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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诺伟：为了童年的河流更加清澈
文/本刊记者 王沛 黄帅

何诺伟（David Horlock）
Intertek供应商管理副总裁

了这次采访，何诺伟（David

为

共同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上午十

游历中，他的足迹遍及全球60多个国

Horlock）出发很早，清晨便

时，他准时出现在小型会议室，开始

家和地区。丰富的阅历使他对生态和

从香港赶到深圳。这几日，

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端坐于记者对

自然几乎抱有痴迷的热情。

正赶上连续阴雨的天气。雨水冲刷着

面的他，并没有因为此前的匆忙显现

“我曾经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

南方葱茏茂盛的植物，那些路边的榕

出一丝疲惫。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和

在那些地方，经济发展对于环境造成

树显得愈发油亮翠绿。何诺伟对这幅

拍照中，他始终面带笑容，从容不迫

的破坏几乎使我落泪。”何诺伟对记

雨中即景青睐有加。在他心中，没有

中透着沉稳。自然坦诚、对工作饱含

者说，“同时，这也使我感觉到责任

什么能比眼前这幅美丽的自然画卷更

热情，是他留给记者最直观的一面。

的重大。因为做这份工作，我就感觉

为重要。因此，他总会感觉到，为了
保护生态和自然，自己正在从事一份
极有意义的工作。

自己像是一个保护环境的勇士。”

做保护生态环境的勇士

何诺伟的童年是在泰国度过的，

何诺伟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

他的父母曾经在那里工作了17年。在

他在与记者约定的采访时间之前

出生于泰国，父母都是英国人，他在

何诺伟的记忆中，童年时光里，自己

来到深圳Intertek的驻地，随后又一头

泰国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随后在

喜欢在河中游泳、捉鱼，当时的河水

扎进办公室，与这里的同事打招呼、

澳大利亚接受教育。在后续的工作和

清澈透明。然而，随着泰国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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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曾经嬉戏的河水开始受到污染，

么？是否能赢取采购商信赖？所有这

但是，在5000家工厂中，其中不乏一

变黑变臭，这使他觉得尤为痛心。

些，都使得整个供应链环节变得更为

些代理商、贸易商和进口商，他们并

“从这件事中，我看到生产中可

复杂。国内的供应商、国外的品牌商

不是买家真正想要的工厂。那么，买

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何诺伟说，

和零售商对于整条供应链并没有清晰

家如何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供应商？

“这也使我对自己当前的工作充满激

的了解。

Intertek正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国

情，因为我们正在帮助企业找到正确

“因此，我们是在帮助客户实现

际买家借助Intertek的服务，从产品质

的自我发展的路径，使他们既能实现

对供应链的透彻理解。一方面，对于

量、环境保护、劳工使用、最低工资

自我发展，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青山

采购商而言，我们会帮助他们探寻

等各个方面对供应商加以衡量，从而

绿水。”

到：‘谁在制造我们的产品？’、

甄选出适合自己的供应商。

何诺伟指出，在工业化的进程

‘供应商的工厂在哪里？’‘供应商

“对于供应商来说，如果他们

中，西方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经历。

在质量安全、环保、社会责任方面是

能够通过Intertek所提供的WCA（供

200年前，欧洲的莱茵河、泰晤士河

否能达到要求？’。在Intertek，我们

应商社会责任评估）、T G I（可持

也曾因为工业革命而受到污染，河水

众多的审核员会深入到真实的工厂、

中鱼类几欲绝迹。后来，经过长期治

车间和劳动力中去，用来保证我们提

认定）、G S V（全球供应链安全验

理，花费了巨大的成本，人们才又可

供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

证），则无需多言，这就可以证明这

以在河流中看到快活的鱼儿。

续发展评估）或S Q P（供应商资质

“另一方面，从供应商的角度来

家供应商信息的真实性，被国际买家

“这就是为何国外采购商会给中

说，他们可能不懂得如何推广自己，

找到的概率也将大大提高。” 何诺伟

国企业带来压力。”何诺伟对记者说，

我们所提供的这个平台，就可以帮助

这样说。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国外采购商

他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使

会要求中国企业采取绿色、可持续发

国际买家能够较容易地找到他们，从

展、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生产方式。”

