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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智慧城市  实现可持续发展

奥利沃·皮亚特（Olivier Peyrat）

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主任兼 ISO 副主席（财务）

建
设智慧城市，这是任何应对全球性经济、社会、

能源或者环境挑战解决方案的关键。如果没有

合理的策略来提高城市运行效率，那么，无论

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还是追求可持续增长 , 这些全球性的

目标都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区域容纳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

全球 GDP 将近八成来自城市。同时，城市的能源消耗与相

应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总量的七成。这一数据令人震惊，

再加上全球各地城镇化速度持续增长，这都给城市可持续发

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智慧城市是减少排放、应对城镇化快速增长的必经之

路。目前已经在这一领域组织开展了不少工作，从巴黎的

COP21 到明年即将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的住房与可持

续城市发展世界大会等等。

全球各地都在加强智慧城市的建设，而标准组织为这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加了信心。2012 年，由法国标准化协会

（AFNOR，ISO 法国国家成员体）提议，ISO 成立了社

区可持续发展技术委员会（ISO/TC 268），委员会主席由

来自法国的雅克·莱尔（Jacques Lair）先生担任，秘书

处也设在法国。该委员会最大的成绩就是组织制定了 ISO 

37101 社区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标准，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正

式发布。 

成立三年以来，ISO/TC 268 的工作逐步得到该领域利

益相关各方和众多参与者的认可，各方对标准化工作的积极

性也不断增强，工作成效显著。例如，参与该委员会的成员

国从最初的 27 个增加到如今的 43 个活跃成员——这也体

现了委员会的持续发展。这一良好势头也促成发布了协调与

规范全球工作的一系列国际标准。

从法国的层面来看，AFNOR 可持续与恢复性发展委员

会代表国家负责对口 ISO/TC 268 的相关工作，该委员会

认为，要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统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城市设计、组织与功能运行

·可持续发展相关各方的管理与参与

·市民生活质量

我们知道，所有城市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

传统的规划、运行和融资过程已经无法满足智慧城市的需要。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将有利于最终创建新的经济模型，为城市

能耗控制研发更高效的方法，为市民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然而，选择这条发展路径，我们需要为智慧方案的有效

应用营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所有参与到智慧网络（智慧能源）

部署项目的利益相关方都要朝着同样的目标，与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的工作紧密结合，

才能真正实现这些目标。

全世界的城市与各地政府都希望我们开拓一条可持续发

展之路。让我们携手为实现人类值得拥有、期待已久的生活

而共同努力吧。

奥利沃·皮亚特

孙加顺 / 译

Sustainable 
growth for 
smart cities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峰 会

（COP21）将于 12 月在法国

举 行。 距 今 只 有 数 月， 现 在

整个国际社会的目光都转向巴

黎，翘首期待签署一份新的、

全面的气候变化协议——这份

协议将为人类和整个地球指明

一条道路，通向更安全、更健

康、更有希望的明天。

ISO/TC 268

的工作广受认可，

成效显著。

#ISOfocus_112 | 32 | #ISOfocus_112



social feed FACEBOOK TWITTER googleplus Youtube linkedinsocial feed FACEBOOK TWITTER googleplus Youtube linkedin

#hitechstandards
global campaign
# 高科技标准 全球社交媒体活动

所有带主题标签的

帖子阅读量超过

300 万

传播范围覆盖

380 000 多名独立用户

我们为本次社交媒体活动设立了专门的网站，这

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个网站设计时尚，导向明确，在

醒目的位置展示了本次活动的精选内容。为了保证页面

简洁和吸引更多访客，我们突出显示了最令人振奋的故

事。这样一个网站不仅提供了本次活动的展示平台，还

为我们的成员以及伙伴们提供了交流与分享的便利渠

道。

更 多 详 情， 请 访 问：www.iso.org/

hitechstandards

250 多名独立用户

参与了讨论

超过 950 条推特

帖子 / 转发的帖子使

用了 # 高科技标准的

主题标签

错过了这场活动，怎么办？

https://tagboard.com/hitechstandards/231170 

请点击该网址查看本次活动的所有帖子。今年我们还将举行

一场关于智慧城市的社交媒体活动，敬请关注。

推聊让更多的人参与活动并进行互动。

扫描二维码查看更多热点！

李慧星 / 译

在彰显合作力量方面，社交媒体无疑比任何其他载体更具

优势，在聚力发声时更容易放大我们的影响力。贯穿社交媒体

活动的通常是某个“主题标签”。今年 6 月，在 ISO 全球成员

及相关组织的推动下，我们举办了一场以 # 高科技标准为主题

的全球社交媒体活动。

+

#hitechstandards

我们——包括 ISO 成员及其合作伙伴——共同的

目标是：通过关注目前正在研发的最令人兴奋的创新科

技（机器人、无人机、增材制造及可穿戴设备等），提高人

们对高科技标准在新技术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的认识。

在为期一周的社交媒体活动中，所有人都在用 # 高

科技标准主题标签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及其它相关内容。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SAC）等一些 ISO 成员制作了活动视频，或者动

员创新型企业参与这场活动；西班牙标准化和认证协会

（AENOR）积极与本国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共同

参与到活动中；巴西技术标准协会（ABNT）以及挪威标

准化协会（SN）还将活动内容翻译成了本国语言。活动

的每一天，不断有新的专家、技术委员会及行业参与其中。

无论你们通过何种方式（在脸书上发帖或者转发推特）

都是为这场活动贡献力量。谢谢你们的参与，让活动取

得了圆满成功。

参与成员及伙伴名单

首个社交媒体活动网站

这份名单可能并不全面，

如有遗漏，还望见谅！

北美地区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

加拿大标准理事会（SCC）

南美地区
巴西技术标准协会（ABNT）

大洋洲地区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SA）

新西兰标准协会（SNZ）

亚洲地区
印度尼西亚标准化局（BSN）

马来西亚标准化组织（DSM）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

新加坡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SPRING）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国际电信联盟（ITU）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欧洲地区
西班牙标准化和认证协会（AENOR）

澳大利亚砂岩工业有限公司（ASI）

塞浦路斯标准化组织（CYS）

德国标准化学会（DIN）

塞尔维亚标准化协会（ISS）

意大利标准化组织（UNI）

挪威标准化协会（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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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未来的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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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幻小说中反乌托邦式的黑暗未来常常让读者

心生恐惧。在过去的一年里，电影制作人

似乎特别偏爱未来灾难题材的电影。对他们

来说，没有什么比想象荷兰绘画大师希罗尼穆斯·博斯 1

（Hieronymus Bosch）画中的未来城市更令人心情澎湃

的了。

电影《银翼杀手》中的夜色城市，空中酸雨淅淅沥沥，

街上霓虹灯艳俗闪烁，这也许就是人们想象中的未来城

市的原型，然而每个电影制作人、小说家都会在梦魇城

市的题材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发挥。现在已很难找到一位

对未来保持乐观的艺术家。

我们注定会经历城市的土崩瓦解吗？是否还有希望

建造宜居城市？这些都是“智慧城市”要应对的艰巨挑战。

复杂的智慧城市

虽然大家对“智慧城市”越来越熟悉，但这个名词

的定义依然存在争议。人们一般认为智慧城市的目标就

是实现先进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完美融合，但如何把“智

能”融入“可持续”和“恢复力”，人们依然存在疑惑。

智慧城市要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必须针对很多关键领域提出合理的应对方案。例如，

要有用户友好型交通工具、通畅的道路网、能源效率、无

污染的空气、洁净的水、高效的废物管理，还要注重环保

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市民的安全。

除此之外，社会的平等和谐也是美好城市生活的重要

内容。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了让城市居民生活得

更富有、更愉悦的目标。

信息技术支撑

先进的基础设施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这就意味着

要采用最新的信息通讯技术（ICT）。“智慧城市”，毫无

疑问，也会在公共和私营领域运用最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

提高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品质。

但信息通讯技术本质上是一个服务的角色，这一关键

属性意味着它不能喧宾夺主，忽略其他因素。信息通讯技

术常常被视为智慧城市的关键因素和最终目标，这就导致

了其他领域的弱化，造成这些领域的缺位。

关于信息通讯技术在未来的角色，欧盟已经做出表率。

欧盟斥巨资为欧洲地区的城市和地区制定了智慧城市发展

战略，为“欧洲数字计划”设计了一系列的项目。

为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欧盟在 2010 年重点加强信

息通讯技术方面的创新和投资。据著名的工程顾问公司奥

雅纳估计，到 2020 年智慧城市服务每年的全球市场产值

将高达 4000 亿美元。智慧城市技术和计划的案例已在英

国南安普顿、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斯德哥尔

摩等地成功实施。

人口结构演变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UNFPA) 发出警告，我们正

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增长。世界上大多数

的穷人都生活在农村。研究发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

口迁移中——自愿的或被迫的，来自农村地区的穷人成为

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世 界 半 数 以 上 的 人 口 现 在 居 住 在 城 镇 和 城 市， 据

