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棉花面料厂
概述
内容
1.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是什么？
2. 良好棉花平台(BCP)是什么？
3. 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s)是什么？
4. 进出库平衡模式(Mass Balance)如何运作？
5. 我如何从供应商接收 BCCUs？
6. 我如何向客户转让 BCCUs？
6.1. 出售量申报单(ODF)是什么？
6.2. BCP 如何向棉制品分配 BCCUs？
6.3. 在 BCP 中录入交易
6.4. 应用实例
1.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是什么？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旨在帮助棉农更好地种植棉花，减轻对当地环境的压力，改善农业社区的
生计和福利。所有与棉花有关的规格都将保持不变（质量、交货期、可用性和价格）。支持 BCI 的零
售品牌鼓励在其整个供应链中都采购良好棉花。
2. 良好棉花平台(BCP)是什么？
“良好棉花平台”(BCP) 是 BCI 的在线系统，轧花厂、棉商、纺纱厂、其他纺织价值链企业以及零售
品牌使用该系统来记录它们的良好棉花采购活动和采购量。
BCP 可以让供应商和制造商向其客户公布自己通过销售棉花产品采购良好棉花皮棉的数量，并允许
BCI 核实各个品牌商采购的良好棉花数量。经过认证，品牌商即可对其供应链中良好棉花的采购情况
做出可信的宣传。
3. 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s)是什么？
“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 是 BCI 特有的单位，用于衡量供应链企业以及零售品牌采购的良好棉花
数量。1 个 BCCU 对应从‘BCI 轧花厂’采购的 1 公斤实物良好棉花皮棉。轧花厂必须将良好棉花与
普通棉花进行实物分隔，确保自己加工生产 100% 的实物良好棉花棉包。这些实物良好棉花棉包的每
公斤都会分配 BCCU。BCI 采用进出库平衡原则，每个供应商只需在BCP平台上记录其与良好棉花相
关的采购量和销售量。
收集 BCCU 信息对于零售品牌来说很重要，因为这可以让他们了解供应商通过他们所下的订单采购了
多少良好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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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出库平衡原则如何运作？
进出库平衡是一套数量追踪系统，允许生产过程
中以普通棉花替代或与良好棉花混合。但是，进
出库平衡原则会确保当作良好棉花制品销售的实
物棉花数量不超过当作良好棉花制品采购的棉花
数量。BCI 的进出库平衡模式以“良好棉花申报单
位”(BCCU)为指定单位，追踪分配有一定良好棉
花申报单位的实物棉花或含棉产品的数量。

棉花采购
1 公斤良好棉花
+1 个BCCU 申报单位

1 公斤良好棉花
+1 个BCCU 申报单位

1 公斤普通棉花

重要的是，进出库平衡原则并不要求在轧花
厂环节之后的 BCCU 继续与最初来自BCI认
证 棉农的实物良好棉花有任何关系。这就意
味着有BCCU匹配销售的棉制品不一定包含
任何实物良好棉花。

