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好棉花平台（BCP）
使用要求的关键修改(2019)
介绍
为了确保 BCI 供应链监管的可信度、提高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额度转移工作的效率，
BCI 就如何通过良好棉花平台(BCP)转移 BCCU 的操作流程进行了修改。

良好棉花平台(BCP)使用要求有何变化？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只能通过在 BCP 系统中 BCP 账号
与 BCP 账号之间进行转移。届时，会员或 BCP 非会员用户 1 将无法通过出具出售量申
报单(ODF)的方式来转移 BCCU 额度
如果企业已经是 BCI 会员或 BCP 非会员用户，则无需采取任何行动
良好棉花平台不再接受纸质/打印的 ODF 手工录入方式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BCI 零售商和品牌商会员仍然能手动将 ODF 上的 BCCU 录
入到自己的 BCP 账号中（这些 ODF 的创建日期应该都是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有 BCP 账号的企业将无法为没有 BCP 账号的企业出具
ODF）
2019 年 6 月 1 日起，BCP 非会员用户年费将从 750 欧元降至 500 欧元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新申请 BCP 非会员用户账号的企业可享受 20%
的促销折扣，即 4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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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企业以及零售商
和品牌商使用该系统来记录它们当作良好棉花制品采购和销售的棉产品情况。
BCP 可以让供应商和制造商向其客户公布自己通过销售含棉产品采购良好棉花皮棉的数量，
并允许 BCI 核实供应链中通过完成采购订单而获得分配或接收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的数
量。通过核实以及 BCI 的进出平衡供应链监管，供应链末端的零售商和品牌商就可以对其每
年当作良好棉花采购的用棉量做出可信的声明。

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是什么？
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是一个特定的单位，1BCCU= 1kg 良好棉花皮棉
对轧花厂之后的供应链，BCI 采用进出库平衡（MASS BALANCE）供应链监管模式，每个
供应商只需记录其当作良好棉花制品采购和销售对应的 BCCUs 数量，而无须对良好棉花进
行实物分隔及生产加工。
分配给每笔良好棉花订单交易的 BCCU 由卖方录入良好棉花平台(BCP)，即 BCP 平台只做
销售申报。BCCU 在供应链转移的过程当中，系统会考虑不同的生产环节中原料的损耗因素
（加工过程中原料会有相应的损耗），因此最终的成品重量与为其分配的 BCCU 数量并不相
同。例如，生产一件 200 克的成品 T 恤衫需要 300 克的皮棉，因为在纺纱、织造以及裁剪过
程中都会有一定的损失。

为什么良好棉花申报单位(BCCU)如此重要？

收集 BCCU 信息对于 BCI 零售商和品牌商会员来说很重要，因为这让它们了解自己的供应商
对其所下的订单有多少是当做良好棉花采购的。这也为 BCI 提供了一个始终一致的透明机
制，对 BCI 零售商和品牌商会员作出基于采购 BCCU 数量的收费，而这些费用又被投资于良
好棉花项目的棉农培训以及更加可持续农业实践的能力建设。这些棉田层面活动的投资可以
确保将来良好棉花原料的充足供应。

ODF（出售量申报单）是什么？
对于每条录入到良好棉花平台(BCP)的交易，BCP 系统都会自动生成一份 ODF。该 ODF
可以从 BCP 系统以 PDF 的格式导出，用于传递 BCCUs 或记录保存或文档编制。
每个 ODF 证书都有一个 14 位数的唯一编号，由 BCP 系统自动分配。编码的前 8 位以年/月
/日的格式显示交易的录入日期。其余的数字则为每个 ODF 所特有的数字。
2019 年底之前，如果供应链中的面料厂和/或服装厂没有 BCP 账号，还可以通过 ODF 传递
BCCUs，作为良好棉花订单交易的凭证。
如果零售商或品牌商的所有供应商和制造商都使用 BCP 系统，BCCU 将通过 BCP 系统中账
号对账号的方式进行在线转移，卖家无需再导出 ODF 给买家作为良好棉花订单交易的凭证
使用。

适用对象是谁？
2020 年 1 月 1 日起，BCCU 的转移只能在良好棉花平台(BCP)中进行。涉及原棉采购或销
售业务的公司必须申请 BCI 会员才能开通 BCP 账号；不涉及原棉采购或销售的公司需申请
BCP 非会员用户开通 BCP 账号（也可以申请会员开通账号，但遵从自愿原则）：
需申请 BCI 会员开通 BCP 账号的企业业务行为包括：
购买皮棉，销售皮棉
购买皮棉，销售纱线
购买皮棉，销售面料
购买皮棉，销售成品
需申请 BCP 非会员用户开通 BCP 账号的企业业务行为包括：
购买纱线，销售面料
购买纱线，销售成品
购买面料，销售面料（印染厂和面料贸易公司）
购买纱线，销售纱线 （纱线贸易公司）
购买面料，销售成品（目前仅通过传递 ODF 证书操作的成品厂）
购买成品，销售成品（目前仅通过传递 ODF 证书操作的成品贸易公司）
备注：2020 年 1 月 1 日起，BCCU 只能通过 BCP 系统转移。如果面料企业与零售企业有直接的业务关系，即
指定面料供应商关系，仍保留指定面料供应商向零售品牌账号直接转移 BCCU 额度的操作方式

