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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月份发布的《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基础上，国家宏观政策已经逐步深入到各个行业和领域，如
上提到的产品包装、原材料，以及标准标识制度建设等工作。未来面向产业的低碳约束将会越来越规范，
工作越来越深入，但是绿色低碳消费及生活方式很难用宏观政策约束或规范。如何将产业低碳的工作与消
费消费行为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良性互动循环，亟待开展顶层设计相关的研究工作。

宏观政策 城市行动 行业声量

9 月 2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支持绿色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国家从支持环境保护、促进节能环保、鼓励
资源综合利用、推动低碳产业发展四个方面，实施了 56 项支持绿色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

9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的通知》，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商品
过度包装全链条治理体系，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健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行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线上线下一
体化执法监督机制有效运行，商品过度包装治理能力显著增强”的目标。明确 3 方面 11 项政策举措，强化商品
过度包装全链条治理，如加强包装领域技术创新、推进商品交付环节包装减量化、加强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9 月 1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原材料工业“三品”实施方案，发展绿色低碳产品。围绕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
建材等行业，开展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升级改造，逐步降低原材料产品单位能耗和碳排放量。扩大低碳、零碳产
品供给。强化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实施，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数据库，探索将原材料产品碳足迹指标纳
入评价体系。发布绿色低碳方向鼓励推广应用技术和产品目录，加快循环利用、低碳环保等绿色产品研发与应用。
加快建设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引导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龙头企业构建绿色产品供应链体系，创
造和拉动绿色消费。

9 月 1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
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黄利斌表示，工信部将制定出台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指导意见，统筹部署“十四五”绿色制造
推行工作，在建立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构建绿色低碳升级改造政策体系、完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完善绿
色制造标杆培育机制、建立数字赋能绿色制造引导机制、深化绿色制造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等六个方面深入推行绿
色制造。此外，工信部还将完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加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绿色低碳标准体系规划建设。

9 月 2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2027 年，
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现重大突破”的目标，提到“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深入实施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扩大节能环保汽车、节能家电、高效照明等绿色产品供给，探索建立个
人碳账户等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全面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落实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
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覆盖范围，引导企业深入执行绿色采购指南。”

对近期国家和相关部委发布的绿色低碳消费相关政策和话题进行梳理

宏观政策

能源基金会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专业性非营利公益慈善组织，我们的
愿景是通过推进可持续能源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繁荣发展和气候安全。作为再捐
资者、协调推进者和战略建议者，我们致力于通过推动能源转型和优化经济结
构，促进中国和世界完成气候中和，达到世界领先标准的空气质量，落实人人
享有用能权利，实现绿色经济增长。

我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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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北京
节能环保中心主办、绿普惠等承办的“2022 北京绿
色生活季”活动上，北京绿色生活碳普惠平台“绿

色生活季”小程序暨北京个人碳账本正式上线，共
分为绿享生活、绿碳积分、绿畅出行等八个板块，
市民践行绿色行为，比如骑行单车，新能源汽车行
驶、不用一次性餐具、购买绿色家电等，将通过数
字化的手段被量化，记录形成个人碳账本，获得绿
色积分，兑换多种多样的奖励，比如地铁卡、骑行卡、
停车券及其他绿色消费券等。未来个人凭借碳账本
还将获得公益及商业激励，政策鼓励，或成为个人
绿色信用的基础。目前，平台引入了苏宁、京东物流、
美团、华为、中国建设银行、麦德龙等企业提供产
品和服务。

8 月 1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浙

江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第二批共 17 条支持政策正式出炉。主要涵盖科技创
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碳普惠联建试点、国土空
间利用、执法司法协同等十个方面。其中提到“推
动长三角碳普惠机制联建工作在示范区先行先试”，
选取部分统计基础好、数据可获得性强的项目和领
域先行开展试点示范，推动碳普惠规则共建、标准
互认、信息共享、项目互认，借助上海环境能源交
易所既有基础设施，共建长三角碳普惠交易平台。
工作将由各地环境部门牵头，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配合。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碳达峰实

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单位生产总值能源
消耗比 2020 年下降 14%，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力争达到 20%”的目标，聚焦重点举措、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主体，组织实施“碳达
峰十大行动”。其中，以源头减量、循环使用、再
生利用为统领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
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达到 92% 左右的目标；“绿
色低碳全民行动“中重点提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开展各类绿色低碳示范创建，引导激励市民积
极参与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可回收物分类等绿色
低碳行动。鼓励发展二手交易市场，推进电子产品、
家电、书籍等二手商品的重复使用。推广绿色低碳
产品，支持有条件的商场、超市、旅游商品专卖店
开设绿色产品销售专区，推行再生产品和材料认证，
建立健全推广使用制度，提升绿色产品在政府采购
中的比例等。

8 月，《福建省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行动计划（2022-

2025 年）》印发，明确到 2025 年全省绿色经济发
展、绿色信贷规模、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水平等方面
的具体量化目标，围绕产业低碳发展、生态产业链、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强化绿色理念四大主要任务，
提出了 18 项具体措施。在“强化绿色理念，实施绿
色低碳全民行动”中，重点提到实施交通运输绿色
低碳行动、实施绿色建筑推广行动、实施环境基础
设施绿色升级改造行动与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绿色
消费具体涉及加强绿色低碳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
持续实施绿色产品政府、国有企业采购制度，探索
建立碳普惠机制、积分奖励等方式促进绿色消费，
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低碳产
品贸易等。