1 公斤良好棉花
+1 个BCCU 申报单位

1 公斤良好棉花

1 公斤普通棉花
+1 个BCCU 申报单位

销售

如果某一特定质量的棉纱不能作为良好棉花出售，只要你自己良好棉花平台账号中 BCCU 库存量为正
数，你就可以用同等质量/产地的普通纱线来替代。
5. 我如何从供应商接收 BCCUs？
首先，你的纱线供应商必须是 BCI 会员。其次，你从它们接收 BCCUs 的方式将取决于你是否拥有使
用 BCP 的权限：
如果你有 BCP 账号。你的购买信息需要由你的供应商录入 BCP。然后你需要在系统中确认购买。一旦
确认，你将从供应商的库存中以电子方式接收到 BCCUs，你无须索要 ODF。
如果你没有 BCP 账号。你的供应商会将你的采购信息录入 BCP 并生成 ODF。你需要收到这个 ODF，
并将其传递给自己的客户，一直让它到达最终客户（零售品牌）的手中。
如果你还不是‘良好棉花平台用户’（这将使你具有使用 BCP 的权限），那么你还是应该成为平台的
用户。这个过程很简单，它将可以让你从你的纺纱厂以电子方式接收 BCCUs，并将 BCCUs 分配到你
出货的面料当中。目前，是否愿意成为 BCP 用户是可选的，但到2020年1月这将成为强制要求。若要
了解如何成为 BCP 用户，可以写电子邮件至： membership@bettercotton.org
6. 我如何向客户转让 BCCUs？
在本部分，我们将解释如何记录良好棉花的订单。
基于你和你的客户是否拥有使用 BCP 的权限， BCCUs 的转让方式可以有所不同：
如果你有 BCP 账号，你有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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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你的直接客户没有使用 BCP，而你也知道自己面料的最终用户（品牌商或零售商），你可以通过
BCP 以电子方式将 BCCUs 转让给它们。
(2)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面料的最终用户以及你的直接客户（服装厂），也没有使用 BCP 的权限，那么
你需要在系统中生成 ODF 并将其发给它们。
如果你没有 BCP 账号。你应该会从自己的供应商收到一份纱线的 ODF，你也必须与自己的客户分
享这份文档，以此作为 BCCU 分配情况的凭证。
下图显示了 BCCUs 的电子转让情况，以及何时需要生成 ODF。

轧花厂

棉商

纺织厂

面料厂

成品制造商

面料厂

成品制造商

面料厂

成品制造商

销售商

良好棉花平台
非良好棉花平台

6.1. 出售量申报单(ODF)是什么？
在良好棉花平台上记录的每一次购买与销售信息都
可以生成一份“出售量申报单”(ODF)。此表单将用
作表明特定良好棉花相关订单 BCCU 分配情况的
书面凭证。
当双方都使用良好棉花平台时，可以通过电子方式
在供应商账号之间转让 BCCUs。在这种情况下，
BCI 不要求生成 ODF。
当供应商的客户无法使用 BCP 时，生成 ODF 就非
常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需向自己的买方提
供 ODF，该 ODF 将成为其对出货量分配 BCCU 情
况的书面证明。
供应商在良好棉花平台中生成 ODF 之后，它们就
要将其与自己的买方共享，而买方将充当供应商与
零售商或品牌商之间的 BCCU 中间人。
每个 ODF 都有一个惟一的编号：“出售量申报号”，
前8个数字表示交易录入系统的日期。
ODF 将在2020年1月之前逐步淘汰，届时所有供应
商都必须使用 BCP 向自己的客户转让 B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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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也详细说明了需要以及不需要 ODF 的情况：
- 如果双方都在使用 BCP，则不需要 ODF
面料厂与服装厂
之间的面料销售

- 如果面料厂直接通过 BCP 将 BCCUs 转让给零售商或品牌商，则不需要 ODF
- 如果面料厂不知道最终用户且是手动输入其服装厂的名称，则需要 ODF

6.2. BCP 如何向棉织品分配 BCCUs？
1 个BCCU 对应从 BCI 源头企业采购的 1 公斤实物良好棉花皮棉。在计算 BCCUs 分配时，良好棉花
平台会考虑纺纱过程中的损失。因此，分配的 BCCUs 数量可能会超过你生产的棉质织物或收到的纱线
的重量。
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损失，但 BCCUs 的数量保持不变。为了计算应该分配给你出货面料的
BCCUs 数量，良好棉花平台假设在精梳纱的纺纱过程中平均会有 28% 的材料损失，普梳纱有 10% 的
损失，同时也会考虑面料 BCCUs 分配的百分比情况。