UNFPA 估计，到 2030 年这个数字将达到 50 亿。大部分

的城市化进程会发生在非洲和亚洲，这可能引发社会、经

济和环境的灾难性巨变。贫困的迁徙者面临很多难以应对

的困难：失业和穷困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将导致犯罪并且

国内动乱会急剧增多。

不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年轻人都离开了农

村，背井离乡，在世界各地的城镇和城市中寻找工作、更

好的机会和暂时的避难所。而且老龄化人口的需要，特别

我们的城市和工作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未来的智

慧城市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形态，还会重塑我们的

思考方式。通过本文，我们一起看看城市正在如何演化，

标准又如何帮助构建未来的都市景观。

横跨多瑙河和多瑙河岛的高速公路已成为维也纳最广阔的娱乐天堂。

1  希罗尼穆斯·博斯是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荷兰怪诞画家，其大部分画作多描绘罪恶与人类道德沉沦，译者按。

斯德哥尔摩是智慧城市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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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医疗保险和社会流动能力也必须考虑在内。但这种指

数型增长和新的考虑事项给目前已经很紧缺的城市资源

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智慧城市”需要处理这些压力。

智慧城市理事会

随着涌往城市的人口呈指数型增长，智慧城市理事

会（SCC）能使城市找到或找回正确的方法，从而应对

日益增长的人口基数的需要。

SCC 注意观察全世界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区别。本刊

采访了 SCC 主席杰西·博斯特（Jesse Berst），当问

到全球各地采用的方法有何不同时，杰西回答说：“欧

洲、中国和中东的很多国家在智慧城市方面做得很好。

这得益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和更强的危机意识。它们知道，

自己在和其他城市竞争就业机会和人才。变成一座智能、

互联和可持续的城市能赋予它们巨大的竞争优势，同时

还能极大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SCC 是世界上首个智慧城市实践者和创新者的联

盟，关注城市的宜居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它的目

标就是通过为城市领导者提供最佳时机和技术、金融、

政策和公民参与方面的中立指导，来加快全球智慧城市

的发展。

此外，SCC 还建立了广受大众欢迎的智慧城市独立

门户网站，该网站被视为智慧城市工具最重要的参考。

它还组织了很多全球活动，如论坛、研讨会和 2015 年 9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首个智慧城市周。SCC 的顾问是来自

学术界、气候倡导小组和发展银行的专家，他们不偏不倚，

独立自主。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即 ISO 美国国

家成员体，也在其咨询委员会之列。

那么，SCC 能预见的困难有哪些？转变成智慧城市

能带来哪些好处？博斯特说：“关于城市面临的挑战，

我们都很熟悉，例如交通拥堵、犯罪、污染和收入不均。

我们已经无法用上世纪的旧基础设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运用数字技术的力量。”

在这个前提下，SCC 有什么期望？标准如何发挥作

用呢？“城市急切地需要一种评估方法，用于了解目标

是什么并在此过程估算进程，”博斯特说。“标准能满

足这种需要。同样重要的是，标准是迈向一个互联互通、即插即用世

界的第一步，在那里城市无须担心被束缚、被淘汰或陷入僵局，可以

交换和匹配各种来源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是目前急需迈出的一步，

现在大家很容易感觉到城市已经很陈旧了。

城市需求导向

ISO 积极关注并参与这一领域的工作，因而成立了 ISO 技术管

理局智慧城市战略咨询小组（SAG）。本刊就标准制定组织在协调

工作中的重要性等问题采访了 SAG 的主席格雷厄姆·科尔克拉夫

（Graham Colclough）。

科尔克拉夫是在公共服务技术实现方面公认的思想领袖，最近还

在 SAG 发起了相关调查。“我希望采用一种以城市需求为先的方法。

这意味着从最开始就考虑到终端消费者的想法，否则将不知所终。”

基于这一点，SAG 要求 20 个国家面向各自 6 座城市展开问卷

调查，收集它们对某些问题的意见。结果还在分析当中，但 SAG 的

假设已经得到证实，那就是标准并不是城市领导者主要的兴趣点。

科尔克拉夫分析道：“城市没有注意到来自标准成员体的资料。

它们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并没有考虑到标准化的概念。”可

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

居住在城镇和城市。

老龄化人口的需要必须考虑在内。

阿姆斯特丹市的城市车辆试驾。

ISO有助于城市获得

成本合理、性能可靠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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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说，“所有城市之间都有系统的相似点。”

城市似乎认为标准是技术问题或者限制，对发展

毫无帮助。对 SAG 主席来说，现在的问题是要

重新定位标准对城市的意义，接着弄清楚标准化

组织应该联合起来做什么才能使彼此联系得更紧

密，尤其对规模不大的城市来言。

城市需要标准

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即 ISO 法国国

家成员体，提议并成立了 ISO 社区可持续发展技

术委员会（ISO/TC 268）并担任主席。该技术委

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社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标准，

包括智慧城市指标标准和智能基础设施指标标准。

其共识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而智能只是实

现目标的方法之一。AFNOR 标准化项目经理、

ISO/TC 268 秘书伯纳德·莱瑟福希尔（Bernard 

Leservoisier）完美地抓住了精髓。不是“智慧城市”，

他表示，“更准确地来说，是城市里的智能基础设施、

智能服务、智能系统、智能设备和设施等等。”

“智能将使城市更高效，”他继续解释道，“它

将帮助城市制定和建立综合互联的战略或系统，同

时进行实时监测。”当然，只能依靠高科技才可能

实现这一切，可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能负担得起或维

持住高科技，所以一些发展中国家会很不情愿。此

外，由于这些智能系统会收集大量私人数据，这也

引发了对所有权和数据安全的质疑。在这一点，莱

瑟夫希尔告诫说，“智能解决方案或许能使城市变

得更高效，但如果它们无法可持续，也会令人大失

所望。”因此，智能系统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方法相

融合，其中包括良好治理、安全、金融效率、高效

管理能源和资源、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缓解和恢复

力等等。

管理者指南

为了向城市设计师提供实际的指南，ISO/TC 

268 起草了 ISO 37101《社区可持续发展—管理

系统—恢复力和智能化指南要求》。

虽然这项标准并不直接与智慧城市有关，但

其目的是帮助社区开发和实施管理系统，从而在

可持续发展中提高系统性能。智能化和恢复力被

视为能使社区更可持续的诸多方法中的两个，而

社区都位于乡镇和城市之中。

莱瑟福希尔强调了 ISO 在该领域任务的重要

性，“ISO 在协调和澄清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而且 ISO 发布基于全球共识的标准文件，与全球

息息相关。”确实，在国际、地区或国家层面上

发布的标准和相关文件一直呈增长趋势。

因此，ISO 能促进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的交

流，刺激创新并帮助城市建立更具恢复力且成本

合理的系统来满足它们真正的需要。

未来世界

踟蹰于好莱坞的黑暗水晶球和 UNFPA 的研究

结果之间，人们可能对未来城市感觉不安。但你不

需要像电影《银翼杀手》里的复制人那样，担心时

间不够用。正如科尔克拉夫所说，“ISO 对智慧城

市的实际定义相当于吹起了冲锋号，让城市加快解

决这些问题的步伐。”

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来自各个领域的“建

筑师”（包括标准化工作者）。未来会有无尽的挑战，

可能一路遭遇坎坷波折。但最后的结局可能是，居

民在“宜居”世界的“宜居”城市里生活，而且能

保证人类进步的未来。那才是真智慧！ mary ritchie

曹欣欣 / 译

预计在2010到 2020年之间，

对 智 慧 城 市 技 术 基 础 设 施 的 投 资 将 达 到

1080亿美元。1）

目前，智慧城市技术市场的产值为 81
亿美元，在未来五年还将增长约五倍，

达到395亿美元。2）

智能交通系统无需修新的道路，

就能即刻改善 10%至 30%
的交通拥堵。

智能停车能减少市中心 10%到 30%的交通拥堵，

同时还能增加城市停车收入和零售收入，减少污染（减

少汽车绕行），提高生活质量和便利水平。

尽管对智慧城市的市场估值不尽相同，但其市场规模的大幅增长却是各方面的一致预期。未来会建设新城市，也会对

旧城市进行改造，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并提高市民的生活水平。

智慧城市市场

来源：1）派克研究，2）ABI研究。

其他内容由智慧城市理事会（SCC）的杰西·博斯特（Jesse Berst）提供。 #ISOfocus_112 | 1312 | #ISOfocus_112



Happy cities for 
happy people

幸福城市 快乐市民

未来的智慧城市会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舒适。在本文中，

ISO 城市指标工作组召集人帕特里夏·麦克卡尼博士（Patricia 

McCarney）与我们分享了她对城市需求的观点，并解读了“以

人为本”的智慧所在。

未
来的智慧城市并不仅仅是信息通讯技术本身，而

是运用信息通讯技术为市民提供新服务，改善或

代替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以人为本”

