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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矿产报告模板（模板）是由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电子行业公民联盟）® 
（EICC®）和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全球电子永续倡议 ，GeSI）创建的免费标准报告模
板。该模板促进了通过关于矿产原产国、所使用的冶炼厂和精炼厂的供应链的信息传输，并且支持了法
律的合规性*。该模板还促进辨识新的冶炼厂和精炼厂以通过无冲突冶炼厂计划对这些厂家进行潜在的
审核。**

* 2010 年，美国通过了涉及来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或毗邻国家 “冲突矿产”的《Dodd-Frank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
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SEC 公布了关于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披露冲突
矿产的最终规则（参阅 http://www.sec.gov/rules/final/2012/34-67716.pdf 上的相关规则）。这些规则参考了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OECD) 针对矿产（来自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指南（http://www.oecd.org/daf/
inv/mne/GuidanceEdition2.pdf），该指南指导供应商建立相关政策、尽职调查框架和管理体系。
** 参阅无冲突采购计划（www.conflictfreesourcing.org）。

简介
CMRT 由无冲突采购计划创建，旨在遵守 IPC-1755 冲突矿产数据交换标准。本指南基于帮助用户填写 
CMRT 而编制。此版本对应的是 2017 年 5 月 12 日发布的 CMRT 修订版 5.0，并可用于未来的 CMRT 
5.X 系列版本。 
IPC-1755 冲突矿产数据交换标准设立了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交换冲突矿产数据的要求。为满足广大用户
的需求，该标准在单一申报中对所涉产品的范围提供了灵活性。该标准适用于企业对企业交易。该标准
不适用于公众作出预期的购买决定。该标准不属于合规指南。该标准旨在通过向冲突矿产尽职调查数据
交换申报流程提供一致性和有效性，让供应商及其客户受益。该标准建立了标准的电子数据交换格式，
将促进并改善整个全球供应链的数据传输。

无冲突采购计划 (CFSI) 是一个会员组织，包括来自七个行业的 200 多家公司。该组织提供了一系列工
具和资源，包括无冲突冶炼厂计划、冲突矿产报告模板、合理的原产国查询数据以及关于冲突矿产采购
的指导文档。CFSI 还定期举办 关于冲突矿产问题的研讨会，促进政策制订，并且与主要公民社会组织
和政府展开辩论。CFSI 的全部资金来自于会员公司并不接受政府资金。
当供应链中的相关参与者（包括冶炼 厂在内）提供和传播准确的信息时，即圆满达成了 CMRT 的 的。

该指南是 CFSI、JEITA 和 AIAG 会员的合作成果。

冲突矿产报告模板 (CMRT)
填写指南

对应 CMRT 修订版 5.0，发布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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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结构

冲突矿产报告模板包含八 (8) 个 可见 表，其中几个表提供了填写模板的补充信息，其他几个表要求用
户输入。要求用户输入的表用绿色突出显示（申报、冶炼厂清单、产品清单）。

修订表：关于冲突矿产报告模板以住修订的其他信息，包括功能变更描述和冶炼厂列表更新

说明表：关于填写冲突矿产报告模板的其他信息

定义表： 关于填写冲突矿产报告模板的其他信息

申报表：强制性问题和公司信息（必填）

冶炼厂清单： 贵公司供应链中由贵公司的供应商确定的所有 3TG 冶炼厂/精炼厂清单 （必填）

检查表： 确认贵公司填写完所有冲突矿产报告模板中的要求

产品清单：如果在产品级别进行报告，贵公司必须填写带有范围内所有组成部分的清单

冶炼厂查询清单： 由无冲突采购计划 (CFSI) 验证的所有 3TG 冶炼厂/精炼厂清单  – 贵公司可以使用该
表格在确定由贵公司的直接供应商提交的实际冶炼厂和精炼厂中作为参考，并在提交给贵公司的客户前
确认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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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填写 CMRT 前，使用下拉菜单将模板语言
转为贵公司的首选语言可能很有用。

如果贵公司的客户要求所提交的表格使用英语，
一旦填写完毕，贵公司可以将语言首选项更改为
英语。

在所有可用语言中嵌入每个问题的说明。

如果尽职调查问题 1) 和 2) 中对任何金属都回答
以“否”，剩下的尽职调查问题将被禁用，原因
在于这些问题不再适用。

模板语言 

公司信息 
必填字段标记以星号（*）。该模板中收集的信息应当每年更新。年周期中的任何变更应当向贵
公司的客户提供。仅提供英语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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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插入贵公司的法定名称。请不要使用缩写。

申报范围或类别（*）：选择贵公司的申报范围。范围的选项为：

A. 公司
对于 “公司” 来说， 申报包括该公司的全部产品或由其母公司
生产的全部产品物质。如果用户在公司级别报告 3TG 数据，他们
将报告关于他们生产的所有产品的冲突矿产数据。

B.  产品 （或产品清单）
如果选择范围为“产品（或产品清单）”，将显示产品清单的工
作表标签页链接。如果选择了此范围，则必须在“产品清单”工
作表的 B 列中列出此申报范围涵盖的产品的制造商产品序号。可
以选择是否在“产品清单”工作表的 C 列中列出制造商产品名
称。