对目前没有良好棉花平台(BCP)账号、仅通过传递 ODF 方式操作良好棉花订单的企
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您目前还没有 BCP 账号，只是通过传递 ODF 的方式操作良好棉花订单，您需要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通过申请会员或 BCP 非会员用户的形式来获取 BCP 账号，以便
继续操作良好棉花订单。

一旦申请会员或 BCP 非会员用户，您将受邀参加 BCP 操作在线培训，学习良好棉花供应
链监管原则以及如何通过 BCP 接收或转移 BCCU。对于新申请企业，完成在线培训后，将
在 5 个工作日内获得 BCP 账号。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如果您还没有开通 BCP 账号，您将无法接收和转移 BCCU

申请成为良好棉花平台(BCP)非会员用户的费用是多少？
2019 年 6 月 1 日起，BCP 非会员用户开通 BCP 账号费用为 500 欧元/年（12 个月）

新申请的良好棉花平台(BCP)非会员用户是否有折扣？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申请成为 BCP 非会员用户，您将获得 100 欧元的折
扣，即第一年（12 个月）只需支付 400 欧元。
在满一年后续费时，您的费用将恢复为 500 欧元/年的标准费用。

如果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我没有申请到良好棉花平台(BCP)账号，会发生什么情
况？
您将无法接收和转移 BCCU，即无法操作良好棉花订单。

我还能出具良好棉花交易的凭证(即 ODF)吗？
对于在良好棉花平台(BCP)两个账号之间的 BCCU 转移，BCP 系统依然会保留交易记录证
明（但该交易记录证明将不再做为 BCCU 转移的凭证使用）。2019 年 12 月 31 日后，卖
方将无法继续在 BCP 当中选择手动输入买方名称，因此，如果买方没有 BCP 账号，交易
将无法完成。

这些改变对现有的良好棉花平台(BCP)非会员用户有何影响？
现有的 BCP 非会员用户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当他们下一次续约时会自动执行新的年
费标准。BCI 一般将在账号即将到期之前自动通知您进行续费。
现有 BCP 非会员用户的续约日期在 2019 年 6 月 1 日或之后的，您的续约费用会自动调整为
500 欧元/年，即按照新的年费标准执行。

现有的良好棉花平台(BCP)非会员用户在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续
费，是否享受折扣？
不享受，100 欧元的折扣只针对新申请的 BCP 非会员用户。但现有的 BCP 非会员用
户）在 2019 年 6 月 1 日以后续费的，都是按照调整后的 500 欧元/年的标准执行。

如果您已经是良好棉花平台(BCP)非会员用户，且已在今年续费时支付了 750 欧元，
会是什么情况？
很遗憾，由于系统的设置，无法退还已缴费用，您将在下一个续费周期享受新的年费标
准。

BCP 要求的修改对于 BCI 零售商和品牌商会员意味着什么？
零售商和品牌商会员要确保自己的相关供应商（至少二级及二级之前的供应商）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申请 BCP 账号。
根据新的要求，您将不再需要花费精力手动将 BCCU 录入 BCP 账号。由于所有 BCCU 的转
移都是通过在线方式，账号直接对账号，您无需再向供应商索取 ODF（如果您执意索取 ODF

作为存档使用也可以，但仅限于存档使用，ODF 不再作为录入数据使用）。请注意，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后，零售商和品牌商会员将无法手动将 BCCU 录入到 BCP 账号。
一旦供应商申请会员或 BCP 非会员用户，您将受邀参加 BCP 操作在线培训，学习良好棉
花供应链监管原则以及如何通过 BCP 接收或转移 BCCU。对于新申请企业，完成在线培训
后，将在 5 个工作日内获得 BCP 账号。
备注：请务必及时与您的供应商分享本文件，以便他们了解这些变更情况。

处理现有 ODF 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考虑到该要求变化的实施需要一定的过渡期。
零售商和品牌商会员需要将所收到的、由供应链中某个环节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生成的
ODF 上的 BCCU，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录入品牌的 BCP 账号，超过该期限，BCP 系统将
关闭手动录入 BCCUs 的功能。

会员与 BCP 非会员用户权益对比
会员

BCP 非会员用户

BCP 账号和 ID
可为同一个 BCP 账号创建
多个用户登录信息
显示在 BCP 系统中
公布在 BCI 网站会员名单中
BCI Logo 的使用
(如制作通讯材料，如电子邮件
模板、网站、营销材料和报告)
BCI 产品标识的使用以确定
当作良好棉花采购的棉花用量
有资格成为
BCI 理事会代表
有资格投票选
举 BCI 理事会代表
年费
➢
➢

仅限零售商和品牌商会员

取决于会员类别。
请访问 BCI 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500 欧元
（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

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企业，可以直接点击 BCP 非会员用户账号申请在网上自行申请
中国大陆地区企业，请发送邮件至 joyce.liu@bettercotton.org 咨询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