的方法将改变城市居民出行、思考、合作和工作的方式，取

而代之的是非常聪慧的方法。

帕特里夏·麦克卡尼博士在智慧城市方面的经验极其

丰富。智慧城市成为了她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现

在，麦克卡尼是 ISO 社区可持续发展技术委员会（ISO/TC 

268）城市指标工作组（WG 2）的召集人，她还担任世界城

市数据理事会（WCCD）的主席兼 CEO 并在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担任全球城市研究院（GCI）院长。

在本文中，她向我们介绍了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面临

的挑战以及标准如何服务智慧城市的发展。

ISOfocus：有关智慧城市的讨论正逐渐成为全球城市

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尽管智慧城市人人皆知，要准确描述

所谓的“智慧城市”却依然很难。您怎么定义这个概念？

帕特里夏·麦克卡尼：首先，感谢贵刊让我有机会谈谈

全球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倡议，以及 ISO 通过制定智慧城市指

标标准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智慧城市是一个逐渐演变的概念。ISO 技术管理局的智

慧城市战略咨询组对“智慧城市”的工作定义是：“…加快

其提升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速度，通过改善其与

社会的关系，运用协作的领导方法，横跨学科和城市系统以

及使用数据信息和现代技术来应对挑战，如气候变化、快速

增长的人口、政治和经济稳定等，从而为目前和将来居住于

城市以及相关的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生活质量，并且不会

对他人或者自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该定义抓住了此概念背后全球化思维的精髓，并认同在

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生活质量之间实现平衡的重要性。它拓

宽了智慧城市定义的范畴，早期的定义单一地关注信息通讯

技术，而现在则会考虑信息通讯技术的极速增长和潜力以及

城市数据、大数据发挥的巨大作用如何帮城市创造更宜居、

更节约资源的环境并实现对市民更具包容性的繁荣。

信息通讯技术在能源的智慧使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城市对全球能效计划来说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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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慧城市来说，实现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对于想实现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智慧城市，尽管很难为其必要条件列出详

细的清单，但现在很多城市正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举个例子，阿姆斯特丹市（首批

通过 ISO 37120 《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指标》标准认证的城市之一）认为，完美的

智慧城市应注重资本和通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这能加速可持续经济增长并实现高

质量生活，同时还能有效地使用自然资源。就像概念背后的技术、资源和学术成就一

直在演变一样，智慧城市的整个概念也一直在演变。阿姆斯特丹的定义似乎极其接近

预期的智慧城市。

当城市为达到更节能的目标而实施信息通讯技术解决方案时，取得成效的一个关

键的必要条件就是监测性能的标准化指标。

据 2015 年能源生产力和经济繁荣指标显示，居民楼和商业建筑占全球能源消耗

量的 31%。因此，更智能的建筑设计和构造，以及智能测量、冷热感应器和智能照

明都是实现资源节约型城市的关键。

对全球能效计划来说，智能移动解决方案和城市一样至关重要。ISO 智慧社区基

础建设分技术委员会（ISO/TC 268/SC 1）也一直在为建造更智能的城市基础设施制

定解决方案。用于追踪性能和生成数据结果的城市数据需

要标准化的测量，这也是城市指标工作组（ISO/TC 268/

WG 2）正在制定的新标准的关键目标。标准化的数据能使

全世界的城市互联互通，彼此学习借鉴。

您能否列举一些在智慧城市方面取得开拓性成果的例

子？在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收获了哪些经验？

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全球城市研究院（GCI）

的院长，也在积极实施 ISO 37120 的全球城市数据理事会

（WCCD）工作。我们看到很多 WCCD 基础城市都率先

实施了智慧城市计划。这些城市主动应对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方面的挑战，同时还要在环境协调和有效成本之间保持平衡。

关于经验总结，在近几个月里，我们在采用 ISO 37120 方

面获得了一些早期的观察结果。城市为更好地创新创造了有

利条件。率先采用该标准的有 20 座城市，其中大多数已经

意识到数据收集正有机地融入城市的创新文化中。

可列举的例子有很多，包括城市的“创新中心”，

那里可以孵化很多创意，如手机应用程序、创业公司、

非传统住宅和公民参与等。举个例子，伦敦有城市创新

中心，迪拜也新建了创新中心，波士顿有创新区，巴塞

罗那有 @22 巴塞罗那实验室，而洛杉矶也有市政创新实

验室。这些城市创新实验室发挥公众知识的影响力，运

用其公开的数据门户网站去发现并解决本地的关键问题。

公开的城市数据和创新之间的整合对未来智慧城市的发

展来说至关重要。

我之前提到了智慧城市的要求，这些城市毫无例外

都采用了“以人为本”的方法，而且采用了技术和数据

一体化为市民提供新服务、改善或替代基础设施并促进

经济增长。

对于全世界的城市研究人员、建筑师、设计师、政策

制定者、开发人员、经济学家和产业领导者来说，ISO 标

准如何能为他们提供帮助？ ISO 标准对智慧城市的成功发
城市指标工作组（ISO/TC 268/WG 2）召集人

帕特里夏·麦克卡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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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能打开

创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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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什么帮助？

随着智慧城市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标准为所有利益相

关方的评估提供了通用语言。

WCCD为ISO 37120国际标准做了很多革新性工作。

我们率先使用这项标准，并建立了一个动态、高度可视化

的公开城市数据门户网站（www.dataforcities.org）。所有

人，上至城市领导者下到高中生，都可以在该网站上把自

己的城市和全世界其他城市进行对比分析，形成知识交流

和相互影响的一种文化。

通过知识共享，一个新系统正在兴起。在该系统内进

行“帕拉外交”的城市（即城市对城市间的知识和合作交流）

可以通过私人间的联系和更传统的“软外交”思想进行结对。

例如，波士顿首席创新执行官可以和约翰内斯堡首席创新

执行官联系，讨论创新型住房解决方案。因此，新的 ISO

智慧城市指标标准将建立有助于成功发展智慧城市的标准

化城市数据，使全世界的城市研究人员、建筑师、设计师、

政策制定者、开发人员、经济学家和产业领导者的工作变

得更便利。

据说，除了提高城市的运作方式以外，改善全球数以

百万计人的生活质量已别无他法。标准如何能促进创新，

使人们生活更幸福？

从 2007 年起，世界就开始向城市星球转变，而现在

城市化成了 21 世纪的主要现象。预计到 2050 年，全球

70% 的人口将会住在城市。标准能提高城市能力，为未来

进行更好的管理和创新。

从微观层面来讲，标准提供了监控技术性能和功能性

能方面的要求。它能保证城市内使用的技术安全有效。标

准还把行业最佳实践和最佳资源管理纳入考虑，有助于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并提高对市民的服务水平。

国际标准，如 ISO/TC 268 正在制定的标准，通过为城

市提供知识交流和沟通的公共平台来改善城市水平。举个例

子，ISO 37120 提供了一套一致并具有标准化定义的指标和

方法，因此城市间能互相交流和彼此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的

城市与 WCCD 开展合作，采用 ISO 37120 标准，这种全球

对话将继续拓展和深化，并且有助于了解区域的特殊性。

城市间的对话已成为持续学习、改善城市服务并实现更

好生活质量的催化剂。最后，我相信标准能发现服务沟壑的

所在，并通过与市民、社会行动小组和私人领域的合作打开

创新的大门。

曹欣欣 / 译

预计到2050年，

全球70%的人口

将住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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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人性化和居民友好型的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障碍，在那里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行。只可惜，很多大城市如纽约、伦敦或东京常常

