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认证系统
(SQS)
让供应商的资料在全球的 SHELL 可查看
www.shell.com/supplier/qualification

我们的供应商预审方法
Shell 承包和采购部负责为 Shell 采购几乎所有产

Shell 制定了标准和透明的预审流程，供应商需要

品，涵盖我们上游、下游以及项目与技术部门的全

完成此流程，才能参与竞标、交涉或与 Shell 签订

部业务活动。Shell 在超过 70 个国家/地区开展业

合同。根据目标风险准则，供应商还可能需要完成

务，这表示我们的承包和采购专家们正在从全球数

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的详细预审评估：

以千计的供应商处采购产品。

■

健康与安全

《Shell 供应商标准》概述了 Shell 的核心要求，提

■

道德与合规

供了供应商和承包商需要遵守的简单框架。

■

劳工权利

根据这些标准，我们致力于寻求可持续发展，并在
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有责任心的承包商及供应商

根据合同的类型，可能还需要进行财务和/或技术

合作。

评估。这些将会由 Shell 内部来执行。
在供应商管理这些问题的能力方面，预审评估的结
果能提供宝贵的见解，而我们的承包和采购专家将
会利用它来支持采购决策。

SQS 中的预审
Shell 供应商认证系统 (SQS) 于 2012 年 1 月引

展现对《Shell 供应商标准》的合规性

入，成为整个 Shell 集团内供应商资格预审的通用

贵公司的预审评估结果将帮助我们的承包和采购专

方法。SQS 通过收集供应商的基本数据，并根据

家确定贵公司是否符合《Shell 供应商标准》中规定

Shell 的要求进行详细预审评估，简化了预审流程。

的核心要求。

SQS 由 Achilles 代表 Shell 进行管理。

提出差距并改善您的业务表现
如果贵公司被要求在健康与安全和/或劳工权利方

在 SQS 中注册，能让您：

面完成更为详细的评估，Achilles 将会以独立方身

完成要求的预审流程

份执行评估，并向贵公司在这些领域采取的相关政

如果贵公司想要获得 Shell 的潜在合同或者与之续

策提供详细反馈。此反馈将帮助您辨认差距，并促

订现有合同，则必须在 SQS 中注册。

进未来的业务改善。

当贵公司在 SQS 中提供了要求的详细信息，
Achilles 将会完成必需的预审评估，并在 SQS 中发
布结果。
评估的结果将被提供给邀请您进行注册的承包和采
购专家。请注意，注册在 SQS并不保证能够获得
Shell的业务。
贵公司的预审结果会在 3 年内有效
当您在 SQS 中完成注册，贵公司的详细信息以及
评估结果将在 3 年内有效，并可供承包和采购专家
查看。

SHELL 重视其与供应商的关系 － 在整
个供应商数据库内维持单一的供应商信
息源，正好能支持这种关系。”
SQS 提供了供应商数据库的关键情报与重要
见解，以及供应商预审的通用方法。
Jim Pearson | Shell 采购系统和流程经理

如何注册
SQS 注册仅透过直接邀请来进行。当贵公司作为特定

供应商注册流程

产品和/或服务的潜在供应商，被要求进行预审时，
您将会收到 Achilles 发出的邀请电子邮件，要求您开

收到邀请电子邮件的 48 小时内

始在 SQS 中注册。

在 SQS 中注册完成第 1 阶段的问卷，并提交给 Achilles
以便进行数据验证。

在 SQS 中进行注册的流程包含两个阶段。
第 1 阶段：您将被要求完成一份在线问卷，这份问

是

确认资料验证问题

否

卷包含贵公司的注册详细信息、联系信息，以及潜在
Shell 合同（由 Shell 承包和采购专家推荐）涉及的产
品和/或服务有关的问题。

收到列出资料验证问题的电子邮件通知的 48 小时内

第 1 阶段的注册不会收取费用，只需约 20 分钟即可
解决所有数据问题，并向 Achilles 重新提交
您第 1 阶段的问卷。

完成。如果贵公司的资料被评定为低风险，则无需在
SQS 中作进一步操作。
第 2 阶段：根据您在第 1 阶段提供的信息，您可能
需要提供与贵公司在健康与安全、劳工权利和/或
道德与合规方面采取的政策有关的额外信息。在这

要求进行进一步预审评估 － 进入第 2 阶段
是

否

种情况下，贵司将被要求进行第 2 阶段的注册。在
此阶段，贵司需要完成相关领域的额外详细问卷，
并提交相关的证明。完成后，Achilles 将对问卷进行
独立评估。该服务将收取费用，由贵司直接支付给
Achilles。
当 Achilles 完成评估并加以验证后，贵司的预审结果