C.  用户自定义
如果选择范围为“用户自定义”，用户必须描述 3TG 披露适用的
范围。该分类的范围应当由供应商在文本字段中定义，并且易于
被客户或文档的接收人理解。举个例子，公司可以提供阐明信息
的链接。

公司唯一 ID：插入贵公司唯一识别编码或代码（DUNS 编码、VAT 编
码、特定客户识别码等）。此字段自由选择填写。

公司唯一 ID 认证机构：插入该唯一识别编码或代码的来源
（“DUNS”、“VAT”、“客户”等）。此字段自由选择填写。

地址：插入贵公司完整地址（街道、城市、州、国家、邮政编码）。此字段自由选择填写。

联系人姓名（*）：插入与申报信息内容相关的联系人姓名。此字段必须填写。

电子邮件 – 联系人（*）：插入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此字段必须填写。

电话 – 联系人（*）：插入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此字段必须填写。

授权人（*）：插入负责申报信息内容的人的姓名。授权人可能是另一人而非联系人。使用“相同”字
眼或类似认定以提供授权人的姓名是不正确的。此字段必须填写。

职衔 - 授权人：插入授权人的职衔。此字段自由选择填写。

电子邮件 - 授权人（*） ：插入授权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电子邮件地址不可用，说明“不可用”
或“‘n/a”。空白字段可能导致表格填写错误。此字段必须填写。

电话 - 授权人（*） ：插入授权人的电话号码。此字段必须填写。

生效日期（*）：请使用以下格式输入表格填写完毕的日期：年—月—日 。该日期应能代表您供应链的
当前状态。此字段必须填写。

注意：如果贵公司将供应商的申报表传送到客户的公司，建议贵公司采取诸如获取供应商的许可之类的
预防措施，原因在于在申报表中共享个人联系信息可能在某国违反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如果该国存在
此类法律）。”

问题 （8 – 22 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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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问题（24 – 65 行）
这七个问题明确了每种金属的用途、原产地和采购识别信息。这些问题旨在收集关于公司产品中 
3TG 使用情况的信息，以便可以确定法规适用情况。对于这些问题的答复应当陈述公司信息部门
中选择的“申报范围”。对此部分中这些问题的答复可用于决定 3TG 报告的适用性和完整性。

对于七个必答问题中的每个问题，使用下拉菜单选项提供每种金属的答复。必须为所有 3TG 完
成此部分中的问题。如果给定金属的问题 1 和问题 2 答复是肯定的，则应完成该金属的后续问
题，而且应完成关于公司的总体审核鉴定计划的后续审核鉴定问题（A 至 I）。

请注意，问题 1、2 和 5 的措辞已根据 IPC-1755 修订版 2 进行修改。

注意：如果尽职调查中针对任何金属的问题 1 和/或问题2 的答案为“否”，则尽职调查中的其余问题
将被禁用，因为其已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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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的产品或生产过程中是否有意增加或使用了任何 3TG？(*)
这是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其答复用来确定 3TG 是否在冲突矿产报告要求范围内。此问
题以 SEC 在关于确定 3TG 是否对于产品的“功能或生产有必要”的最终规则中规定的准则为

准。SEC 准则是以这样的假设为依据：如果 3TG 对于产品的广泛预期功能、用法或用途没有必要，则
产品供应链中的公司不会有意增加该 3TG 到该产品或产品的任何子组件中。 与之类似，该准则假定该 
3TG 对该产品生产并非必要，除非 3TG 被有意包含在产品的生产工艺中。 此问题的此答复用于排除任
何痕量级杂质，如钢中的锡。

此问题询问是否有任何冲突矿物在贵公司生产或外包生产的产品中用作原材料、组件或添加物（包括原
材料和组件）。原材料、组件或添加物中的杂质以及设备中的磨具和切削工具不在此调查范围。

答复选项： 

是：如果在产品规格方面有意使用 3TG 或 3TG 用于产品功能目的。

示例：

• 包括镀锡在内的所有含锡焊料 

• 使用钽的电容器

• 采用使用金或钨的合金的组件组装的产品

• 在油漆或合成树脂中用作添加物的锡

• 用作玻璃涂层剂的锡烷（即锡）

• 长钢生产中用作添加物的钨

否：如果无意使用 3TG

示例：

• 用于生产铝、在铝土矿中自然生成的锡

• 可能在回收钢中找到的微量锡

• 产品中不存在 3TG

注意：在贵公司对问题 1 中的任何金属答复“否”之前，请贵公司考虑以下情况：在贵公司的产品中
是否存在有意使用的任何数量的 3TG（包括 .000001%）。根据该规则，材料不存在“最低”数量。

注意：了解以下情况：如果任何金属有意添加在贵公司供应链的任何之处，这些金属视为有意添加至贵
公司的产品中。

注意：部分公司可能要求给出“否”答复的证据，这些证据应当输入备注字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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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是否留有任何 3TG？(*)
如果问题 1 的回答为“是”，则应针对每个 3TG 回答此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
题，其答复用来确定 3TG 是否在 SEC 关于确定 3TG 是否对产品的“功能或生产有必要”的

最终规则中所述的冲突矿产报告要求范围内。此问题与问题 1 的答复有关，如果该金属的问题 1 答复
为“否”，则将显示为灰色。此问题旨在确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有意添加或包含的 3TG，以及一定数
量的 3TG 保留在成品中何处。这包括可能并非要成为成品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并非对产品的“功能有
必要”，而只是生产过程的残留物的 3TG。在很多情况下，制造商可能已在生产过程中试图除去或促
进消耗的 3TG，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 3TG 残留。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添加或包含的 3TG 已彻底除去因而
成品中完全没有残留，则此问题的答复是“否”。

答复选项： 

是：如果 3TG 对于功能或生产是必要的，并且存在于成品中，答复“是”。对此问题中针对任
何金属的答复为“是”，而无论其来源 将提示贵公司在冶炼厂清单标签页上对适用冶炼厂进行列
表。

示例：

• 未完全从产品中移除、用作催化剂的黄锡矿（即锡）

• 用作焊条的钽化合物，部分钽仍存于产品中

• 加工“浮法玻璃”之后残留的锡

• 加工后仍存在的残留催化剂

否：如果 3TG 对于功能或生产是必要的，但不存在于成品中

示例：

• 碳化钨刀片或钻头用于生产，但是没有钨存在于成品中

• 已不存在的催化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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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供应链中的任何冶炼厂是否从所指明的国家采购 3TG？(*)
这是要申报存在于一种产品或多种产品中的 3TG 的任何部分的源产地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
毗邻受管制国家（所指明国家）。