是一片混乱，人潮汹涌，道路拥堵且环境污染严重。

交通拥堵也带来很大的经济问题，因为每天都会因为堵车而浪费大

量的工作时间和汽油花费。例如，在备受交通拥堵困扰的城市之一——

墨西哥城，高峰期平均车速只有每小时 4 公里。现在社会节奏飞快，

时间就是金钱，可人们却不得不与交通堵塞作斗争，这让大家都身心俱

疲，劳累不堪，而且心情很糟糕。

那么，有什么解决方法吗？答案就是自行车！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

城市希望变成自行车城市，这已经成为了它们环保战略的一部分。一个

典型的案例就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那里大多数市民之所以爱骑自行

车，是因为这样到达目的地速度更快，而且每年能减少9万吨CO2 排放量。

自行车之道

自行车之城就是以人为本的城市。世界上很多现代城镇都意识到，

合理利用自行车能创造高效、美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还能带来很多其他

益处，如景色优美的街道、合理使用的土地、无障碍的出行以及健康的

生活方式。

以法国东部中型城市安纳西为例，在那里 50% 的出行都在 3 公里

以内。在如此短的距离里，骑自行车出行是最快的交通方式，城市居民

能在 15 分钟左右骑行横穿城镇，而且每天还能锻炼身体。

现今很多城市都备受交通拥堵

问题困扰，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最

快的出行方式就是骑自行车。ISO

自行车与主要配件分技术委员会

（ISO/TC 149/SC 1）主席菲利普·罗

格朗（Philippe Legrand）向我们讲

述了标准如何让自行车上的城市生

活更加幸福。

Smart cities  
get on their bikes
自行车上的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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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不会像机动车辆那样带来噪声和污染，而且

还能给充斥着压力的社会带来很多益处，比如更健康的

生活方式、令人愉悦的休闲活动和更可持续的生活环境。

而且自行车不像汽车，即使是最贫穷地区的人们一般也

能买得起。

骑自行车出行的方式也很灵活多变，人们可以很快

从骑行转为步行。这使人们方便与周围的人见面打招呼，

逛逛本地的商店，也能培养社区的氛围，还能促进本地

贸易。

另外，自行车停车也非常方便。举例来说，在安纳西，

人们通常可以在目的地附近的任何地方免费停放自行车，

这一切得益于该市 3500 个自行车停车位，虽然并不是

所有城市都有如此多的停放设施。

为健康骑行

目前为止，骑行中获益最大的是健康。在一场酣畅

淋漓的骑行之后，用心感受体内分泌内啡肽的感觉。骑

自行车不仅仅可以让心脏和肌肉得到锻炼，它还能令人

感到幸福。经常有规律的锻炼，用缓慢的速度骑行能逐

渐增加人的肺活量，增强肌耐力并释放压力。通过这些

努力，你的睡眠质量也会变得更好！

每天骑行一点点还能减少一些严重疾病发生的风险，

如癌症、糖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甚至是帕金森症和老年

痴呆症。那么，我们如何让骑行变成人人向往的主流交通

方式呢？如何把我们的城市变成易于骑行的城市呢？

根深蒂固的印象

迄今为止，我只知道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

要想在城市里将骑自行车推广成高效的交通方式，还面

临着重重阻碍，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们根深蒂固

的印象，那就是“骑自行车是一项运动，而不是一种交

通方式”。大型的自行车比赛如环法自行车赛或者奥运

会自行车赛已经把自行车骑行是一种运动的印记深深地

烙在大多数人的心里。

威胁到自行车骑行推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行

车盗窃，这使得经常骑行的人不愿意再重新购买装备，

也使很多首次购买者心生踟蹰。实际上，由 IFRESI-

CNRS 科学研究院在法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高达 25% 的骑行者在遭遇盗窃后会推迟再次购

买自行车，而那些愿意再次购买的人也更倾向于

便宜的二手自行车——二手“黑市”的部分形成

原因就是由于盗窃。

尽管面对这么多挑战，预计到 2019 年，全

球自行车产业的产值将达到约 650 亿美元。归根

到底是因为近年来大家对集健身和娱乐于一体的

骑行运动的热爱，当然还有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

以及不断增长的燃油价格。日本就是自行车骑行

风靡的国家之一。仅在 2010 年，日本就售出了

950 万个自行车零部件，市场预估值高达 1166

亿日元（约合 10 亿欧元）。同样，在北美和西欧

电动自行车市场份额高达 25%，电动车被视为自

行车之外的有益选择。

带动骑行的氛围

推广自行车骑行的关键在于有合理的基础设

施，不仅包括自行车道和停车场，还需要开展大

量的社区活动，来宣传骑行的好处，并对孩子和

不经常骑车的目标人群普及教育。这些活动对一

个城市从无到有建立自行车文化至关重要。然而，

希望在城市里步行或者骑行的渴望并不是无缘无

故而来的，必须是城市环境非常美好，让人们禁

不住想要步行或骑行。难怪纽约市的“建设更环

保更美好的纽约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广泛提升

公共环境，包括修建综合自行车道的计划。虽然

不同城市需要不同的战略，但有一些原则在全世

界都适用。

让人们选择骑行的关键在于有充足的自行车

停车位。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应该既方便又安全，

让人们自愿选择骑行，尤其在去当地商店或者其

他地方时。截至目前，自行车停车场大多位于交

通人流量很大的区域，如不同出行方式的换乘点

（火车、公交、地下和地上停车场），同样，居民区、

工作场所、商店、学习、公共设施和娱乐场所等

地方也需要有自行车停车位。

自行车停车还涉及到反盗窃保护问题。在停

车时必须能把自行车锁在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上，

如停车架。合理的城市规划意味着要从一开始就

考虑到骑行人群，并在建设项目中增加便于使用

的停车场，这能让更多的人选择骑行。

维也纳的“城市自行车”停车区。“城市自行车”是维也纳的公共自行车租赁计划，

它能使游客通过骑行来欣赏首都的风景。

在哥本哈根，

自行车骑行使该市

每年减少9万吨CO2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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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把 

ISO 4210-2, ISO 4210-5

车把把套

ISO 4210-2, ISO 4210-5

挡泥板

ISO 4210-2, ISO 4210-3

制动性能

ISO 4210-2, ISO 4210-4

车头灯

ISO 6742-1, ISO 6742-3, 
ISO 6742-4, ISO 6742-5

驱动装置

ISO 4210-2, ISO 4210-8

踏板 
ISO 4210-2, ISO 4210-8

刹车

ISO 4210-2, ISO 4210-4

自行车前叉

ISO 4210-2, ISO 4210-6

反光镜

ISO 6742-2

螺丝

ISO 4210-2

车架

ISO 4210-2, ISO 4210-6

ISO STANDARDS
BICYCLE 

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实践已经证明，增加自行车基础设施需要深思熟虑的政策及相应

的支撑措施。这也是为何 ISO/TC 149/SC 1 在 2012 年向法国当局建议通过改变城市

规划原则，在市内和周边建设安全便利的自行车车道，提高自行车及骑行设备的质量，

以每年 1% 的速度增加自行车骑行的占比，到 2020 年使其占比增至 10%。

安全第一

那么，ISO 与自行车城市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关系很紧密。自行车应该是安全、

便利和有益健康的交通工具。可近几年来，由于一些自行车质量不过关，导致使用寿

命很短，而且发生了大量事故。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用户安全问题。

自行车标准由来已久，ISO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发布了首个自行车安全标

准——ISO 4210，几年后又发布了 ISO 8098 儿童自行车安全需求标准。制定这些

标准的 ISO/TC 149/SC 1 的任务之一就是考虑安全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阻止组装车

配件的出现，已有其他标准覆盖以上问题。

ISO 对推广自行车骑行所做的贡献就是制定安全标准，来保证这项寓运动、休

闲和旅游为一体的出行方式更加方便有效。作为 ISO/TC 149/SC 1 的主席，我的首

要任务就是推动世界达成共识来确保这些标准真正被采用，而不是在抽屉里“沉睡”。

在技术层面上，我还得满足消费者、政府和产业日益变化的需求，用最先进的技术使

自行车骑行者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曹欣欣 / 译

车轮
ISO 4210-2, ISO 4210-7

自行车 ISO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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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麦金利正式就任
ISO 代理秘书长

伊朗学生标准化大会
首次召开

印尼将标准与工业紧密结合

第六届波兰标准化日
庆祝活动顺利举行

ISO 前任秘书长罗博·斯蒂尔（Rob Steele）

离职之后，凯文·麦金利（Kevin McKinley）于 8

月 1 日正式就任 ISO 代理秘书长。凯文于 2003 年

加入 ISO 并担任副秘书长，之后一直负责 ISO 核心

标准的研发工作，以及 ISO 战略和政策活动。

在就职仪式上，凯文说：“我要向罗博·斯蒂

尔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在任职 ISO 秘书长

期间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我很荣幸能担任代理秘书

长，也希望能与所有的成员及伙伴们携手共进，为

ISO 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我们正在制定新的 ISO 战略（2016-2020），

所以对 ISO 来说现在是关键时期。作为 ISO 代理秘

书长，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确 ISO 的未来发展方

向，并尽力满足 ISO 大家庭所有成员的需求。”

