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Higg FEM 
工厂环境模块网络研讨会



所有与会者均被静音。  

请在屏幕底部的 “Q&A”框中键入您的问题。



Summary
Members are free to 
exchange or discuss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However, 
Members should avoid 
any discussions or joint 
efforts regarding 
confidential competi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non-public cost or price 
information, non-public 
volume information, 
strategic plans or other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chieve SAC’s 
goals. 

反托拉斯法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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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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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01. 2020 Higg FEM 时间线

02. 了解针对2020 Higg FEM的内容变更

03. 了解针对2020 Higg FEM 的平台变更

04. 工厂预检章节介绍

05. Higg 平台演示

06. 支援Higg用户

07. 问题和答案



2020 Higg FEM 时间线

九月 2020

购买

评估

张贴

验证

Higg FEM和Higg vFEM将于2021年10月31日结束

2021年4月 30 日
张贴自我评估的截止日期，内容锁定以进行基准计算

2020年Higg vFEM于2021年12月31日结束

* *无限张贴/取消张贴 一次性张贴

四月 2021一月 2021十一月 2020 十二月 2021

注意 :
*一旦工厂开始验证模块，就无法取消张贴该模块。
* 无限的张贴/取消张贴在任何时候都不适用于2020 Higg vFEM – 经过验证的模块只能张贴一次。 

十月 2021

v. 2020-10-13

2020年Higg FEM推出 允许其他新增工厂完成和发布



2020 Higg FEM 
版本 



2020 Higg FEM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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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内容变更

~24%
Higg FEM 使用指南

● 问题意图

● 技术指导

● 量化指标指南

● 验证指南

● 参考链接

● 增加新的未计分的主要问题

● 增加新的未计分的次要问题

● 修改所需文件上传

● 修改问题

● 修改答案选项

● 拆分问题

~100
平台功能

● 工厂预检章节

● OAR ID
● CSV数据文件下载

● 采用工具功能提升



2020 Higg FEM 
内容变更



現场信息和许可证 

● 新增行业 (如：电子产品, 玩具, 耐用品)
● 新增 产品类别 （如果适用
● 完善了工厂流程和工厂类型列表
● 使语言与Higg MSI / Product Module “产品模块” 保持一

致
● 完善了材料列表
● 将SAM（标准允许分钟）作为单位添加到“年度交易单位”

中

● 修改现场对水进行处理的问题 (以前称为淡水预处理)
● 允许上传多个许可证



EMS 

● 没有内容更改



能源 

● 修改几种能源的计量单位（例如电，购入的蒸汽等）
● 简化的整体能源来源表（Q1)
● 增加新能源来源（即太阳能，购买的可再生能源） (Q1)
● 拆分了"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 （Q4 + NEW)
● 修改能源表格和温室气体表格 (Q4 + NEW)
● 修改表格 (Q6)
● 在第3级中，增加对SBTi的新问题 (Q8)



水 

● 更新表格以包括改进百分比数据 (Q6)



废水
 ● 添加了图表以帮助工厂了解工业废水与生活废水

● 澄清零液体排放 (ZLD)
● 更新了表格以包含更多有关废水排放点的问题 (Q1)
● 增加对防止废水与雨水排放系统中的雨水混合的机制的问题 (No 

Q number)
● 在应对废水紧急情况，添加了两个新次级问题 (Q3)
● 增加对工厂确认废水没有泄漏的问题 (No Q number)
● 添加了新问题来收集关于有危害污泥的培训内容(Q4)
● 添加了新问题来收集关于非危害污泥的培训内容 (Q5)



废水 

● 修改化粪池废水问题以符合正确的意图 (Q6)
● 添加了新问题来收集关于管理化粪池废物的培训内容 (Q6)
● 允许多項选择报告废水标准 (Q7)
● 更新表格以包括“采样频率” (Q7)
● 增加 ZDHC Table 2A-N data表格 (Q7)
● 修正得分指南：50％或更高 = 满分；这个问题没有部分得分 

(Q9)



大气排放
 

● 增加新问题 “您的工厂是否监控了气体排放情况？” (适
用性)

● 修订问题以报告运营和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空气排放(Q1 
and Q2)