答复选项：

是：如果 3TG 来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或其毗邻国家*

示例：

• 一家列于 CFSI RCOI 报告（仅适用于 CFSI 会员）中的冶炼厂表明原产国为 “L3” 和 / 或 
“刚果民主共和国”

• 一家冶炼厂公开披露其从该地区采购

否：无 3TG 来源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毗邻国家

示例：

• 所有冶炼厂列于 CFSI RCOI 报告（仅适用于 CFSI 会员）中并且原产国为 “L1” 

• 通过尽职调查，该公司决定所有冶炼厂采购 100% 回收废料

不知道：如果任何 3TG 的来源不明

示例：如果任何冶炼厂的采购未经确认或未披露，答复“不知道”

注意：根据冶炼厂 /精炼厂的地点无法确定 3TG 来源。虽然部分冶炼厂 / 精炼厂确实从当地进行采购，
许多厂家也从其他国家进口 3TG。

示例：位于加拿大的一家冶炼厂 /精炼厂可能正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周边国家采购矿产

注意：如果贵公司在问题 3 中对任何 3TG 答复“否”，要了解可能需要进一步信息，以便让贵公司的
客户将此答复视为完整答复。可接受的证据可能包括：

• 提供包含 3TG 的产品的、100% 贵公司相关供应商的提交材料，包括其完整的冶炼厂清单
（每个问题 5 种答复）；并且

• 问题 6 和 7 可以答复“是”；并且

• 对于所有的 3TG 冶炼厂，尽最大可能在贵公司的冶炼厂清单（O 列）上填写认定的“矿山
地点（国家）”。

*良好实践：许多公司发现对此问题答复“是”可以接受。如果贵公司在问题 3 中对任何 3TG 答复“
是”，鼓励贵公司通过在贵公司冶炼厂清单上添加“矿山地点（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
国、中非共和国、南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赞比亚或安哥拉）确定购买矿产的冶
炼厂。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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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100% 的 3TG（贵公司产品因产品功能或生产而必须使用）来源于回
收料或报废料？(*)

此申报确定存在于产品中且对于该产品的功能有必要的 3TG 是否来自回收料或报废料。

答复选项：

是：如果 100% 的 3TG 来源于回收料或报废料

示例：

贵公司从专门进行 100% 报废料加工的黄金精炼厂采购。为了在问题 4 中答复“是”，贵公
司冶炼清单上的所有黄金精炼厂必须只能从回收料或报废料来源进行采购

否：如果部分 3TG 不是来源于回收料或报废料

示例：贵公司从具有原材料混合来源的冶炼厂购买原材料，包括部分非二次材料（也被称
为“矿业原料”）

不知道：如果用户不知道 100% 的 3TG 是否来源于回收料或报废料

示例：贵公司从一家冶炼厂或精炼厂进行采购，但是没有关于采购做法的信息

注意：如果贵公司知道贵公司的任何产品包含非来源于报废料或回收料的 3TG，答复“否”。

注意：部分公司可能要求针对给出“否” 答复的证据，这些证据应当输入备注字段。验证 100% 回收
料或报废料采购的信息由针对冶炼厂和精炼厂的无冲突采购计划收集，并且我们鼓励会员支持此类采购
的持续验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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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多少的相关供 应商针对贵公司的供应链调查提供了回复？(*)
此申报是要确定公司是否已经从合理相信提供本申报范围中的产品中含有的 3TG 的所有直接
供应商得到冲突矿产披露。

此问题是要确定公司是否已经从合理相信提供本申报范围中的产品中含有的 3TG 的所有直接供应商得

到冲突矿产披露。

相关供应商：进行供应链调查的目标在于在供应链中生成一个采购状况的准确陈述以期了解并应对认定

的风险。公司通常应当以如下方式定义其相关供应商：说明对公司利益相关者合规情况的容忍程度。公

司通常将“相关供应商”定义为：1) 在其向贵公司提供的部件中使用 3TG 的所有供应商；或 2) 已知

包含 3TG 的特殊商品的供应商。

答复选项：

100%：如果尽贵公司所知，所有供应商已报告

超过 90%

超过 75%

超过 50%

50% 或更低

无

*对于所有“100%”以外的答复：请 考虑 说明该答复的理由，比如，供应商拒绝报告、不确定所有供
应商或其他

注意：如果贵公司对问题 5 中的任何金属答复“是，100%”，为了让该答复完整，期待贵公司提供所
有加工贵公司供应链中使用的金属的冶炼厂名称。

注意：部分公司可能要求贵公司如何定义“相关”供应商的证据，这些证据应当输入备注字段。如果
贵公司尚未从贵公司相关供应商处得到 100% 答复，请提交贵公司表明相应百分比的冲突矿产报告模
板，并继续调查贵公司的供应商。被调查的贵公司供应商百分比的提高可看作每年改善的一种标志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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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是否识别出为贵公司的供应链供应 3TG 的所有冶炼厂？(*)
此问题是要核实供应商是否有理由相信他们已识别出提供此申报涵盖的产品中的 3TG 的当前
已知冶炼厂。