在凯文任职期间，尼古拉斯·弗勒里（Nicolas 

Fleury）暂任代理副秘书长一职。

学生是未来的标准制定者和用户，因此让学生认识并了解标

准十分必要。可除了做研究和讲座之外，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呢？

ISO伊朗国家成员体—伊朗标准工业研究院（ISIRI）就找到了新方法。

这一切得从 2008 年说起，一个 12 岁小男孩在 ISO 和 ISIRI

的演讲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当时，ISIRI 就萌生了举办演讲的想

法 , 并决定集中精力举办与标准相关的演讲活动。2015 年 5 月 9

日，首届“ISO 和 ISIRI”学生标准化大会在伊朗亚苏季市开幕，

大会主题为“标准是通用语言构建更安全的世界”。

26 位年龄介于 13 岁到 17 岁之间的学生发表了演讲，演讲

的主题涵盖粮食产品、水质、能源管理、纳米技术、土木工程、

道路安全、玩具及电梯等方面。共有 700 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他们对 ISO、ISIRI 以及标准化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兼 ISO 表面活性剂技术委员会（ISO/TC 

91）主席 Hiroyuki Ohshima 出席了此次活动，他被学生们的演

讲深深打动：“2015 年 5 月 9 日是我 70 年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

一天。”

2015 年上半年，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化局（BSN），即 ISO

印度尼西亚国家成员体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办了印度尼西亚 ISO 

Days 研讨会，标准成为会议的焦点议题。研讨会强调了标准在印

尼五年发展计划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帮助印尼在中等收入国家中

力争上游。

印尼的开国元勋们早就意识到标准化是保障国家繁荣发展的

重要机制。独立十年后，印尼于 1955 年正式加入 ISO。自加入

ISO 以来，印尼就一直十分重视标准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竞争格局已然发生改变，标准化成

为帮助印尼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参与公平竞争的关键因素。BSN 局

长班邦·普雷斯特拉（Bambang Prasetya）博士说，标准带来的

效益不仅仅体现在实施过程中，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积极参

与也大有裨益。

为期一天的研讨会结束后，与会者参观了 Pt Wika Beton 的

工厂。Pt Wika Beton 坐落于雅加达市郊，是生产预制混凝土结构

的龙头企业。在这里，与会者能亲眼看到标准为企业带来的效益。

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标准和工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为

了便于交流，标准化工作者需要使用商务用语，用简洁易懂的语

言来解释标准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增加销售量和利润。

2015 年 5 月 20 日，第六届波兰标准

化日庆祝活动在波兰拉开了序幕，这次活

动主题为“质量管理体系及其与标准化的

关系”。波兰标准化日创立于 2010 年，旨

在提高波兰人民甚至其他国家人民对标准

的认识。

借此机会，波兰标准化委员会（PKN）即 ISO 波兰国家成员体在波兰经济部组织召开了主题会议，围绕著名质量管

理体系标准 ISO 9001 的修订工作展开了广泛讨论。该会议引起了政府、企业、学术界、贸易商及消费者联盟的广泛关注。

如今，波兰标准化日已被列入 PKN 的活动日程，以此向所有投身于标准化工作的人员和实体致敬。今年，PKN 还

设立了一项新奖项 --- 标准化指南奖，颁发给国内外的个人、法人和独资经营机构以表彰他们在推动标准化发展及推

广推荐性标准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李慧星 / 译
ISO 代理秘书长 凯文·麦金利（Kevin McKinley）

扫描二维码观看

小男孩的演讲风采

IRANIAN STUDENTS  
UNITE FOR STANDARD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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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CHEERS  
FOR POLISH STANDARDS !

Ph
ot

o :
 IS

IR
I

Ph
ot

o :
 B

SN

Ph
ot

o :
 P

KN

#ISOfocus_112 | 2726 | #ISOfocus_112



 

Lighting up ou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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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在真空中可精确到 299 792 458 米 / 秒

照亮世界
光学和光子学

ISO 光 学 和 光 子 学 技 术 委 员会

（ISO/TC 172） 制定了一系列标准，

如医用激光系统标准。

你知道“激光”的意思是“通过受

激辐射而产生的光放大”吗？

摄影
ISO 摄影技术委员会（ISO/TC 42）

致力于化学和电子方面的静止图像成像工作。

从 1839 年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的达盖尔银版照片到如今的智

能手机，摄影的原理就是通过光的作用形成图像。

光与照明
ISO 光与照明技术委员会（ISO/TC 

274）致力于特殊情况下的照明，有益地

补充了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的工作。

目前已发布16 项ISO/CIE 联合标准。

烟花
ISO 烟 花 爆 竹 技 术 委 员 会

（ISO/TC 264）致力于减少事故、

确保员工安全以及推动全球的烟

花贸易。

太阳能
ISO 太阳能技术委员会（ISO/TC 

180）致力于太阳能相关设备和系统的

研发、检测、安装和设备维修等工作。

量和单位
ISO 量和单位技术委员会（ISO/TC 12）制定光和其

他电磁辐射等不同科技领域内使用的单位和符号。

化妆品
ISO 化妆品技术委员会

（ISO/TC 217）制定太阳光

保护测试方法以保护人类皮

肤免受太阳的损害。

每年有 66 000 人

死于黑色素瘤

及其他皮肤癌。

中国

放了4000 万箱烟花

太阳光从太阳到达地球平均需要 8 分 20 秒

来源：国际度量衡局（BIPM）、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 - 2012、国际能源署（IE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海洋泡沫
能反射
25%
的紫外线辐射

雪
能反射
80%
的紫外线辐射

沙子
能反射
15%
的紫外线辐射

太阳能热力发电

每年节省60亿吨CO2
美国

850 万箱烟花

欧盟

950 万箱烟花

其他国家

1200 万箱烟花

自 19 世纪 80 年代托马斯·爱迪生

（Thomas Edison）发明白炽灯以来，

人工照明对人类活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

意义。

到 2020 年，LED

照明将占照明市场的

60%

靳吉丽 / 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 2015 年定为国际光年。

从日光到激光，再到摄影设备，各种形式的光照亮了我们的

日常生活，并在当今的技术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论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我们应该了解以下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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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 鸡蛋还是新奇事 物，一次性 塑料袋堆

满垃圾场的年代，英国最大的零售集团玛莎百货

（M&S）默默地举起了可持续发展的旗帜。早在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前，玛莎百货就秉持本心

为顾客们提供最大的价值：从全球约 2000 家供

应商处采购的优质服装、食物和家居用品。但到

21 世纪初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不采取严厉

的措施，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几代人还能拥有美好

的生活。

因此在 2006 年，玛莎百货出于长远考虑，认

真地审视了自己在诚信和可持续方面的活动，并

打算加大活动力度，同时争取顾客的支持。该公

司根据自身特点实施了作为其经营战略核心的“A

计划”，收获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尽管 A 计划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接下来还

要赢得顾客的心。顾客常常看到产品来源方面的

新闻，他们希望自己完全不必担心，草莓种植过程

中是否用了化学药剂或者玛莎百货供应商工厂的

工人是否受到良好的待遇。所以在 2013 年，玛莎

百货采用了 ISO 26000 社会责任标准，通过该标

准了解如何通过供应链促进互相尊重和公平实践。

玛莎百货诚信经营部主管菲奥娜·萨德勒（Fiona 

Sadler）告诉我们，采用社会责任标准对所有参

与者都是互利共赢之举。

无需 B 计划

玛莎百货与 70 个国家的供应商、2000 家工

厂及 20000 个农场的 200 万工人有着密切的合

作，毫无疑问，它绝对“依赖供应链”。这就意味着，

良好的合作伙伴是该零售集团的战略核心，而且

诚信行为和环境标准是其业务未来发展必不可少

的要素。

通过与供应商合作建立适合的工作场所并提

高环境绩效，该公司希望可以超出员工、顾客和利

益相关方的预期。2006 年，该公司决定将可持续

发展作为核心业务，涉及从产品采购到与供应商、

顾客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倡议背后的目标是，

到 2020 年，玛莎百货的所有产品将至少具备一

种可持续要素。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具体的

目标，准确的衡量和透明的报告。

要想获得成功，玛莎百货必须改变其 2500

玛莎百货在成为全球最可持续零售商的漫漫求

索路上，制定了环境可持续高标准，这使整个行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champions sustainable 
business with ISO 26000
玛莎百货的可持续经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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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顾客中每个人对可持续发展的态度。2006 年，玛莎百货举办了首个

名为“看看标签背后”的活动，其在产品生产和采购方面采取的各种诚

信和环境友好倡议备受关注。这些倡议也获得了尤其是舆论影响人士和

具有道德意识的人们的广泛认可。

但是，对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做宣传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让人们采取

切实的行动。因此，下一步是引人入胜的承诺。在 2007 年，该公司启动

了“A 计划”，做出了横跨气候变化、废弃物、可持续原材料、公平交

易和健康5个领域的100项承诺，大大增强整个价值链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时任首席执行官的斯图尔特·罗斯（Stuart Rose）命名了A 计划，

