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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会员 BCP 供应商在线申请指南 

 

致所有申请企业， 

 
在您正式填写“BCP 供应商申请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以下详细指南，全英文填写申请表（系统无法识

别中文语言）。 

BCP 供应商申请表仅限用 Edge、火狐 Firefox、Chrome 浏览器打开，不支持其他浏览器。 所有*标星号栏

目为必填项。 

若企业业务涉及采购皮棉，需申请成为 Better Cotton 会员，请另发邮件至 helpdesk@bettercotton.org 

索要会员申请流程。 
 
 
 
 

第 1 页主要内容 
 
⚫ 向申请企业说明，加入后通过 BCP 平台记录与申报 Better Cotton 订单，该企业必须遵循良好棉花供

应链监管原则第 1.4 版本的相关要求。 

⚫ 加入 Better Cotton 代表企业已同意“条款和条件”等各项要求，并承诺企业及其所有人、子公司或附

属公司均未出现在任何国际认可的违约或制裁名单中。 

⚫ 如申请人未能认真核对及/或后续被发现违反“条款及条件”，Better Cotton 将不退还款项。如果申

请表中的信息有误，Better Cotton 也有保留暂停该企业访问 BCP 平台的权利。 

⚫ 获得 BCP 账号的申请流程： 

线上提交申请表→付款→汇款到账→ “供应链部门”（trainer@learn.trakstar.com）发送线上培训课

程→100%完成课程的 2 个工作日内获得 BCP 账号 

（提醒：如您需快速拿到账号，建议在申请表第 4 页的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式选择 Credit Card

方式，用 Visa 或 Master 信用卡线上支付，对账准确，到账快；如选 International Bank Transfer 方

式，到账慢，且需人工协助对账） 

⚫ Agreements 需全部勾选，代表同意所有协议项。点击 进入第 2 页。 

https://bettercotton.org/membership/better-cotton-platform/better-cotton-platform-access-for-non-bci-members/
mailto:helpdesk@bettercotton.org
mailto:trainer@learn.trak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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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页主要内容 
 
⚫ Company Details 为申请企业的基本信息，必须全英文填写，所有*标星号栏目为必填项。 

⚫ 点击 上传企业营业执照（PDF 或 JPG 格式文件均可）。 

⚫ Business Activities 为公司业务活动， 

Buying 和 Selling 需确保真实准确，因为直接关乎到贵司申请的 BCP 账号能处理哪些业务权限（后续

除特殊情况外，不予修改）！ 

请务必仔细按照以下指导勾选，如对业务判断有疑问，请先邮件咨询 helpdesk@bettercotton.org。 

 
 

Buying 指企业采购的产品类型，Selling 指企业销售的产品类型（单选） 

下拉菜单中 ：Yarn 指纱线， Fabric 指面料（包括白坯布、半成品布和成品布）， End product 指消

费者购买的最终成品。 

 
 
 

mailto:helpdesk@bettercot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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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账号类型 企业业务 Buying 列勾选 Selling 列勾选 BCP账号身份 

一般贸易商 纱线贸易商 Yarn Yarn 非会员 BCP 供应商 
一般贸易商 面料贸易商 Fabric Fabric 非会员 BCP 供应商 
一般贸易商 染厂 Fabric Fabric 非会员 BCP 供应商 
面料厂 面料厂 Yarn Fabric 非会员 BCP 供应商 

垂直一体化加
工厂 

垂直一体化加工
厂 

Yarn/Fabric Fabric/End product 非会员 BCP 供应商 

成品制造商 成品制造商 Fabric/End product End product 非会员 BCP 供应商 
成品采购中间

商 
成品采购中间商 End product End product 非会员 BCP 供应商 

 

⚫ Product Offering 为具体的产品信息。此为选填项，可留空不填。 

⚫ 点击 进入第 3 页。 
 
 
 

第 3 页主要内容 
 

⚫ Contact Details 为贵司负责 Better Cotton 业务的人员基本信息。 

提醒：第一联系人为未来 BCP 平台的操作人员，培训及续费等事务 Better Cotton 都会直接联络此

人；Default Language 务必由 English 切换为 Chinese，这直接关系到线上培训课程以及未来 BCP 界

面的操作语言是否为中文。 

 
⚫ Additional Contact 为第二联系人信息。Better Cotton 允许非会员 BCP 账号开通至多 2 个 BCP 联系

人。如若贵司只有一 个 BCP 操作人，Additional Contact 勾选 No；若勾选 Yes, 则再填写一个人员基

本信息。但是，只有第一联系人会收到线上培训课程，当其 100%完成课程后， 这两个人会收到不同

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设置链接，给予其登录同一个 BCP 账号的登录权限。 

 

⚫ 点击 进入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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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页主要内容 
 
⚫ Payment Address 填写付款公司基本信息，如果付款公司和申请公司是同一个，则所有填写相同即

可。这里的邮箱需为第一联系人邮箱，将来会收到电子发票或收据。 

⚫ Payment Method 为付款方式选项，可选 Credit Card 或 International Bank Transfer， 

推荐选择 Credit Card ：用 Visa 或 Master 信用卡线上支付，填写信用卡信息（根据卡面信息）。Better 

Cotton 不会泄露您的个人信息，请放心输入。 

（优点：到账快，对账准确，两天内第一联系人邮箱会收到电子收据） 

如果选择 International Bank Transfer：第一联系人邮箱会在 1 个工作日内收到电子发票，需凭发票信息

办理银行欧元外汇支付。 

（缺点：到账慢，且需人工协助对账，如果一直对不上账，就会影响线上培训课程的发送，因 Better 

Cotton 只有收款到账后才会给第一联系人邮箱发送线上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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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rm you are Human 是验证问题，请根据英文内容的提问（A+B）填写数字结果。 

 

⚫ 点击 进入第 5 页。 

 

 

 

第 5 页主要内容 
 

⚫ 显示前 4 页已填写内容，请核对确认。如发现有误，下拉到底端点击 修改。  

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 正式提交申请表。自此，您的申请完成，您登记的第一联系人邮

箱会在 24 小时内收到 BCP 系统的邮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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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重要提醒： 

 

⚫ 填写过程的相关问题，请在提交申请表前咨询 helpdesk@bettercotton.org。 

⚫ 一旦申请提交成功后，您将不能更改付款方式。 

⚫ 同一企业抬头不能重复申请账号。若您有错误申请，请及时联系 helpdesk@bettercotton.org。 

⚫ 若第一联系人已负责多个公司的账号申请，请改用其他邮箱申请。因为用同一邮箱申请可能会影响账

号的自动化处理。 

⚫ 营业执照上的信息必须与您填写的申请表英文信息相符。如果我们的记录与您提交文件中的信息不

符，请及时联系 helpdesk@bettercotton.org 进行更正。 

⚫ 为了保证您的联系人邮箱能正常收到线上培训课程和发票邮件，请提前将 trainer@learn.trakstar.com

和 finance@bettercotton.org 两个邮箱设置为白名单。并注意查收邮件包括垃圾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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