答复选项： 

是：如果贵公司识别出为贵公司的供应链供应 3TG 的所有冶炼厂

示例：

• 贵公司在冶炼厂调查中拥有 100% 的答复率（每个问题 5 种答复）

• 贵公司已收到几乎所有答复，基于贵公司供应链中的商品描述，贵公司相信所有已知冶炼
厂已识别 

否：如果贵公司尚未识别出为贵公司的供应链供应 3TG 的所有冶炼厂

示例：贵公司正等待其他供应商的答复，并且贵公司相信其可能包含新的冶炼厂

注意：如果贵公司对问题 5 的答复是“少于100%”、之后又答复“是”，部分公司可能要求贵公司如
何定义“相关”供应商的证据，这些证据应当输入备注字段。

6



14

贵公司收到的所有适用冶炼厂信息是否已在此申报中报告？(*)
此问题是要核实经确定为提供此申报范围涵盖的产品中含有的任何 3TG 的所有冶炼厂是否已
在此申报中报告。

答复选项： 

是：如果贵公司收到的所有适用冶炼厂信息已报告，答复“是”

示例：贵公司已审查从贵公司供应商处收到的所有信息，整合了别名，并纳入由某些机构（
比如 CFSI）验证为“冶炼厂”或作为贵公司进行的尽职调查的结果并正将此信息包含在该报
告的实体

否：如果贵公司收到的所有适用冶炼厂信息尚未报告

示例：贵公司无法在报告中提供该信息有合法的业务理由

注意：部分公司可能要求给出“否”答复的证据，这些证据应当输入备注字段。

7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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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 A – I（69 – 86 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矿产（来自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指南（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南）将“尽职调查”定义为“持续、主动和反应性流程，通过该流程，公司
可以确保其尊重人权而不会导致冲突。”  尽职调查应当成为贵公司无冲突采购整体战略的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问题 A – J 旨在评估贵公司无冲突矿产采购尽职调查活动。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应
当代表贵公司的活动，但不限于公司信息部分选择的“申报范围”。

贵公司是否制定了冲突矿产采购政策？（*）

部分客户可能要求贵公司拥有备妥的冲突矿产政策，无论贵公司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申报状态是什么。

答复选项：

是：如果贵公司拥有备妥的冲突矿产政策。

否：如果贵公司尚无备妥的冲突矿产政策。

注意：备注应在备注字段内提供。

贵公司的冲突矿产采购政策能在公司网站上公开查阅吗？（注意 – 如果答
复“是”，用户应当在备注字段指定 URL）（*）

部分客户可能要求贵公司拥有可用的冲突矿产政策以供审查，无论贵公司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申报状态
是什么。

答复选项：

是：如果贵公司的冲突矿产采购政策能在公司网站上公开查阅。

否：如果贵公司的冲突矿产采购政策无法在公司网站上公开查阅。

注意：牢记在备注部分提供政策的直接链接以供答复“是”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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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要求直接供应商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冲突矿产供应商吗？(*)

在 SEC 规则中，不包含直接或间接资助所指明国家武装组织，或让上述组织受益的矿产的产品视为刚
果民主共和国无冲突矿产。部分客户可能要求贵公司拥有无冲突采购政策。

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冲突矿产：不包含直接或间接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武装组织或让上述组
织受益的矿产的产品。来源 2010 年美国立法《Dodd-Frank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第 1502 节
(http://www.sec.gov/about/laws/wallstreetreform-cpa.pdf)

答复选项:

是：如果贵公司要求直接供应商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冲突矿产供应商。

否：如果贵公司对直接供应商没有此类要求。

注意：备注应在备注字段中提供。 

注意：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冲突 SOR 仍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进行采购。

贵公司是否要求贵公司的直接供应商从其尽职调查实务由独立第三方审核
计划验证过的冶炼厂采购 3TG？（*）

此申报是要确定公司要求直接供应商从经过确认的无使用冲突矿产的冶炼厂处采购 3TG。

冶炼厂和精炼厂均适用于此问题。第三方审核计划的示例是 CFSI 无冲突采购计划。

答复选项：

是：如果贵公司要求直接供应商由 CFSI 或其他独立第三方审核计划验证过的 SOR 处采购。

示例：其他独立第三方审核计划可能包括：

• 负责任珠宝协会 (The Responsible Jewelry Council, RJC)

•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

否：如果贵公司允许供应商从未经验证的 SOR 处采购，选择“否”。

注意：备注应在备注字段中提供。 
注意：贵公司的部分客户可能要求由独立第三方审核计划验证过的 SOR 处采购。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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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已经实施了针对无冲突采购的尽职调查措施了吗？（*）

该申报不是为了提供公司的尽职调查措施详情 - 仅说明公司已实施了尽职调查措施。可接受的尽职调查
措施的具体情况应当由请求者和供应商决定。

答复选项：

是：如果贵公司实施了针对无冲突采购的尽职调查措施，选择“是”。

示例：这些尽职调查措施的示例与国际公认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尽职调查指南涵盖的指导方
针保持一致性

• 就无冲突矿产供应链将贵公司对供应商的预期进行沟通并将这些预期纳入合同（如适用）

• 确定并评估供应链中的风险

• 设计并实施相关战略以应对认定的风险；验证贵公司直接供应商对其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冲突
政策的合规情况

• 如需更多示例，请参阅 CFSI 白皮书“支持 SEC 冲突矿产披露的五大实际步骤”

否：如果贵公司不参与针对无冲突采购的尽职调查措施。

注意：则考虑需在备注字段中描述已实施的尽职调查措施。

      例如：贵公司遵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尽职调查指南。

尽职调查：指的是公司使用的持续、资源和基于情境的流程以尊重人权并确保公司不会导致冲突。

贵公司是否对相关供应商开展冲突矿产调查？（*）

此问题是要披露公司是否要求供应商填写冲突矿产申报。

答复选项：

是：根据 IPC-1755 要求（如 CMRT）：如果贵公司要求贵公司的供应商填写冲突矿产申报

示例：贵公司要求贵公司的供应商根据 CFSI 要求（点击此处查看最新版本）使用 CMRT

是，使用其他格式（请说明）：如果贵公司使用独立问询来对供应商开展冲突矿产调查

  示例：公司要求供应商完成调查，其中为公司自身提供的一系列问题 

否：如果贵公司不从供应商处收集冲突矿产调查信息。

注意：如果选择了“是，使用其他格式（请说明）”或“否”，则需要在备注字段提供进一步解释，
即，提供用于收集信息的格式。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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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是否对相关供应商开展冲突矿产调查？（*）