该计划由一项内容广泛的审计方案来支撑，并且没有备用的 B 计划。A

计划为玛莎百货及其供应商之间的贸易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帮助

其保持较高水平的顾客信任和员工参与。

合作好伙伴

玛莎百货广受赞誉，但 A 计划仍然没能让公众将“环保产品”视为

理想的选择。更糟糕的是，关于食品和人员来源的事件成为了这一时期

的热点新闻，如：欧洲马肉丑闻，2013 年孟加拉国一家制衣厂坍塌致

1000 余人丧生等。尽管玛莎百货和这些悲剧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些事

件还是对服装和食物的人力成本提出了质疑。

作为重要的服装零售商，玛莎百货面临着的挑战是

以负责的态度从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主要的南亚

供应商那里采购材料。而这些国家的供应商数量占该公

司所有供应商总数的近 80%。玛莎百货把实现人类的潜

能视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因此，ISO 26000 社会责任指南标准成为了支撑实现 A

计划雄伟目标的工具。经过深思熟虑，玛莎百货邀请了印

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三国占全部供应商 60% 的十大服

装厂，希望将该标准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原则融入到它

们的经营战略之中。其中，九家服装厂同意依照自愿性原

则参与其中，自行承担部分项目费用。

长远考虑

为九大供应商举办的为期三天的能力建设研讨会在

新德里开幕，标志着项目工作的开始。玛莎百货首席执行

官马克·博兰德（Mark Bolland）在会上介绍了该公司的

理念，强调了成功实施 A 计划的重要性。每家公司派出两

名代表了解相关信息并接受培训，包括 ISO 26000 标准、

项目预期、成本估算和各类信息。

玛莎百货通过将ISO 26000标准

引入最大的供应商，

确保它们执行更多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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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百货采用 ISO 26000 标准，通过供应链推动良好实践。

约 2000 家工厂的 200 万工人从玛莎百货的诚信行为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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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含利用自我评价工具进行的差距分析、

由 CSR Company International 开展的评估、基

于 ISO 26000 标准原则制定的行动计划以及在工

厂的日常运营中从管理层到工人执行商定行动的

积分制度。

九个月后，对参与公司开展审计，检查其项目

的各个方面是否得以持续、正确的应用。如果审计

的结果良好，该供应商将会被玛莎百货授予“金牌

供应商”的称号，之后将减少常规审计，只进行抽查。

同进共赢

身为跨国零售商，玛莎百货依赖于供应商提

供的优质原材料。这就意味着它要负责追踪到供

应链的“最后一步”，并检查原材料的来源和供

应商组织普遍存在的劳动条件。玛莎百货把 ISO 

26000 标准引入其最大的供应商，确保它们执行

更多的道德标准。同时，这些供应商通过自愿采用

ISO 26000 标准，承诺以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方

式进行经营，这将帮助他们融入玛莎百货 A 计划

中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事实上，供应链的复杂性不能只用审计方法

来解决，必须以供应商和买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为

基础。借用博兰德自己的话说，“同进共赢”的能

力——将供应商视为合作伙伴并设定明确的限制

条件——是实现整个行业改变的关键。

最后，该项目必须获得高层管理人员的拥护

来巩固合作伙伴和员工的承诺并推动整个组织机

构兑现承诺，获得长远的收益。

勇往直前

A 计划证实了标准的商业意义。通过采用上

述策略，可持续管理框架覆盖了玛莎百货 60%

的供应商货物。如果该公司之前尝试涵盖几乎

100% 的供应商，那么，项目的复杂性肯定会对

其产生不利的影响。玛莎百货和九个最重要的

供应商正在进行一项试验。以该项目的成功经

验为基础，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

七年来，玛莎百货从 A 计划和社会责任中

学到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谦逊。即便是跨国

公司也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世界；他们需要

与合作伙伴团结协作。现在，有供应商的鼎力支

持，玛莎百货已经准备好踏上下一站的旅程：A

计划 2020。

靳吉丽 / 译

玛莎百货和供应商之间的沟通保持畅通。

英国的龙头零售商

创立于 1884 年，玛莎百货是英国领

先的跨国零售集团，总部位于伦敦威斯敏

斯特市。该公司专注于销售服装、家居用

品和高档食品。玛莎百货在英国及其他 54

个国家开设分店并拥有 85 000 名员工，

年营业额超过100亿英镑*，净利润达4.58

亿英镑。玛莎百货是伦敦证券交易所富时

100 指数的组成公司之一。

* 统计于 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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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和许多其他问题的全球化，ISO 国家成员体在

更好地传播标准益处和拓展业务范围方面的需求已经显著增

加。他们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向行业、学术机构、企业和民间

团体传达参与标准制定的重要性，并鼓励他们采用由此产生

的技术标准。

本文概述了几个国家成员体的最佳实践，他们开展了大

量的工作，在以下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如：

 吸引中小企业参与

 将标准与教育结合起来

 建立并提出新的标准化理念

 与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关系

 领导和管理各种组织机构

作为 ISO 国家成员体的各国家标准机构是 ISO 国际团

队的中坚力量。在本文中，ISO 哥斯达黎加、荷兰、英国和

斯威士兰国家成员体分享了各自的标准化最佳实践，旨在

帮助其他 ISO 国家成员体更好地管理国家项目和计划。

Best practice  
in ISO member excellence

INTECO

BSI
NEN

SWASA

ISO 优秀国家成员体最佳实践集锦

打造更强大的 ISO 团队

成为 ISO 国家成员体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一项重要战

略举措。而 ISO 作为一个成功的成员驱动型组织，分享最佳

实践是其内部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不管是凭借一个国家成员

体的一己之力还是全球成员体的共同协作，大多数项目之所

以能够获得成功，都取决于一整套重要的合作技能。但是，

这远远不够，还需要国家成员体更多的贡献和分享。

“支持 ISO 国家成员体交流看法和分享最佳实践十分重

要，”ISO 中央秘书处会员部主任帕米拉·塔里夫（Pamela 

Tarif） 说。“ 我 们 的 一 种 支 持 方 式 是 鼓 励 他 们 在 ISO 

Connect (ISO 社区网站 ) 上分享照片、视频、文件及海报。

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支持他们展示好的想法，例如：

举办国家成员体网讯会议、在《ISO 焦点》上发表文章以及

组织 ISO 的各种活动”。

ISO国家成员体的

主要工作之一是传达

参与标准制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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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 Rica (INTECO)

MEMBER EXCELLENCE

MEMBER EXCELLENCE

MEMBER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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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技术标准学会

荷兰工业标准协会

INTECO 的 2020 年发展路线重点关注标准化工作

并制定实用的、造福社会的标准。我们的目标是，基于

国际最佳实践的流程，将标准数量增加两倍。通过强调

标准应用实例，我们希望可以增进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

益，同时确保至少 15% 的标准被政府采用。

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0 年达到 3000 个标准。这就

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标准化流程上投入 100 万美元以上。

我们不仅要保证劳有所获，还要保证可以真正造福社会。

比如，在哥斯达黎加，许多产品或者外包服务没有

采用技术标准，导致的结果就是产品质量不合格，服务

不到位和配套设施简陋等等。反之，这也造成了公共钱

财的浪费，有损消费者的利益。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做出改变。

目前，INTECO 正在开发可以提高我们工作效率的技术。

自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利用 ISO 解决方案进行标准化

流程管理。目前，我们正在寻求一款可以更好地管理认

证过程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

我们与公共机构签署了几份重要的协议以扩大标准

的使用，尤其在服务和产品的采购过程中。我们还增加

了标准化部门的员工人数以更好地协调技术委员会的工

作，希望可以提高国际层面上标准化的参与力度。

现在的挑战是实现标准数量翻三倍的目标（在不到

5 年的时间内）。尽管这是一项重大挑战，但是我们仍

然相信：通过努力，我们会发现新事物并形成全新的、

改良的工作方式。

创新就是持续更新的一个过程，在与现有客户保持密切联

系的同时吸引新客户。创新的规模可大可小，可以是微观层面

上的，或是全球层面上的。对消费者、企业、政府甚至标准化

研究机构而言，创新的意义重大。

随着技术的发展，贸易方式已悄然改变，专家和标准使用

者的要求也比以往更高。为了提高创新能力并鼓励创新思维，

NEN 构思了一项创新计划（NENnovation），通过这个资金

雄厚、灵活自如的“工具”，跨部门的团队和外部合作伙伴可

以打造出具有战略意义或者长期效益的新产品和服务。

其中，一些前景广阔的项目包括：

 NEN 众筹，在众筹平台，各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 投

资倾向为标准化活动提供资金，并相应地选择报酬

 标准委员会 3.0，涵盖网络共识建立、决策和信息共享

等数字化动态

 社会责任标准项目（Regelhulp ISO 26000）, 第一个数

字应用程序将标准的实施上升到个人用户的全新高度

以 Regelhulp ISO 26000 项目为例。通过与荷兰橡胶和

塑料行业联盟（NRK）合作，我们选出了 400 多个特有的措施，

组织机构可以采用这些措施将 ISO 26000 标准应用于贸易和

生产等领域。一份线上的公司档案可以帮助组织机构安排和管

理已选择的措施。同时，还可以帮助荷兰政府机构和有关利益

相关方便利地进行信息共享和合规管理。

根据用户的反馈，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对 Regelhulp 

ISO 26000 项目进行了调整来提高实用性和用户体验。重要

的是要让事情变得简单、高效并有效。如今，已经有一百多家

组织机构参与了该项目，项目的代表基地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我们的目标是：1）把其他领