● 删除大气排放量报告 (Q1 and Q2) 
● 更新表格以包含有关大气污染物和排放测试报告的其他

问题 (Q1 and Q2)
● 增加了关于全面跟踪制冷剂使用和排放的第次要问题 

(Q3)
● 修改问题以符合正确的意图 (Q4 and Q5)



废弃物

 ● 增加了总体跟踪非有害废物流问题 (Q1)
● 增加了总体跟踪有害废物流问题  (Q2)
● 修改问题内容，包含有害废物储存容器 (Q4)
● 新增了7个管理有害废物存储区和存储容器的新要求(Q4)
● 修改问题内容，包含非有害废物储存容器 (Q5)
● 新增了3个管理非有害废物存储区和存储容器的新要求 (Q5)
● 添加了新问题来收集培训的更多信息 即培训的员工数量和培训频

率 (Q7)
● 更新表格以包括改进百分比数据 (Q13)



化学品
 ● 在化学品类型中添加了“反应物和添加剂”，以增加与化学品制造商

相关的清晰度 (Q1)
● 添加了新问题来收集培训的更多信息 即培训的员工数量和培训频

率 (Q3）
● 添加了新问题来收集培训的更多信息 即培训的员工数量和培训频

率(Q4)
● 添加了新问题来收集培训的更多信息 即培训的员工数量和培训频

率 (Q10)
● 修改问题以符合正确的意图(Q11, Q12)
● 增加了新问题来收集在RSL测试失败的情况下，工厂是否具有相

应的解决流程 (Q11)
● 允许在验证过程中，工厂可使用
● 其母公司/总公司RSL和MRSL管理文档，作为对文档进行审核的

选项 (Q11, Q12)



化学品 

● 在各种适用性之间，修正可回答是或部分是的百分比值 （生产过
程中的化学物质门槛值为50％，工厂工具和/或操作中的化学物
质门槛值为10％） (Q16)

● 增加说明了，对于那些需要大量文档的问题，工厂不需要上传所
有文档，而是必须上传一些文档，其余的必须在验证过程中可供
审核。



更新摘要 

https://howtohigg.org/fem-landing/summary-of-updates-to-how-to-higg-guide-v14/ 

https://howtohigg.org/fem-landing/summary-of-updates-to-how-to-higg-guide-v14/


2020 Higg FEM 使用指南 

https://howtohigg.org/fem-landing/facility-site-information-permits-2020/ 

https://howtohigg.org/fem-landing/facility-site-information-permits-2020/


2020 Higg FEM 使用指南 

量化指标指南

● 在“使用指南”中，添加了回答基于定量指
标的问题的指南。

● 帮助用户完成需要在Higg FEM中输入定
量指标的问题，例如绝对资源消耗，废物
产生，基准，目标和改进的问题。

● 本指南采用了《 GHG协议企业会计和报告
标准》中的报告和数据质量原则。

在哪个部分可以找到它？

现场信息和许可证，能源，水，废水，废
弃物，大气排放部分

如何利用本指南？

● Higg用户在输入定量指标之

前应参考此指南

● 验证员在验证各自的问题时

应参考本指南



2020 Higg FEM 
翻译



2020 Higg FEM 翻译 

Higg FEM 使用指南 Higg.org

孟加拉文  |  英文  |  简体中文 |  义大利文 |  日文

    葡萄牙文 |  西班牙文  | 土耳其文  |  越南文

(已发布)(将会分段发布)



2020 Higg FEM 翻译 更新请求

howtohigg.org/request



2020 Higg FEM 
平台指南 



26

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重点

● 模块购买选项

● 完成率为100%后发布模块

● 将“重新打开至ASI”表述改为

“重新打开/取消发布评估”

● Beemer通知功能

● FEM 2020中的工厂预检章节

● 模块周期管理具中的工厂预检

周期设立

● 允许多个文件上传至“工厂信息

&许可证”章节问题

● CSV 数据下载文件

● 模块周期管理工具中的FEM 

2020周期

● 数据复制功能

● OAR ID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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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模块购买选项 

模块种类 原价 目前的折扣优惠 注释

Higg FEM + vFEM 2020 捆绑组

合加沟通工具包

$445.99 82折
（折扣优惠到11月30日)