此问题是要披露公司是否要求供应商填写冲突矿产申报。

答复选项：

是, 根据 IPC-1755 要求（如 CMRT）：如果贵公司要求贵公司的供应商填写冲突矿产申报

示例：贵公司要求贵公司的供应商使用贵公司要求贵公司的供应商根据 CFSI 要求（点击此处
查看最新版本）使用 CMRT

是，使用其他格式（请说明）：如果贵公司使用独立问询来对供应商开展冲突矿产调查

  示例：公司要求供应商完成调查，其中为公司自身提供的一系列问题

否：如果贵公司不从供应商处收集冲突矿产调查信息。

注意：如果选择了“是，使用其他格式（请说明）”或“否”，则需要在备注字段提供进一步解释，
即，提供用于收集信息的格式。

贵公司是否会根据贵公司的预期审核从供应商处收到的尽职调查信息？
（*）

此问题指是贵公司根据公司建立的标准在其传入供应商数据方面执行评估的水平。参阅针对尽职调查措
施示例的问题 E。

答复选项：

是：贵公司拥有相应流程以审核从供应商处收到的尽职调查信息

  示例：

• 如果供应商没有无冲突采购计划，贵公司可以要求它创建一个此类计划，并制订无冲突矿
产计划

• 贵公司根据贵公司的尽职调查计划跟进认定的风险

否：贵公司不审核从供应商处收到的尽职调查信息

注意：考虑描述贵公司如何管理贵公司的纠错行动流程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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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是否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每年提交冲突矿产披露？（*）

此问题指的是贵公司是否生产或外包生产包含 3TG 的产品，并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U.S. Secu-
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提交 SD 表和冲突矿产报告。SEC 冲突矿物披露要求适用于受
《美国证券交易法》(US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规管的美国交易所上市公司。要了解更多信息，请
参见 www.sec.gov

答复选项：

是：如果贵公司是受《美国证券交易法》规管的美国交易所上市公司（参见 www.sec.gov）

否：如果贵公司是私人控股公司或者不受《美国证券交易法》规管

注意：备注应在备注字段中提供。

注意：如果贵公司不确定自己的状况，应寻求法律顾问的建议。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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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清单标签页
产品清单标签页可让制造商在本申报范围中提供产品清单。如果制造商在“公司信息”部分选
择了“产品”（或“产品清单”），则冲突矿产报告模板中的这部分是必填的。如需要可插入
额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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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厂清单标签页

按 CID 排列冶炼厂：
A 列：使用该列输入一个或多个唯一公司识别代码（CFSI 分配的 CID）。输入
后，金属 (*)、冶炼厂所在国家 (*)、冶炼厂识别号、冶炼厂来源识别号、冶炼厂所
在城市和冶炼厂设施地点：州/省等信息将自动填充。冶炼厂名称 (1) 将处于灰色
禁用状态，无法手动输入信息。
如果有任何列变成红色，请遵循下文的个体冶炼厂输入说明。

根据 IPC-1755 要求，出于信息交换之目的，标准冶炼厂名称将自动填充到隐藏列 
R 中。如想了解如何获取 CMRT 中隐藏信息，请参阅下文。 

个体冶炼厂输入说明:

B 列：金属(*)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贵公司输入的冶炼厂信息所对应的金属。此字段必须填写。

 

C 列：冶炼厂参考清单(*)
从下拉菜单选择。这是截至模板发布日已知的冶炼厂清单。

如果从清单中选择了任何已知冶炼厂、冶炼厂名称 (*)、冶炼厂所在国家 (*)、冶炼厂识别信息、冶
炼厂资源识别信息、冶炼厂所在城市以及冶炼厂设施地点：州/省等信息将自动填充。

如果冶炼厂未列出，则选择选择“冶炼厂未列出”。贵公司将能够在 D 列输入冶炼厂名称。此字段
必须填写。错误组合将变为红色。

如果贵公司在申报中选择了产品级范围，此处将提示贵公司附上参考零件号。此模板允许通过冶
炼厂参考清单识别具体的冶炼厂。必须从左到右填写 B、C、D 和 E 列，以利用冶炼厂参考清单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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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列：冶炼厂名称 (*)-(1) –

如果在 C 列选择了“冶炼厂未列出”，则此字段为必填。填入您所知道的冶炼厂名称。当在 C 列选择了
一个冶炼厂名称，此字段将变为灰色禁用状态。在 H 列到 P 列输入所有现有的冶炼厂信息。

建议尽量填写 O 列的“地点（国家）或矿场，或者如果是采购的回收料或报废料，则建议输入“回收
料”或“报废料 ”

复制/粘贴冶炼厂输入说明

如果有 CID 和金属 + 冶炼厂名称组合，可以将其复制粘贴到相应字段（A、B + C 或 B + D 列）。

注意：使用复制/粘贴选项时，推荐使用“复制/粘贴数值”。另外，使用复制/粘贴选项时，预先设定公
式的 B、C 和 D 列将被覆盖，则无法重新改用上述其他两种方法。

