性并计划在接下来的三至五年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以确认真正的长期影响。

6. 结果性指标数据流
下图展示了良好棉花结果性指标数据的一般流程。绿色方框表示记录或编辑信息的参与者。这
些绿色方框使用箭头连接，显示数据流的方向。灰色方框则对相应参与者的责任进行了说明。
弯箭头显示了 BCI 给予执行合作伙伴（IP）、大型农场的结果反馈以及向外部受众传达的信
息。IP 进一步与其他参与合作者共享该信息。

2

影响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执行某标准体系所产生的正面及负面长期效应。 （摘自 ISEAL 影响规范，
改编自 OECD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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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受众
出于公开透明以
及学习的目的，
分析、共享并传
达数据

BCI 秘书处

将数据发送至
BCI

执行合作伙伴

生产者单位对数据
进行汇编

生产者单位经理

来自小农样本、所
有大、中型农场的
结果性指标数据

所有棉农对农民
田间工作手册进
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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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指导员

学习小组
中型农场

大型农场

小农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