皮棉

棉纱

面料

成品

普梳棉纱： x 1.1
精梳棉纱： x 1.28
普梳棉纱

精梳棉纱

10000 公斤

9090 公斤

7812 公斤

10000

10000

10000

如果你向不同的客户出售由相同的散装纱线制成的织物，要首先计算用于制作织物的棉纱数量，然后
运用以下规则将 BCCUs 分配给每位客户：
如果用精梳棉纱：使用棉纱公斤数 x 分配 BCCUs 的百分比 x 1.28
如果使用普梳棉纱：使用棉纱公斤数 x 分配的 BCCU 百分比 x 1.1
良好棉花平台将根据你在系统中录入销售交易时提供的以下信息计算你在销售面料过程当中应该转让
BCCUs 的正确数量：
织造面料使用精/普梳纱的总净重（公斤）
精/普梳纱含棉的百分比
分配给面料的良好棉花百分比
例如，你买了有 6600 个 BCCUs 的 6000 公斤普梳纱。你将 4000 公斤用于客户甲的编织面料，客
户甲希望这批面料 100% 以良好棉花的形式交付。你将 2000 公斤用于客户乙，客户乙希望这批面料
50% 以良好棉花的形式交付。
客户甲收到 4000×100%×1.1 = 4400 个BCCUs。
客户乙收到 2000×50%×1.1 = 1100 个BCCUs。
这样你的库存还剩下 1100 个BCCUs。你可以在将来的交易中使用这些 B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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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 BCP 中录入交易
在良好棉花平台录入销售交易，你需要填入以下各栏的内容：

如果你的客户已在 BCP 上，请从下拉列表选择 →

如果你的客户未在 BCP 上，
在‘Manual Entry Option’单
击‘Yes’，然后在下一栏当
中录入它们公司的名称

系统将自动计算出 BCCUs

这将对应此次采购良好棉花
出货的总体百分比

如果你选择的最终客户（零售商或品牌商）
没有在使用本系统，那请在这里输入你直接客户
公司的名称以及交易参考号

在填写所有必填栏之后，单击“SAVE（保存）”。如果你
的客户不在 BCP 中，而且你选择了“Manual Entry Option
（手动添加选项）”，然后你需要点击“Output Declaration
（出售量申报单）”生成一份“出售量申报单”，然后将其
保存为 PDF，分享给你的客户。
6.4. 应用实例
示例 1：
情景：
你购买了 5000 公斤的印度良好棉花纱线，有 5500 个BCCUs。

5000 公斤

5500

你也买了 2000 公斤的巴基斯坦良好棉花纱线，有 2200 个BCCUs。

2000 公斤

2200

问题：
客户甲想要 4500 公斤棉质织物以及 7000 个BCCUs，因为客户表示 BCCUs 的数量可能会比面料的重量多。你使用 5000 公斤
普梳棉纱生产面料。
你可以向自己的客户转让 7000 个 BCCUs 吗？
答案：
不可以，此笔使用 5000 公斤普梳棉纱的面料订单可以转让 BCCUs 的最大数量是：5000×100%×1.1 = 5500 个 BCCUs。因
此，你需要让自己的客户知道，你最多只可以转让 5500 个 BCCUs，不能转 7000 个。
你有可能向客户转让少于库存最大值的 BCCUs。 如果客户要求将 50% 作为良好棉花交付，那么你可以提供 5000 公斤面料和
2750 个 BCCUs (5000 x 50% x 1.1 =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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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情景：
你购买了 2000 公斤的中国普梳棉纱，有 2200 个来自一家中国纺纱厂的 BCCUs。

2000 公斤

2200

你也从印度的一家纺纱厂购买了 1000 公斤普梳棉纱，良好棉花和普通棉花各占一半，共有
550 个BCCUs。

1000 公斤

550

你还买了 3000 公斤的巴基斯坦普梳棉纱。

3000 公斤

0

0

450

你上次的购买交易中还剩下 450 个 BCCUs。
问题：
你的客户要求巴基斯坦的棉质织物 100% 作为良好棉花交付。你使用 2600 公斤棉纱生产此批面料。
你是否可以提供含有 BCCUs 面料？
答案：

可以。你可以将从来自中国和印度棉花的 BCCUs 用于巴基斯坦的棉质织物，也可以使用从上一次购买交易中余剩的 BCCUs，
因为它们与实物棉花并没有关联。

你收到了 2200 + 550 + 450 = 3200 个 BCCUs。使用 2600 公斤粗梳棉纱，你可以转让最多
含有 2600 （公斤用于织物的棉花） x 100%（符合要求的良好棉花）x 1.1（用于粗梳棉）=
2860 个 BCCUs 的织物。这意味着你有足够的 BCCUs 将面料作为良好棉花制品进行交货。

2600 公斤

2860

在这笔交易之后，你还剩下 3200 - 2860 = 340 个 B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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