不在下拉菜单中的任何冶炼厂都是 CMRT 发布时 CFSI 未知的，因此贵公司必须至少填写必填字段（右
边），同时尽可能填写其他字段，以有助识别最新识别的冶炼厂。如想了解正在增长中的已知冶炼厂列
表，请访问网站 http://www.conflictfreesourcing.org/conflict-free-smelter-program/exports/cm-
rt-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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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页输入的冶炼厂不在冶炼厂查询标签页，则向 B 列中输入金属，在 C 列输
入“冶炼厂未列出”。然后在 D 列输入冶炼厂名称，在 E 列输入所在国家。 
填写冶炼厂信息时注意：
填写冶炼厂信息时尽可能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如果采用复制/粘贴的方式，且该信息和下拉菜单的信息
没有对齐，则错配的冶炼厂信息可能会导致出现 CFSI 尚未将该实体识别为冶炼厂的报告。在研究冶炼
厂信息时务必考虑以下要点，即使是对于复制/粘贴清单：

• 首先，向贵公司的供应商传达报告冶炼厂的要求，例如使用这份指导文档提供清晰的说明，冶炼厂
清单中不能有重复项目，尽可能填写“O”列矿场，对于所有已知的冶炼厂使用 CMRT 中的冶炼厂
参考清单等。

• 审查贵公司的冶炼厂清单并确保已填充必填字段，且在正确的单元格中列明了正确的值。

• 审查贵公司的冶炼厂清单，删除任何重复的冶炼厂或精炼厂条目。

• 建议贵公司已能够说明目前未经 CFSI 认定的冶炼厂或精炼厂。这可以通过在网上搜索来完成，以
验证该工厂确实是冶炼厂。

• 对于尚未通过 CFSI 无冲突采购计划审计的任何冶炼厂或精炼厂，建议在 O 列提供矿场所在国家位
置（如有）。

• 对所有已知冶炼厂使用下拉菜单。

• 基于 CMRT 的软件解决方案有助进行汇总流程。

• 注意：

• 软件工具可能无法删除所有重复项目。

• 在删除重复的冶炼厂时（不管是手动还是通过软件），切勿删除不同的冶炼厂地点。

• 贵公司的客户可能会指定一个特定的门户或软件解决方案。

• 如果矿场位于受管制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南苏丹、乌干达、
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赞比亚或安哥拉），不要担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并不禁止从
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受管制国家采购 3TG。务必在贵公司的冶炼厂清单中包含此信息。

附加信息：
冶炼厂识别代码输入列 - 使用该列输入一个或多个由 CFSI 分配的唯一公司识别代码 (CID)。

金属 (*) -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贵公司正在为其输入冶炼厂信息的金属。此字段必须填写。

冶炼厂查询清单 (*)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这是截至模板发布日已知的冶炼厂清单。如果冶炼厂未列
出，则选择“冶炼厂未列出”。贵公司将能够在 D 列输入冶炼厂名称。 如果不知道冶炼厂的名称，则
选择“未识别的冶炼厂”，并填写尽可能多的信息。 此字段必须填写。

冶炼厂名称 (1) -  如果在 C 列选择了“冶炼厂未列出”，此字段为必填。填入您所知道的冶炼厂名称。
当在 C 列选择了冶炼厂名称后，此字段必须填写此字段将变为灰色禁用状态。根据 IPC-1755 要求，
出于信息交换之目的，标准冶炼厂名称将自动填充到隐藏列 R 中。请参阅下文中标题为“如何获取 
CMRT 中隐藏信息”的部分。

冶炼厂所在国家 (*) -  当在 C 列选择了冶炼厂名称，此字段将自动填充。如果在 C 列选择了“冶炼厂未
列出”，则使用下拉菜单选择冶炼厂的国家位置。此字段必须填写。 根据 IPC-1755 要求，出于信息
交换之目的，2 位的 ISO 国家代码将自动填充到隐藏列 S 中。请参阅下文中标题为“如何获取 CMRT 
中隐藏信息”的部分。

冶炼厂识别信息:  这是按照现有的冶炼厂和精炼厂识别系统，为冶炼厂或精炼厂指定的唯一识别编码。
根据预期，可以使用多个名称或别名来描述同一个冶炼厂或精炼厂，因此多个名称或别名也可以关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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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冶炼厂 ID”。

冶炼厂来源识别号 – 这是在 F 列输入的冶炼厂识别号。如果使用下拉框在 C 列中选择了冶炼厂名称，
此字段将自动填充。

冶炼厂所在街道:  提供冶炼厂所在街道的名称。此字段自由选择填写。

冶炼厂所在城市:  提供冶炼厂所在城市的名称。此字段自由选择填写。

冶炼厂地点：州/省（如适用）:  提供冶炼厂所在的州/省。此字段自由选择填写。根据 IPC-1755 要
求，出于信息交换之目的，ISO 国家代码将自动填充到隐藏列 T 中。请参阅下文中标题为“如何获取 
CMRT 中隐藏信息”的部分。

冶炼厂联系人姓名:  冲突矿产报告模板 (CMRT) 在提出请求的公司所在供应链的各个公司中流传，以确
保遵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矿产（来自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指南，以
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冲突矿产的最终规则。

如果该模板在有保护个人信息立法的国家流传，冲突矿产报告模板中分享个人信息可能会违反相关法
规。因此，建议提出请求的公司采取预防措施，例如获得联系人的相关许可，以在填写“冶炼厂联系人
姓名”以及“冶炼厂联系人电子邮件”列时可与供应链中的其他公司分享该信息。

如果获得了分享该信息的许可，请填入与贵公司合作的冶炼厂设施联系人姓名。

冶炼厂联系人电子邮件:  填入冶炼厂设施联系人（参见冶炼厂联系人姓名）的电子邮件地址。示例：-
John.Smith@SmelterXXX.com。请在填写此字段之前阅读有关冶炼厂联系人姓名的说明。