沟通工具包只适用于由第三方 验证机构完成
现场验证的工厂购买。

FEM 2020 + FSLM 捆绑组合 $396 75折
（折扣优惠到11月30日)

FSLM + vFSLM组合 $396 8折
（折扣优惠到11月30日)

单一FEM 2020 或vFEM 2020 $198 85% 折
（折扣优惠到11月30日)

在您购买了FEM 2020之后， vFEM 2020购
买选项将在FEM 主页上出现。

单一 FSLM 或 vFSLM $198 85% 折
（折扣优惠到11月30日)

在您购买了FSLM之后， vFSLM购买选项将
在FSLM 主页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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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发布模块规则改变

以前 FEM 2020 周期

只要完成率达到或超过95%，模块就可以发布。 在发布模块前，所有被要求填写的问题必须完成。 如
果模块完成率低于100%，将不能发布。

*所有被要求填写的问题已在FEM 2020被标记成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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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模块取消发布 

之前 FEM 2020周期

在FEM主页上，被称为“重新打开至ASI”。 在FEM主页上，被称为“重新打开/取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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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多个文件上传到FEM 2020“工厂信息&许可证”章节

之前 FEM 2020 周期

工厂只能上传一个文件到工厂环境许可证问题。 工厂可以上传多个文件到工厂环境许可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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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CSV 数据下载文件

之前 FEM 2020周期

CSV V1: 单一CSV1 (2017/2018/2019模块)文件和批
量CSV1 (2017-2019模块)文件

CSV V2: 单一CSV2 (2017/2018/2019模块)文件和
批量CSV2 (2017-2019模块)文件

CSV V1: CSV V1 将于2021年1月1日起从Higg.org 平
台上移除
单一CSV1 提供给2017/2018/2019模块但不提供给
FEM 2020 模块
批量CSV1 (FEM 2017-2019模块）

CSV V2: FEM 2017-2019模块 (批量CSV V2)
                FEM 2020 模块(单一CSV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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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平台更新 

Beemer 通知功能

平台内的公告中心，用于向Higg 用户公开平台发布信息及其他重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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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Higg模块周期管理工具中的FEM 2020 周期 

FEM 2020 默认周期将于2020年11月20日发布在Higg模块周期管理工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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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OAR整合 

Higg公司与开放式服装注册管理机构（OAR）合作，通过跨Higg和OAR平台的API来整合工厂名称和地址

数据，以简化服装行业的工厂数据记录。 整合的好处是：

● 节省用户的时间

● 将不同工厂的数据集中收集

● 减轻不正确数据共享的风险

                                                                 

                                                                 OAR 网站: https://openappar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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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OAR ID是什么？

开放式服装注册(OAR)是一个全球服装工厂，其隶属关系和分配给每个工厂唯一的OAR ID的开发式地图和

数据库。

现在，Higg平台允许每个Higg 工厂帐户与OAR中的相应唯一工厂关联。 使用OAR ID可以：

❏ 根据数据库更新和标准化工厂名称和地址

❏ 了解现有工厂和潜在工厂的隶属关系，以发现合作机会

❏ 查找潜在的新供应商，并列出其凭据和从属关系

❏ 利用OAR ID作为跨软件系统和数据库的唯一共享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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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对于工厂用户，此数据整合意味着什么：

● 如果某个工厂属于服装，鞋类，配饰或纺织品类别，则他们可

以更新其Higg账户文件以与OAR整合。

● 如果对OAR而言是新的工厂，则他们可以使用Higg平台通过

其帐户资料创建OAR ID，并将其工厂添加到OAR开放数据

平台中。

● 在同一个平台上轻松维护其OAR和Higg账户文件记录，并相

信他们与业务合作伙伴共享的数据是最新且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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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对于非工厂用户，此数据整合意味着什么 :

● 使用工厂OAR ID查找Higg评估。

● 如果有的话，将工厂清单贡献给OAR。

● 鼓励工厂声明其个人资料并添加其他数据点，包括母公司，工人人数和女性工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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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Higg FEM 平台更新 

