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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ign® system
一个可持续的承诺



将风险降到最低

bluesign® system 为何如此独特？通过使用

输入流管理方法，有害物质从一开始就被排

除。反观其他以成品检测手段来认证的标准, 

皆忽视了化学产品和生产条件不明的事实。 

在 bluesign® system 内，所有化学品输入都

需根据最佳可行技术 (BAT) 进行风险评估，

然后为行业给出建议，将对人和环境产生的

风险降到最低。现场实施监控可确保正确使

用化学产品并保护人和环境。因此也能将最

终消费者的风险降到最低。因此，bluesign® 

system 是可行的化学品管理系统，可系统地

降低风险。

可持续性绩效

除了将风险降至最低，bluesign® system  
还鼓励系统合作伙伴在化学品使用过程 

中持续提高安全性、优化资源消耗流程 

以及根据对环境的影响来更改产品设计。 

因此，bluesign® system 可用于提高公 

司的可持续性发展绩效。

业务优势

在将来，由于消费者更加关注对环境造成的

损害，所以所有公司都需要证明其可持续性

发展绩效并提供对人和环境产生最小影响的

证据。因此，bluesign® system 的共享使用

确保了符合性，同时降低了成本。这是化学品

供应商、纺织品和辅料制造商以及品牌的真

正经营优势，使得 bluesign® system 成为行

业内的高效解决方案。

bluesign® system

bluesign® system – 管理输入,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bluesign® system 专注于资源、人和环境。利用基于输入流管理的整体分析方法，bluesign® system 降低
对人和环境产生的影响，并确保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大程度的保证了消费者的安全。最严格的标准
和生产现场实施监控，鼓励公司沿着整个纺织品价值链前进，提高其可持续性发展绩效。



bluesign® system

系统合作伙伴的好处。

bluesign® 系统合作伙伴关系为化学品供应商、纺织品和辅料制造商及品牌商提供以下好处。

对制造商的好处

•  使制造商能够成功应对复杂的环境问题和

法规

•  实施输入流管理以将风险降至最低

•  符合最常见的“受限物质清单”(RSL)
•  可登入 bluesign® bluefinder 以挑选经过认

可的化学品及可通过 bluesign® blueguide 
平台推广通过认可的产品

•  产品可贴上 bluesign® approved 标签

对化学品供应商的
好处

•  使用 bluesign® bluetool 对化学品进行审核

并评级,及在产品管理方面给予支持

•  公开化学产品是否符合常见的“受限物质清

单”(RSL) 和 REACH 的 SVHC 候选清单

•  bluesign® system substance list (BSSL)  
作为受限物质的综合清单，将常见 RSL  
包括在内。

•  通过认证的 bluesign® approved 化学产

品受到业务合作伙伴和品牌商的广泛认可

•  登入 bluesign® bluefinder，这是一个用于

向制造商推广 bluesign® approved 化学

产品的网络平台

对品牌商的好处

•  实现优良的可持续性发展绩效，包括从供应

链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中排除危险物质

•  以化学品管理系统来管理消费者安全课题， 

不断更新的 bluesign® system substance 
list (BSSL) 目前涵盖大约 900 种化学物质， 

可将消费者安全风险降至最低

•  对工厂实施输入流管理,可有效的管理整 

个供应链

•  可登入使用 bluesign® blueguide 这工具,

以采购符合全球最高标准(资源,人和环境

保护方面)的面料和辅料

•  通过使用 bluesign® product 标签获得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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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化学品供应商、纺织品和辅料制造

商以及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坚定承诺的品牌商

与我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感兴趣吗？请访问 www.bluesign.com 填写

合作伙伴申请表，也可直接联系我们了解更

多详细资讯或您的专属报价:

电话 +41 71 272 29 90

info@bluesign.com

加入此最严格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系统，有效的提高您的可持续性绩效。 
成为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的程序如下：

1
提供公司资料

2
接收报价

3
签署协议

4
进行审评

5
实施(包括提供支持)

6
认证/使用标识

d
a
c
h
c
o
m

bluesign technologies ag
Headquarters: Moevenstrasse 18, 9015 St.Gallen, 瑞士
Phone +41 71 272 29 90, info@bluesign.com, www.bluesign.com

bluesign technologies germany gmbh
Am Mittleren Moos 48, 86167 Augsburg, 德国
Phone +49 821 74 77 544, Fax +49 821 74 77 545

bluesign technologies china limited
Room 1105, 11/F, Manhattan Centre, 8 Kwai Cheong Road, Kwai Chung, N.T., 香港
Phone +852 24 25 16 00, Fax +852 2637 0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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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ign® system

成为 system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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