向 Achilles 支付第 2 阶段
的服务费用
若要立即开始第 2 阶段的
预审问卷，建议进行在线支
付。问卷链接只会在收到款
项后发送。

贵司的第 1 阶段问卷在
SQS 中发布 － 无需采取
进一步的措施。

将会在 SQS 中发布。贵公司的资料（包括所有完成

贵司的信息此时将可供
Shell 采购人员查看

的评估）将在 3 年内有效，可供 Shell 采购专家查

贵司在预审流程提供的信
息，此时将可供 Shell 采
购人员查看，以便支持采
购决策。

看。这段时间后，贵司的预审结果将会过期。如果贵
公司想要在这段时间后续订合同或获得另一项 Shell

10 个工作天内*

合同，您会被要求重新注册。
完成第 2 阶段的问卷，
并提交给 Achilles，
以便进行数据验证。

贵司的第 2 阶段问卷在
SQS 中发布。

*此处提供的日程表仅供指导之用。如需确实的日程表，请咨询您的
Shell 承包和采购专家。

服务费用

在 SQS 中的注册将在 3 年内有效。
在第 1 阶段的注册中，会要求您选择贵公司想要获得
的潜在合同相关的产品和/或服务。选择正确的产品代
码，能够确保您在 SQS 中完成必要的预审评估。
在第 1 阶段的注册中所选的产品代码的数量，会决定
第 2 阶段的服务费用级别。必须由 Achilles 完成的验
证和评估将需要收费。
请注意，服务费用需在注册流程的第 2 阶段开始之前
支付。Achilles 收到足额的款项后，才会发送第 2 阶段
问卷的链接。要完成付款并开始第 2 阶段，最简易快
捷的方式是采用在线信用卡支付。

以下列出的服务费用适用于在第 2 阶段注册
的供应商。接受英镑、美元和欧元付款*
第 1 级（1 至 5 个产品代码**）
1050 英镑、1710 美元、1295 欧元
第 2 级（6 至 15 个产品代码**）
1225 英镑、1995 美元、1510 欧元
第 3 级（16 至 25 个产品代码**）
1658 英镑、2700 美元、2040 欧元
第 4 级（26 个或以上产品代码）
2018 英镑、3285 美元、2485 欧元
*费用（及所采用的货币汇率）是发布时的正确值，可能会
有所改变，以反映汇率波动。
**产品代码代表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类别，采购商可
通过它来搜索并选择合适的供应商。

供应商认证系统 (SQS) 让全球
SHELL 都可查看供应商的资料。

您需要做什么
如果您收到 Achilles 的邀请电子邮件，您需要进

■

使用电子邮件中提供的注册链接开始注册 SQS，
在线完成第 1 阶段的问卷；

■

如果我们需要贵公司进行健康与安全、劳工权利
和/或道德与合规方面的详细评估，将会要求您进

行以下操作：

在第 1 阶段的问卷中，选择贵公司想要获得的

入第 2 阶段。要完成第 2 阶段，您需要进行以下
操作：
■

支付系统以信用卡支付费用。如果您将通过银行

潜在合同相关的产品和/或服务。请注意，选择

转账的方式支付，将需要大约 5 个工作日来处

的产品代码将会影响您公司在 SQS 中的风险资

理；请使用 www.shell.com/supplier/qualiﬁcation

料，并可能触发相关的预审评估。因此，按照

上提供的第 2 阶段注册概述，开始收集所需的

Shell 承包和采购专家的建议选择产品代码，是十

信息；

分重要的；
■

提交已完成的第 1 阶段问卷；

■

解决数据检查流程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并按要求
将问卷重新提交给 Achilles。

如果您没有收到进入第 2 阶段的要求，则表示贵公

支付第 2 阶段服务费用。如果可以，请通过在线

■

在线完成第 2 阶段中的相关问卷；

■

按要求提供所需的证明文件；

■

向 Achilles 提交完成的问卷以及证明文件；

■

解决数据检查流程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并按要求
将问卷重新提交给 Achilles。

司不需要作进一步的注册。

请确保在 SHELL 承包和采购专家提供的预审最后期限之前，及时完成所要求的评估，以便把握合作机会。

联系人
如需更多信息以及查看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注册概述，请登入
www.shell.com/supplier/qualiﬁcation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Achilles 客户支援团队：
电子邮件：SQS@achilles.com
电话：+421 (0)2 / 20 99 24 20

欧洲和非洲

电话：+852 3916 8201

东亚和澳大拉西亚

电话：+91 (0)22 6128 7900

中亚和中东

电话：+56 2 585 96 00

南美

电话：+1 281 809 4400

北美和加勒比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