域 / 行业联系起来；2）开发适用于其他对象的类似工具，比如

ISO 管理标准。

The Netherlands (NEN)

哥 斯 达 黎 加 技 术 标 准 学 会

（INTECO）的莫里西奥·斯佩

德斯（Mauricio Céspedes）

荷兰工业标准协会（NEN）的

彼得·马斯（Peter M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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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Kingdom (BSI)

Swaziland (SWASA)

MEMBER EXCELLENCE

MEMBER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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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英国标准协会（BSI）的信条

是“让优秀成为习惯”，这一信条体现在我们

出版的所有标准上，也体现在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中。追求卓越是保证我们与政府、利益相关

方和客户密切联系、认识标准在瞬息万变的世

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树立员工行为和价值

观念的驱动力。

作为一家私营机构，BSI 将其业务延伸至

政府部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标准在社会中所

发挥的作用并明确地解释了法规、方案和标准

的区别。最重要的是，我们展示了基于共识的

推荐性标准是如何为政府服务的，而不是将其

作为“不正规的法规”。我们的信息切中要害：

就像英国首相向所有的政府部长传达“部长指

南”一样。 

BSI 采取战略性的手段来推动利益相关方

的参与。我们组织活动和巡回演出，并且会见

高级官员。订阅会员可以通过查询专线获取相

关信息，而我们的账户工作人员也会与客户及

时沟通以了解他们的需求。但是，BSI 在客户

服务方面的优秀也同样具有商业意义：我们的

公共资金非常少，全靠标准的销售及服务支撑

着各项活动。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专注于优

秀。比如，我们正在通过诸如公共委员会会议

等措施来加强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共识建立。去

年，我们启动了 BSI 标准制定者奖，表彰做

出贡献的志愿委员会专家们。

我们渴望招募新一代的标准制定者，并

且为青年专家组织了专门的活动。我们正加紧

产品开发，并投资了一个专门的公共可用规范

（PAS）传达小组以及多项“增值”数字化服务。

最终通过努力，我们为“让优秀成为习惯”

注入了活力。根据我们之前引进销售方案的经

验，我们拓展了思路，成功引进了针对员工能

力框架和培训计划的标准制定者方案。高层领

导项目也与蓬勃发展的指导方案一同开展。年

底，当员工回顾一年的表现时，他们会明白自

己的“优秀行为”是如何支撑 BSI 的价值和

理念的。

过去一年，斯威士兰标准局 （SWASA）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

这一目标的实现得益于政府的持续支持和合作伙伴的共同协作。

我们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一份是与斯威士兰环境局签署的，

为了进一步推广标准的使用；另一份是与斯威士兰大学签署的，包含

全体教职员工参与标准制定、毕业生求职前的质量管理体系培训，以

及在斯威士兰大学内设立新的斯威士兰计量实验室等重要内容。同时，

在最近与农业部签署的协议中，SWASA 委托农业部设立新的食品科

学实验室。

这三项合作旨在拓展 SWASA 在公共和私营领域的业务，通过减

少政府的繁文缛节使投资回报最大化，与此同时，这样做还可以整合相

关职能。所有这些进展都将在不久后 SWASA 基本公约的审查中得以

体现。

SWASA 还重点关注职员培训中心的发展。该中心旨在加强认证筹

备工作的专业技能，并带头将标准和质量原则引进了正式的课程架构中。

不仅如此，斯威士兰政府也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分配土地给

SWASA 用来建设办公场所和合格评定机构。这符合斯威士兰发展指

数，表明了该国不遗余力地支持 SWASA 的工作。

靳吉丽 / 译

英国标准协会

斯威士兰标准局
英国标准协会（BSI）的斯科特·斯

蒂尔曼（Scott Steedman）

斯威士兰标准局（SWASA）

的洛玛克西·马克塔

（Lomkhosi Mkonta）如果你想在其他 ISO 国家成员体之

间推广自己的最佳实践故事，请联系 ISO

中央秘书处会员部主任帕米拉·塔里夫

（Pamela Tarif），邮箱地址为：tarif@

is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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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IME PARALYMPIC 
WINNER CHAMPIONS ACCESSIBILITY WORLD FAMOUS IN 

SWITZERLAND

GOING FOR GAS  
AT GAS2015

ISO PRESIDENT TALKS INNOVATION  
AT INNOPROM-2015

25 YEAR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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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主席张晓刚在第六届
国际工业博览会上谈创新

走进四届残奥会冠军的世界

第八届国际气体分析研讨
会暨展览会在荷兰召开

瑞士人所不知道的日内瓦

庆祝ISO/IEC JTC 1/SC 27 
成立25周年

2015 年 7 月，ISO 主席张晓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堡举行的

第六届国际工业博览会（INNOPROM）上做主题发言，介绍了

ISO 战略（2015-2020）的制定进展以及标准如何支持创新等内容。

由俄罗斯工业贸易部赞助，此次国际工业博览会持续四天，共

举办了 150 场活动。在其中一场开放式论坛中，各代表探讨了“国

际标准在促进工业生产方面的最佳实践以及国际标准化前景”等议

题。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亚历山大·夏克欣（Alexander 

Shokhin）宣布博览会开幕，来自 ISO、IEC、俄罗斯标准法规和计

量联邦署 （Rosstandart）、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AQSIQ）、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以及 ISO 的巴西、中国和印度国家成员体

分别在会上做了发言。

在开放式论坛上，ISO 主席张晓刚介绍了 ISO 战略 （2015-2020）的制定进展以及标准如何支持创新，他还解释了：

·ISO 如何与各成员协作制定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高质量标准

·ISO 标准如何促进创新

·ISO 如何与其他组织合作，共同支持创新

·为什么创新需要协调一致的标准

自 2010 年 起，INNOPROM 每 年 在 叶 卡 捷 琳 娜 堡 举 办， 已 成 为 俄 罗 斯 最 重 要 的 国 际 工 业 博 览 会。 今 年

INNOPROM 的主要议题是工业效能，期间共接待了超过 52000 名参观者，相比去年的 46000 名增加了 14%。

身患残疾是否就意味着无法实现梦想？在 ISO 新拍的一部纪录

片中，四届残奥会冠军吉恩伊夫·勒穆尔（Jean-Yves Le Meur）

向全世界证明了：即使身患残疾，你依然有实现梦想的权利。

这个名为《吉恩伊夫·勒穆尔的成功之路》的纪录片讲述了这位

非凡的法国残奥会冠军是如何勇敢地走出惨痛的车祸，经历了无数次

的尝试与失败、欢笑与泪水之后，终于克服了痛苦，从自己热爱的运

动中找到了慰藉。

“与四肢健全时相比，身体残疾反而带给我更多体验和机会”，吉恩伊夫·勒穆尔说，“我

获得过 17 次法国坐式滑雪赛冠军，2 次世界杯冠军，而且还曾代表法国队参加过 4 次残奥会。”

“在过去 20 年里，我遇见了很多人，也发现了很多美好的事物。但是，最美的还是生命，

尤其当可以实现无障碍的时候，生命会更加美妙。”

2015 年 6 月，第八届国际气体分析研讨会

暨展览会（GAS2015）在荷兰鹿特丹市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 200 多位专家齐聚一堂，探讨校