而增进贸易机会。”何诺伟说。

主动出击而不消极等待
当今全球贸易的发展远远超过全

何诺伟强调说，现在全球的生产

在何诺伟看来，Intertek在供应商

球GDP的发展。“全球的GDP增长在

基地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亚洲，贸易的

管理中所扮演的就是一个促成者的角

3%左右，而全球贸易的发展则维持

合规性显得更为重要。在23年前，

色。“正如男人要按照心中的形象找

在9%～12%的高位。随着全球贸易的

Intertek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第三方

到女人，女人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男

发展，贸易规则也日渐复杂。当一个

检测认证外资机构，帮助本地及跨国

人，对我们来说，这其中的男人和女

国家同另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易的

企业确保其产品和流程符合行业性标

人就是买家和供应商。”何诺伟形象

时候，就必须遵守这些国家的交易规

准，以及符合消费者对安全和质量的

地描述道。

则。”何诺伟说。

事实上，I n t e r t e k创建了一个汇

在何诺伟看来，当世界工厂迁移

“目前在中国，我们已经拥有

集工厂、供应商和买家的采购社群，

到亚洲的时候，关于生产的标准、法律

三十几家分支机构，丰富的经验、宽

有效地促进了重要商业信息的交流，

法规也应该同时转移到这些亚洲国家

广的网络，以及行业内为数最多的审

促成买家和供应商的配对。何诺伟

来。“但是，由于政府对于这些标准的

核员和验货员，都可以保证我们提供

所提到的平台，密切联系着全球的

执行力不足，国际品牌商和零售商在这

的服务更为迅速有效。”何诺伟自信

进口商和供应商，不仅建立实时更新

里生产产品的质量并不能得到充分保

地说。

的供应商档案，提供企业规模和生产

障。”何诺伟对记者说，“这就是为

能力等资料，提供质量、安全、社会

什么国际上主要的零售商和品牌商都

责任和环保等方面的信息，而且创建

会要求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对产品作

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

了Intertek Trust ID，可以验证工厂的

出审核。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政

国际买家会到全球各地进行采购。然

实体位置，提供工厂的诚信度和透明

府就有可能没有任何作为，供应商就

而，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市场中，谁

度，确保供应商身份的真实可靠。

会滥用自然资源，滥用劳动力。”

要求。

就像男人寻找女人

在制造买家所需的产品?供应商在何

谈及此，何诺伟举例说，一个国

诚然，目前而言，很多的审核项

处？他们有何经验？生产标准是什

际买家可以在香港找到5000家工厂，

目都是由国外的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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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和专家荣誉大奖委员会评为2009～
2012年度世界最有成就人物之一。
与何诺伟交谈，你极容易被他那
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情怀所打动。“在我出生的上世纪60
年，全球人口只有30亿。现在全球人
口已经增长到70亿，预计接下来的40
年代，全球人口将会再增长10亿，
达到80亿。”何诺伟不无忧虑地说，
“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人口的增速
比过去要快很多，这给自然资源带来
了严峻的挑战。而我们的工作，就是
帮助我们的客户去担负起企业社会责
任，努力实现绿色环保的目标。”
所主导的，而中国企业在面对审核的

到众多买家的认可，就可以达到用较少

谈及远景，何诺伟说：“正如我

时候往往倍感压力。对于这种现象，

的成本实现多个审核的目标，也避免了

们是第一家进入中国的第三方检测认

何诺伟剖析说；“在发展中国家，很

重复审核带来的繁琐。”

证机构，市场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

多供应商都很被动，他们只是等着客

事实上，I n t e r t e k推出的供应商

务就会出现在哪里，Intertek的脚步总

户告知应该如何去做，才会有所行

资质认定（SQP），是按照全球各大

会随着市场而动。另外，我们也通过

动，而很少去主动地、自愿地去满足

消费品牌和零售商的要求而严谨调研

收购专业性公司来扩大我们在全球的

客户的需要。”

制定出来的，通过提升供应链的透明

网络。”

鉴于此，何诺伟希望企业能够懂

度，可以增加买家和供应商之间的

正如何诺伟所言，如今，Intertek

得，在应对国外相关法律法规的时

互信，有效地展示供应商可量度的成

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有1000多

候，不要总是被动地等待被国外买家

果，并能够减少审核频率，从而减轻

个实验室和分支机构，不论客户身在

告知如何去做后才采取行动。

供应商的审核负担。

何处，Intertek的全球化布局总能帮助

“中国企业要具有长远目光，要
能够看到未来。只有看到未来的时

客户达到自身或其客户在质量、安全

履行对社会的承诺

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要求。

候，前路才会逐渐变得明晰。”何诺

爱登山，也爱远足，热爱关于大

其实，就在Intertek位于深圳的实验

伟说，“当你制造一种产品的时候，

自然的一切。凭借对生态环境的热

室里，记者看到检测人员正在对玩具、

你应该能够想到，消费者希望它具有

爱，他对工作倾注了无尽的热情。在

鞋类、纺织品、家具、自行车等进行各

怎样的安全性？买家是否希望它是一

长达25年的审核及验货工作中，他在

种检测试验。实验室工作秩序井井有

种环保产品，是否希望生产企业担负

农业食品、生命科学、商业贸易和

条，工作人员无不以专业的精神，履行

起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这些都

消费品等领域成绩斐然。他曾在中国

着对于客户和对社会环境的承诺。

是最基本的要求。”

香港、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中

“社会要发展，企业要有利润，

何诺伟告诉记者，纵观中国做得

东的多家享有国际声誉的法规符合性

但是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恰当的方

比较出色的企业和品牌，无不是主动在

服务机构担任管理职务。作为质量安

式，而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进行贸易符合性工作。“事实上，一个

全、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人类就会最终消

企业可能存在很多客户，而这些客户都

方面的权威，他曾与多个国际品牌一

亡于污水、疾病和污浊的空气，我

会要求对这个供应商做审核，因此，这

起帮助众多供应商工厂去符合各类法

们的后代将暴露在不安全的自然环境

家供应商可能每年都会面临几十个审

规标准要求。

之中。”何诺伟感叹地说，“我喜游

核，从而疲于应对。但是，如果工厂可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忘我的工作

以建立一种体系，而这个体系又可以得

精神，何诺伟被普林斯顿重要商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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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喜欢登山，我希望这世界永远是
青山绿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