当OAR ID链接到工厂的账户后，OAR ID可以在Higg.org平台这些地方被找到：

● 工厂FEM和FSLM主页

● FEM和FSLM模块页面

● 分享或者请求一个模块：账户搜索

● 工厂账户资料

● FEM和FSLM CSV数据下载文件

● 采用工具 (周期列表, CSV数据下载文件，和账户搜索) 
● 分析工具 (CSV数据下载文件)
● API



2020 Higg FEM 
工厂预检章节 



工厂预检章节介绍 

● 工厂预检是制造商，品牌商，零售商，采购代理商在基本级别上快速评估其

制造工厂的环境绩效的一种方式。

● 一种用于启用新工厂的工具，为Higg工厂模块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 专为扩展至其他行业而设计

● 简化可持续发展数据的收集，并提高行业中的数据责任制。

● 在Higg平台上已經可以使用



工厂预检章节效益
  

制造商 

● 减少评估

● 提高工厂效率

● 快速识别其扩展价值链中的基础环

境绩效 

品牌商，零售商，采购代理商

● 取代了公司评估其行为准则的机制

● 提高效率

● 快速启用新工厂

● 识别其扩展价值链中的机会和热点



工厂预检章节 (运用举例) 

01 (对于拥有现有内部评估工具的公司 ) 替换专有评估工具来评估制造商基础环境绩效 

02 (对于准备开始评估价值链的公司）无需开发单独的工具，使用此工具来评估制造商基础环
境绩效 

03 (对于准备开始评估延伸价值链的公司) 无需开发单独的工具，使用此工具来评估制造商基
础环境绩效 

04 (适用于计划将Higg FEM推广到其他行业的公司，但认为当前版本的Higg FEM并不完全适用 ) 在
Higg 平台上，使用此工具来评估制造商基础环境绩效 



工厂预检章节内容  
❖ 含有2020 Higg FEM 中该章节所有问题

❖ 含有2020 Higg FEM中的4个问题（级别1）+ 1个问题（级别2）
❏ 包含一个新的问题。

❖ 含有所有2020 Higg FEM中级别1的问题
❏ 包含一个新的次要的问题。

❖ 含有所有2020 Higg FEM中级别1的问题
❏ 包含一个新的次要的问题。

❖ 含有2020 Higg FEM中的8个问题（级别1）+1个问题（级别2）

❖ 含有2020 Higg FEM中的4个问题（级别1）。

❖ 含有2020 Higg FEM中6个问题（级别1）+1个问题（级别3）
❏ 包含2个新的次要问题
❏ 对其中一个问题（级别1）添加了一个新的要求

❖ 含有2020 Higg FEM中的13个问题（级别1）



工厂预检章节特别内容

EMS章节主要问题: 您的工厂是否已建立文件化的程序，使 员工能够报告环境紧急情况/违规行为并防
止报复？

次要问题: 您的工厂是否有健全的流程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 适用于能源章节问题1，水章节问题1，废弃物章节问题1和问题2

废弃物章节问题6:“重新表述问题以包括其他要求 ”：您的工厂是否禁止所有不负责任的废弃物处理措
施，包括露天焚烧，露天倾倒，掩埋和储罐泄漏？



工厂预检章节的关键总结  

01 对Higg FEM补充的一个新的功能。

02 在完成全面评估之前，可以快速查看工厂的基本环
境绩效。

03

它是: 

01 它不能对价值链绩效进行全面了解。 因此，它不能

代替Higg FEM评估。

02 在发布完整的2020 Higg FEM之前，SAC不提供对

单个“工厂预检“章节提交的验证。

03 不提供分数系统及报告

04 不能使用基准功能

它不是:  

04
对于2020 Higg FEM 周期，公司必须订阅“高级账

户服务”级别来解锁该功能并获取管理该功能所需

的支持。

不是所有的工厂都能够在2020 Higg FEM周期里访

问该功能。



在2020Higg FEM周期里执行工厂预检

自我评估 

● 只有模块状态在NS 和 ASI下才能获

取。

特殊情况:
❏ 模块状态为ASC - 联系工厂取消模

块发布，模块状态会改变为ASI后该

功能才被获取。

❏ 模块状态为VRP, VRC, VRF - 该功

能将违法被获取。

验证

● 除了 Higg FEM之外，工厂预检章节问

题将被验证。

提醒:
❏ 在整个2020 Higg FEM 发布之前

，SAC不提供对单个工厂预检章节提交

的验证



工厂预检章节在模块周期管理工具中的
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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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Blocks用户如何访问工厂预检章节