准气体、相关设备及行业最新进展等内容。

本届展会为期三天，由荷兰标准化委员会

（NEN）即 ISO 荷兰国家成员体和气体分析技

术委员会（ISO/TC 158）共同主办。研讨会围

绕“天然气和沼气”、“计量、标准化和认证”、

“分析应用”以及“健康、安全和环境”四个主

题开展了近 70 场科学讲座，并做了大约 40 个

展示海报。ISO/TC 158 主席罗博·维塞尔（Rob 

Wessel）为最佳讲座及最佳海报获奖者颁奖，

展会圆满结束。

为了促进校准气体测量方法的可追踪性和

可比较性，ISO/TC 158 制定了校准气体制备与

使用方面的标准，供计量研究院及校准气体厂商

使用。校准用混合气体是一门精密科学，即便很

小的偏差都会导致健康、安全及经济方面的重大

损失。ISO/TC 158 制定的标准体系日渐完善，

为安全保驾护航。目前已出版约 25 项相关标准，

还有一些标准正在制定或修订当中。

ISO 的标准工作惠及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

括 ISO 中央秘书处的所在地——日内瓦。

为庆祝日内瓦加入瑞士联邦 200 周年，ISO 与日内

瓦的其他国际组织一起举办了名为“向瑞士人展示日内瓦”

的巡回展览。该展览除了展示日内瓦的历史和著名景点外，

还通过一场名为“生活中的一天”的展览，让瑞士人民了

解到：日内瓦的这些国际组织每一天的工作都与他们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

对 ISO 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从两万多条标

准中选出几条重要的标准。该展览在瑞士 26 个区的 45

个城镇巡回展出，沿途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其他活动。

今年上半年，信息安全与隐私领域的顶级专家们齐聚马

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市，庆祝 ISO/IEC 信息安全技术分技术

委员会（ISO/IEC JTC 1/SC 27）成立 25 周年。

“旅行中沿途的风景比目的地更重要，”信息安全

管理体系工作组（WG1）召集人爱德华·汉弗莱斯教授

（Edward Humphreys）说。过去 25 年，SC 27 为应

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制定了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标准，以

解决全球行业、政府及人民面临的信息安全和隐私风险。

他们还制定了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和信息安全控制实用

规则两项标准（ISO/IEC 27001 和 ISO/IEC 27002）。

那未来会怎样呢？大数据处理技术让世界越来越宽

广，而互联网让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小，再加上智慧建筑、

智慧城市、智能服务设施与应用等的兴起，世界也变得越

来越智能。这些背后所蕴含的技术都将是未来国际标准化

工作的研究对象。

李慧星 / 译

扫描二维码观看 ISO 新拍的纪

录片，了解吉恩伊夫·勒穆尔是

如何从悲剧中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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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Jamaica’s  
newest export

她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牙买加家庭，童年充满艰辛。但她

从未自暴自弃，凭借不懈努力和奋斗，不仅学业有成，工作

也十分出色，而且还攒钱为家人买了房子。如今，她正为标

准化事业而努力奋斗着 ...... 她的故事简直可以拍成一部好莱

坞励志大片。她就是 2014 年 ISO/DIN 论文竞赛冠军得主——

伊丝特·威廉姆斯（Ester Williams）。

来自牙买加的铿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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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走进会议室和伊丝特打招呼时，她给了我一个温暖

的微笑，整个房间似乎都被她的笑容照亮了。几分钟后，

她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童年、家人、理想、抱负和

她的成功之路。整个过程中她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微笑，这让我

紧张的心情一下放松了很多。很快，我就发现伊丝特的活泼乐观其

实是她的“应对机制”，用来隐藏内心的不安与多舛的命运。

伊丝特·威廉姆斯是 2014 年“ISO/DIN 发展中国家青年标准化

专家论文竞赛”1）的冠军获得者。德国标准化协会 （DIN）主席托斯

顿·巴赫博士 （Torsten Bahke）给予的评价是，其论文与视频紧扣“可

持续能源未来”的主题，点明了当前形势的紧迫性，详细描述了牙买

加可持续能源的发展状况，并且解释了标准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

父母为了养活我们，

整日辛勤劳作，

靠卖烤鸡来维持生计。

1） 两年一度的ISO/DIN发展中国家青年标准化专家论文竞赛由德国标准化学会（DIN）

主办，旨在鼓励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专家们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让人们意识到标

准在促进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艰苦童年

伊丝特是一个聪明、魅力四射的女孩，也许你

觉得年轻女孩这样是理所当然的，但听完她的故事

后，也许你就不这么认为了。伊丝特出生于牙买加

一个暴力横行的社区，她 3 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

抛弃了整个家庭。她在充斥着争吵的环境中长大，

家里十几口人一起生活，十分贫困，牙买加人形象

地称之为“拖家带口的大院”。

她说，母亲独自一人养家很不容易。但是父亲

在离家出走多年后突然回来了，这让情况变得更糟。

我问伊丝特，当离家十几年的父亲突然回来，而母

亲又怀上妹妹时，你内心有什么想法？她毫不犹豫

地说，“我很绝望，也很悲伤。我出门的时候哭，

干活的时候哭，回家的时候还在哭，我感觉自己被

抛弃了。”

但她从未对父母有过一丝的怨恨。“开始我很

伤心，后来我就接受了现实，开始改变想法并把重

点放在我该如何减轻父母的负担上。”

自我激励

伊丝特在学校里主修金融，辅修国际贸易，希望

将来能在银行或金融行业谋得一份职位。当被问到为

何后来决定从商时，伊丝特拍着手笑着说：“因为想

环游世界，干一番大事业！”

她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努力也不完全是为了走出逆

境，“我喜欢忙碌的感觉，也喜欢学习。我很享受工

作，它让我感觉很充实，很有成就感！”面对任何困

难，伊丝特都有“战胜一切”的态度与决心。最艰难

的青少年时期，她都熬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家很穷，

几乎没有什么钱。父母为了养活我们，整日辛勤劳作，

靠卖烤鸡来维持生计。”

长大后，伊丝特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经历。22 岁时，

伊丝特在大学毕业典礼上

Ph
ot

o :
 E

st
er

 W
ill

ia
m

s

Ph
ot

o :
 E

st
er

 W
ill

ia
m

s

#ISOfocus_112 | 4746 | #ISOfocus_112



她在牙买加标准局（BSJ）找到了一份出纳员的工作，这是她人生的一大突破。

她把所有辛苦挣来的钱都攒起来。两年后，她首付 32 万牙买加元（约合 1.7

万人民币），为家人买了一套价值 320 万牙买加元的房子。“对我来说，给家

人买套房子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我知道接下来会很辛苦，但我必须这样做。

这个房子给了我家的感觉，我很喜欢！我感觉自己终于长大了！”

当问到她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她对家人的影响时，伊丝特显得很谦虚，她觉

得这不算什么。这些经历让她在工作时更努力。在 BSJ 工作几年后，她决定

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学位。要平衡学习和工作两者的关系并不容易，但付出就会

有回报，伊丝特在 2010 年被调回 BSJ 标准部工作。她说，“我热爱工作，学

东西很快，我学会了如何组织会议，做会议记录并有了管理能力。”

为标准事业而奋斗

伊丝特不仅参与制定标准，而且还一直致力于宣传标准的益处及其重要性。

现在，她担任 BSJ 标准制定和认证部门的主任。从最初的出纳成长为高级管

理人员，伊丝特实现了质的飞跃。不仅如此，不懈奋斗的特质激励她继续向前，

她经常写一些短篇故事并制作视频，来宣传 BSJ 的愿景与使命。就在几个月前，

她还被评为 BSJ 2013- 2014 年度最佳员工第二名。

伊丝特还一直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和年轻人的各种活动。她未来的目标是让

人们再次欣赏到“标准化艺术”，尤其在牙买加这种发展中国家。“随着科技

的快速发展，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缺乏对标准化的兴趣，我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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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让我感觉

既充实又充满挑战。
伊丝特荣获牙买加标准局（BSJ）最佳员工。

对我来说，

给家人买套房子

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种‘沉寂’, 让全世界都意识到标准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天都会用到标准！！！”

当问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时，伊丝特笑着说：“我

对自己的事业持开放的态度，我希望能在标准化领

域继续发展下去。既然已经有标准化相关的工作经

验，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也许某项国际事业正等

着我呢。”

伊丝特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她还像以前那

样勤奋好学。她正准备在日内瓦大学再读一个硕士

学位，是关于标准化、社会规范与可持续发展的。

她说，“挑战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风雨之后见彩虹

采访的最后一般会谈到梦想和未来。可 30 岁

的伊丝特却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她的家人和祖国，自

豪之情溢于言表，丝毫看不出艰苦童年曾带给她的

痛苦。在我看来，她的童年很艰苦，但她觉得一切

都还算“过得去”。   

分别时，她送了我一个钥匙扣，上面印着牙买

加国旗和“Hey mon”的字样，还给了我一个灿烂

的微笑。我也对她报以微笑，那时我就感觉到对伊

丝特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应付不了

的挑战。

回到公司后，同事们都问我伊丝特是否和获奖

视频中一样热情活泼？我说是的，她是我见过最有

魅力的年轻女人。那她聪明吗？同事又问。事实上

伊丝特不仅聪明，而且比看上去更坚强。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李慧星 / 译

48 | #ISOfocus_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