拟议后续步骤:  这是注释区域，可让公司制定管理冶炼厂的后续步骤。如果在 CFSI 无冲突冶炼厂计划 
(CFSP) 合规冶炼厂清单中未列出该冶炼厂，这些是贵公司可以对该设施采取的措施。示例：要求通过
无冲突冶炼厂计划评估冶炼厂设施，或者从首选供应商清单中删除冶炼厂等。

矿场名称:  此字段可让公司为冶炼厂正在使用的实际矿场取名。如果已知实际矿场的名称，请输入该名
称。如果冶炼厂的所有原料均来自回收料或报废料资源，则输入“回收料”或“报废料”以取代矿场名
称，并在 P 列回答“是”。

矿场地点（国家）:  这是可自由输入文字的字段，可让公司注明冶炼厂正在使用的矿场地点。请输入矿
场所在国家。如果所在国未知，则输入“不知道”。如果冶炼厂的所有原料均来自回收料或报废料资
源，则输入“回收料”或“报废料”以取代原产国。该问题可以接受“根据 CFSI 确认 RCOI”这一答
案。

冶炼厂的所有原料是否均来自回收料或报废料？- 如果冶炼厂仅从回收料或报废料资源中获取冶炼过程
的来料，回答“是”。如果冶炼厂从矿石、精矿或中间产品获取来料，回答“否”。如果不知道冶炼厂
从何处获取来料，回答“未知”。

注释 - 以输入任何有关冶炼厂的注释。 该字段可自由输入文字。

示例：冶炼厂正被 YYY 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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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标签页

检查工作表用于确认模板中的全部必要信息是否均已填妥。该表格实时更新，并在使用模板时
可以随时查阅。

要使用此表，确认已填完所有的必填字段（已填写的字段将用绿色突出显示）。否则请寻找红色的字
段，并查阅 C 列中的“备注”以采取必要措施。贵公司可以使用 D 列中的 URL 以直接访问相关字段进
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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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 CMRT 中的隐藏信息
为保护 CMRT 创建功能所用的公式，工作簿被锁定不可编辑，且 CFSI 不会公布密码。但是用户仍然
可以获取隐藏列中当前的某些数据交换信息，如果您没有使用服务提供商或适用于 CMRT 的数据交
换平台，下列步骤是从冶炼厂列表标签页 R、S、T 列提取信息的一种方法。这些列与标准冶炼厂名
称、ISO 2 位国家代码和 ISO 州或省代码的数据交换分别对应。

步骤1：打开 CMRT，其中包含您希望访问的数据
步骤2：打开并保存一个新的工作簿
步骤 3：在新工作簿的单元格 A1 中输入“=’[CFSI_CMRT.xls]Smelter List’!$R4”，其中的 [CFSI_
CMRT.xls] 是从 CMRT 保存的名称。
步骤 4：拖拽该单元格，根据冶炼厂列表中的条数复制该公式
步骤 5：在新的一列中，复制步骤 3 中的公式，并将“$R4”分别替换为“$S4”和“$T4”。 
数据将自动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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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和定义
3TG（亦称为冲突矿产） 来自地球上任何地点的锡、钽、钨或任何形式的金

AIAG： 汽车工业行动集团 (www.aiag.org/conflictminerals)

CFSI  无冲突采购计划 (http://www.conflictfreesourcing.org/)

无冲突冶炼厂计划 (CFSP) 
无冲突冶炼厂计划 (CFSP) 是由 EICC 和 GeSI 制订的一项计划，旨在强化
公司对负责任的金属来源的验证能力。有关 CFSP 的更多详细信息可参阅: 
http://www.conflictfreesourcing.org/conflict-free-smelter-program/

冲突矿产报告模板 
(CMRT)

之前称为 EICC-GeSI 模板，该 Excel 文件是供应商通用的报告工具，用于
调查其所在供应基地的冶炼厂信息。该数据格式在“IPC-1755 冲突矿产
数据交换”标准中有所提及。

冲突矿产 

根据 2010 年美国立法《Dodd-Frank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第 
1502(e)(4) 节:

冲突矿产 — 术语“冲突矿产”是指:
(A) 钽铌（钶钽铁）、锡石、金、钨锰铁以及这些矿物的衍生物；或者
(B) 由国务卿认定为用于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内或毗邻国家的冲突的
任何矿物或其衍生物（参见 http://www.sec.gov/about/laws/wall-
streetreform-cpa.pdf)

受管制国家 参见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及其毗邻国家（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南
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赞比亚或安哥拉）

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冲突产
品

不包含直接或间接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武装组织或让上述组织
受益的矿产的产品。来源 2010 年美国立法《Dodd-Frank 华尔街改革和
消费者保护法》第 1502 节  
(http://www.sec.gov/about/laws/wallstreetreform-cpa.pdf).

EICC  电子行业公民联盟 (www.eiccoalition.org)

GeSI  全球电子永续倡议 (www.gesi.org)

黄金 (Au) 精炼厂（冶炼
厂） 

黄金精炼厂是指可从金矿或较低纯度的含金矿物中生产纯度达 99.5% 或
以上纯金的冶金厂。参考 CFSP 审计协议获取有关此金属的完整描述:  
http://www.conflictfreesourcing.org/audit-protocols-procedures/.