高级服务级别

对于2020年的周期，用户必须订阅高级服务级别，才能利用“模块周期管理工具”的“自定义周

期”功能并获得管理该功能所需的支持。

选择性参加

在高级服务级别中，工厂预检章节是可选的，因此用户也需要选择加入才能参与。然后，Higg 
公司将在“模块周期管理工具”中启用“工厂预检”功能，该功能用于直接提名工厂加入 “工厂预

检”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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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Blocks如何邀请工厂

模块周期管理工具作业流程

● 创建一个新的自定义周期

● 选择FEM 2020
● 两个新的子选项出现:

○ 启动工厂预检

○ 启动工厂预检提交

● 选择选项和建立周期*
● 添加提名的工厂到这个启动的预检周期

● 添加的工厂将会看到工厂预检章节

*工厂预检周期设置不能在创建后进行变更。

启动工厂预检必须被
选择来启动工厂预检
提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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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Blocks访问工厂预检数据

模块周期管理工具的主页 - 周期总览

● 新纵行: 工厂预检

● 数值: 是, 否
● 没有特殊工厂预检模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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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Blocks访问工厂预检数据

模块周期管理工具的周期详情 - 账户列表

● 新纵行：工厂预检提交

● 数值: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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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Blocks访问工厂预检数据

FEM  -  模块列表

● 新纵行: 工厂预检；工厂预检提交

● 数值: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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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Blocks工厂在多个周期里

周期重叠是可能的。

● 因为FEM2020和工厂预检，工厂将可能被添加到多个模块周期， 对于不同的公司账户。

● 工厂可能会将工厂预检数据分享给不同的客户。

● 如果一个工厂已经被添加到至少一个工厂预检启动的周期，那么所有收到该工厂分享模块的账户将会看

到工厂提供的工厂预检数据。



工厂用户的工厂预检平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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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作业流程

购买Higg FEM2020
模块

被客户通知

步骤1 

工厂将会收到他们客户关于

FEM 2020周期的要求，比如工

厂预检要求。

步骤 2 

工厂要在他们账户里购买FEM 

2020

完成模块

步骤 3

选项 1: 只完成 FEM 2020

选项2: 只完成并提交工厂预检

选项3: 完成工厂预检（不提交）+FEM 2020 

选项4: 完成并提交工厂预检+FE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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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用户工厂预检平台指南 

选项 1:工厂只需要完成并发布FEM 2020

将不会在他们的FEM 
2020中看到工厂预检章节

100%完成后张贴模块
至ASC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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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用户工厂预检平台指南 

   选项2 & 4: 工厂只需要完成并提交工厂预检或者完成工厂预检并提交+完成FEM 2020 

在模块或FEM主页的顶
部收到关于提交工厂预
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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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用户工厂预检平台指南 
 
   选项2 & 4: 工厂只需要完成并提交工厂预检或者完成工厂预检并提交+完成FEM 2020 

当工厂预检章节完成率达到
100%时，提交按钮会出现在模
块顶部。接下来，工厂可以进行
提交。

提交后不会使FEM 2020模块
状态变成ASC。此时模块状态仍
然为ASI。

FEM 2020 章节问题将开放给
工厂。工厂可以接着完成整个 
FEM 2020，如果他们被要求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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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用户工厂预检平台指南 
   

选项2 & 4: 工厂只需要完成并提交工厂预检或者完成工厂预检并提交+完成FEM 2020

提交工厂预检后会收到一条信
息。

填写在工厂预检的答案会相

应地复制在FEM 2020模块

中各个章节的重复问题。

在整个FEM 2020完成并发布

后，模块状态会变成A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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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用户工厂预检平台指南 
   

选项 3: 工厂需要完成工厂预检（不用提交）+FEM 2020

工厂将要完成工厂预
检和FEM 2020并发
布FEM 2020以将模
块状态变成ASC。

填写在工厂预检的答

案会相应地复制在

FEM 2020模块中各

个章节的重复问题。



61

工厂预检其他功能

1. 模块分享

● 工厂预检分享和目前的FEM 模块分享作业流程完全一
样。

● 工厂必须分享他们的模块给其他账户以便这些账户能收
到仅提交的工厂预检数据或者已发布的整个FEM 2020
和工厂预检数据

2. 语言翻译

● 中文和其他翻译的语言将会陆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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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预检其他功能

3. 工厂预检数据下载

● 工厂预检对的线下 Excel 工具已发布在
平台中。参加工厂可以下载再上传填好
的数据。

● 工厂可以下载 Excel 文件或 FEM 2020 
(CSV V2) 文件来浏览他们的工厂预检数
据或者整个FEM 2020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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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预检其他功能

4. 数据复制

● 已经发布FEM 2019模块并要完成FEM 2020和工厂预检章节的工厂，在购买FEM 2020后第一次进入该
模块时，可以将他们2019模块的数据进行复制。

● 对应的RefIDs 将会像其他FEM 2020 模块一样进行复制。在某些情况下，在工厂预检章节中重复的
RefIDs 将会包含在复制的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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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和支持

准备开始单元 步骤说明 常见问题回答

平台更新指南支持： https://howtohigg.org/fem-landing/

https://howtohigg.org/fem-landing/fem-faq/
https://howtohigg.org/fem-landing/fem-step-by-step-instructions/
https://howtohigg.org/fem-landing/fe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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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和支持

通过howtohigg.org/request， 提交问题到 
Higg Index支持小组。



平台演示

● OAR ID 



2020 Higg FEM 
沟通工具包



Higg FEM 沟通工具包 

工厂达到的总分

进度指示 – 工厂分数与100相比较

● 授权供应商来展示其可持续的领

导能力

● 使供应商能自愿地沟通Higg FEM

绩效

● 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

● 激发并传播关于Higg FEM的故事

● 提高对Higg FEM的了解度



Higg FEM 沟通公

共工具包

(2020 Higg FEM)

• The Higg FEM 沟通工具包(试用版) 对2018 Higg vFEM 

and 2019 Higg vFEM 仍然是免费的。

• 已发布的被第三方验证机构进行现场验证的2018 Higg 

vFEM 和/或 2019 Higg vFEM符合获取Higg FEM 沟通工

具包的条件。

• The Higg FEM 沟通包将会提供给符合条件的2020 Higg 

vFEM模块, 售价USD49.99。



对2020 Higg 
FEM的支持



SAC 认可的培训师 

SAC认可的培训提供者带来了

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学习者可以有机会提出问题并

以当地语言理解他们的技术问

题

查找并联系培训师

howtohigg.org/trainers



SAC 认可的培训师 

https://www.sumerra.com/programs/sac/sac-fem-training-program/sac-fem-trainer-body-list/ 

https://www.sumerra.com/programs/sac/sac-fem-training-program/sac-fem-trainer-body-list/


现在注册! (https://www.tickettailor.com/events/sacevents )

APAC （亚太地区） 11月25 & 26日
○ 提供中文, 孟加拉语, 越南语, 日语同声传译

AMER （美洲地区）12月1 & 2日
○ 提供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同声传译

展望2021年及以后 - 通过研究2020年Higg FEM，Higg FSLM，验证和各种深入的话题来更
好地装备即将到来的周期

● 2020年最后的供应商论坛

https://www.tickettailor.com/events/sacevents


下一步



下一步 

❏ 开始查阅2020 Higg FEM 内容, 平台和指南

❏ 在优惠价格实行期间，购买模块（如果您还没有购买），

❏ 获取参加SAC供应商论坛的入场券，了解更多最佳实践并与SAC进行对话。

❏ 联系Stefanie，如果您有兴趣在2020 Higg FEM 周期中使用工厂预检功能 
(stefanie.kato@higg.com）

❏ 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发布您的2019 Higg FEM和/或2019 Higg vFEM，如果您
还未发布，因为这个日期是整个2019周期结束的最后一天。

mailto:stefanie.kato@hig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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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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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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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联系
www.apparelcoalition.org

/apparelcoalition

@apprlcoalition

@apprlcoalition

在 LinkedIn上关注我们

在YouTube上查询我们

http://www.apparelcoali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