独立第三方审计事件所

就冶炼厂审计而言，“独立第三方审计事件所”是指一家私营机构，能够
按照 CFSP 或同等的审计协议标准评冶炼厂或精炼厂原料的可追溯性。为
保持中立和公正性，此类机构及其审计团队不得与被审单位存在利益冲
突。



28

有意添加

“有意添加”这个术语通常指故意使用某种物质；对于金属而言，是指按
设想添加到产品配方中，以持续呈现某种具体的特征、外观或质量。

虽然 SEC 并未在最终规则*中定义“有意添加”这个词汇，但在该规则的
序言中申明:

“[我]们同意，有意添加（而不是自然生成的副产品）是确定冲突矿物
是否对产品“功能或生产具有必要性”的重要因素。不管是谁有意添加
冲突矿物，只要产品中含有该矿物，这点都适用。[确]定某种冲突矿物
是否被认为是某个产品所“必要”时，不应依靠冲突矿物是否由发出人
直接添加到产品中，或者是否添加到由发出人从第三方接收到的产品部
件中。相反，发出人应“报告产品的完整成分，并与供应商合作以遵守
相关要求。” 因此，在确定某种冲突矿物是否是某个产品所“必要”
时，发出人必须考虑其产品中含有的冲突矿物，即使该冲突矿物仅仅作
为由第三方原始制造的产品的部件的一部分而被纳入到产品中。”
*（56296 《联邦公报》/卷号 77, No. 177/2012 年 9 月 12 日（星期
三）/规章制度）

IPC 为印刷电路板和电子装配及其客户和供应商服务的全球贸易协会 
(www.ipc.org)

JEITA 日本电子和信息技术行业协会 (www.jeita.or.jp/english) 

对产品生产具有必要性

SEC 并未在最终规则*中提供这个词汇的正式定义；但提供了一些指引：
符合以下情况时，冲突矿物将被认为对产品生产具有必要性：1) 被有意含
入产品生产流程中，而不是（例如）含入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工具、机械或
设备中（例如电脑或电线）；2) 被含入产品中（必须出于使产品具有可用
性而加入）；以及 3) 对产品具有必要性。
*（56296 《联邦公报》 / 卷号 77, No. 177 / 201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
三）/ 规章制度）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www.oecd.org)

产品 公司产品或成品是指已完成制造和/或工艺的最终阶段、并且可以向客户
经销或销售的材料或物品。

回收料或报废料资源

回收料或报废料资源是指来自回收的最终用户产品或消费后产品的再生金
属，或者在产品制造期间产生的金属加工废料。再生金属包括某些多余
的、废弃的、缺陷的和废金属等材料，这些材料含有在生产锡、钽、钨
和/或金时适于回收的已精炼或加工金属。再生金属的定义中不包括部分
加工、未加工的矿物或者其他矿石的副产品。

相关供应商

公司通常应当以如下方式定义其相关供应商：说明对公司利益相关者合规
情况的容忍程度。公司通常将“相关供应商”定义为：1) 在其向贵公司提
供的部件中使用 3TG 的所有供应商；或 2) 已知包含 3TG 的特殊商品的供
应商。

RCOI 合理的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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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www.sec.gov)

SOR 冶炼厂或精炼厂。

冶炼厂

冶炼厂或精炼厂是指从回收料或报废料资源中采购和加工矿石、矿渣和/
或原料并由此生成精炼金属或含有中间产品的金属的公司。其产物可以
是纯的（99.5%或以上）金属、粉末、铸块、棒条、颗粒、氧化物或矿物
质。术语“冶炼厂”和“精炼厂”在各种出版物中可通用。

冶炼厂识别号 CFSI 为一些公司指定的唯一识别号，这些公司被供应链中的成员报告为冶
炼厂或精炼厂。识别号本身并不表示经过 CFSP 验证。

钽 (Ta) 冶炼厂

钽冶炼厂（亦称为加工厂）是指将含钽矿石、精矿、矿渣或二次原料转化
为钽中间产品、可直接销售的其他含钽产品或继续加工的含钽产品（例如
钽粉、钽组件、钽氧化物、合金、线缆和烧结棒等）的公司。参考 CFSP 
审计协议获取有关此金属的完整描述： 
http://www.conflictfreesourcing.org/audit-protocols-procedures/.

锡 (Sn) 冶炼厂

初始原料 [锡] 冶炼厂是指具有一处或多处加工含锡精矿的设施以生产金属
锡的公司。二次原料 [tin] 冶炼厂是指具有一处或多处二次原料加工设施
的公司，其方法是还原粗锡或高等级锡或锡制产品（例如锡线）生产中的
碎矿。本审计协议所提及的冶炼厂可以有一种或多种业务运营类型。参考 
CFSP 审计协议获取有关此金属的完整描述:  
http://www.conflictfreesourcing.org/audit-protocols-procedures/.

钨 (W) 冶炼厂

是指具有一处或多处设施以将含钨矿石（例如钨锰铁和白钨矿）、钨精矿
或含钨报废料（二次原料）转化为含钨中间产品（例如仲钨酸铵 (APT)、
偏钨酸铵 (AMT)、钨铁）或者可直接销售的钨氧化物或进一步加工为含钨
产品（比如钨粉或碳化钨粉）的公司。参考 CFSP 审计协议获取有关此金
属的完整描述:  
http://www.conflictfreesourcing.org/audit-protocols-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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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编号程序
修订版编号中不同字符的修改代表什么意思？

• 修订版编号中的第一位数字进行了修改（如 1.0 到 2.0）代表发生了重大改进，并可能包含不同的
数据报告要 求。

• 第一个小数位上的修改（2.10 到 2.20）代表对模板进行了小修改，在报告的数据方面不会有实质
改变。

•  第二个小数位上的修改（2.10 到 2.11）代表更小的修改，例如冶炼厂参考列表的更新 

• 版本号后字母的修改（如“a”、“b”或“c”）说明现在版本是阿尔法或贝塔版本；这只会出现
在预发布版本上，在版本正式发布时会去掉。在 4.xx 后含有字母的版本号将不会商用。CFSI 建议
公司拒绝此等版本，因为这些版本是预发布版本，可能含有错误或不一致之处，可能会影响数据的
准确性。

1 根据 IPC-1755 修正案 2，删除了之前的问题 G（“贵公司从供应商处请求精炼厂名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