9 月，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市场监

管部门共同发起并联合行业内相关机构组建的长三
角绿色认证联盟正式成立制定了《长三角绿色认证

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确定上海青浦、嘉定，江
苏苏州、无锡，浙江湖州、嘉兴，安徽宣城、黄山
为重点区域，先行开展绿色低碳相关认证探索试点，
联合打造“长三角绿色认证先行区”，统一评价要
求和认证实施规则，统一发布绿色认证标准清单和
认证目录，围绕能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消费友
好等特性，率先开展绿色服务标准研制，积极开展
绿色低碳服务认证和分级评价。

 # 碳普惠 #

图：" 绿色生活季”应用界面

对近期地方绿色低碳消费实践和行动进行梳理
城市行动

 # 绿色消费 #



4 绿色低碳消费项目简报 Q3 2022 

我们的解读

国家层面”1+N”规划政策已相继出炉，具体行业的治理方案、区域与城市层面的实施方案将成为接下
来的重点内容。对于绿色消费的讨论逐渐丰满，覆盖商品生命周期的生产、包装、认证、销售、循环利
用等内容。目前，各地对这一议题的认知差异较大，工作内容的重点也不尽相同。期待长三角在领域基
础设施搭建方面的探索及其成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能有更深远的影响。北京的碳账本在政府、
企业合作，新能源车辆充电、量化绿色家电购买行为等方面已做出了率先探索，但平台还面临长期运营
的挑战。

关注行业、企业、iNGO 的最新实践
行业声量

8 月 29 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88 碳账
户”体系，覆盖 10 亿消费者。88 碳账户
由“1+N”母子账户组成，汇集了用户在
饿了么、菜鸟、闲鱼、天猫等平台上产生
的减碳量。低碳消费行为在各 app 端子
账户沉淀碳积分，同时，积分也会汇集到
母账户。阿里也将用多种激励方式，用户
在 88 碳账户上捐赠相应碳积分，可兑换
无门槛现金红包。碳积分既可以兑换由低
碳友好商家提供的低碳商品折扣，也可以
在各子账户的商城兑换专属服务。此外，
88 碳账户还打造了荣誉体系，结合“碳宝”
形象，用户可积累碳积分，解锁拟人化数
字勋章。此外，88 碳账户也和广州碳排放
权交易中心、北京绿色交易所，发起“一
起践行低碳生活理念”联合倡议，开展了
“88 减碳周 - 减碳达人排行榜”活动。有
媒体表示，目前在“88 碳帐户”的低碳商
品介绍页面中，仍有很多产品缺少碳足迹
核算或其他碳中和产品相关认证。

8 月，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
组织开展武汉市个人碳账户·绿色信用卡
试点工作启动仪式，汉口银行成为武汉市
首家个人碳账户发布银行，武汉所有市民
均可自愿申请建立个人碳账户，将个人日
常的减碳行为转换为“碳币”，从而对个
人绿色消费、碳减排行为形成正向激励。
碳账户突破封闭生态，以客户授权方式，
通过武汉城市一卡通有限公司收集客户绿
色出行数据。

 # 碳普惠 #

图："88 碳账户”应用界面

图："88 碳账户 " 低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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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色价值链 #
腾讯公司、微软中国、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快手、蚂蚁集团、美团、
万科、威胜信息等 10 家企业联合宣布，共同组成碳中和专业委员会及
开放技术联盟。碳中和专委会成员企业首次以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公
开节能减碳相关专利技术，并向成员单位开放。

阿里巴巴集团、碳信托和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共同开发的《范围 3+ 减排：
超越价值链的企业气候行动方法学》对外发布，正式提出了范围 1、2、
3 之外的范围 3+ 减排核算方法。范围 1、2、3 常被称为企业的“价值
链”排放，分别对应自家资产的排放、购买能源导致的间接排放，以及
带动上下游的排放，而“范围 3+”则指来自于公司范围 1、2、3 之外的、
更广泛的“生态系统”的排放。

欧莱雅中国、中华环保基金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正式联合发布《日
化行业推动可持续消费行动指南》，是中国日化行业内首个可持续消费
领域的指导性文件。" 提高可持续产品供给 "（生产运营端）和 " 推动消
费者向可持续转型 "（营销沟通端）两个目标为导向，围绕产品旅程和
消费者旅程的不同阶段，为企业推动可持续消费提供行动指南。

图：《范围 3+》报告对其边界的讨论

普华永道发布《2022 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中国报告——洞察零售新格
局，开拓增长新路径》，报告称 50% 的受访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均价购买
来源可追溯和透明的产品，47% 的受访者愿意购买订做或定制化产品，
45% 的受访者则愿意购买由可回收、可持续或环保材料制造的产品。普
华永道表示在商品极大过剩、消费选择愈加复杂的当下，品牌商能够通
过节能、减排、减塑等一系列行为重塑品牌形象、提升品牌附加值，供
应链的可持续变革也在重新定义零售消费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和形
象。

VOGUE Business 发布《解码中国 Z 世代的可持续消费观》白皮书中，
54% 的 Z 世代消费者认为，自己对于 “可持续” 理念具有比较清晰和
准确的认知水平；42% 的消费者表示支持 “可持续消费” 理念，但是
不会特别选购 “可持续产品”。54% 的他们认为可持续品牌应该确保产
品经久耐用， 同时支持产品的二次循环利用；90% 的 Z 世代会对打上 “可
持续” 标签的品牌产生更多好感。39% 的人表示愿意在原价基础上支付
溢价 10% 以内，28% 的人表示愿意支付溢价 10%-25%。

 # 绿色消费者 #

免责声明：若无特别声明，文档中陈述的观点不代表能源基金会的观点。能源基金会不保证本报告中信息及数据的准确性，不对任何人使用本
报告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凡提及某些公司、产品及服务时，并不意味着它们已为能源基金会所认可或推荐，或优于未提及的其他类似公司、
产品及服务。

我们的解读

绿色低碳消费产业链、价值链的共识正在形成。各个行业的企业都开始布局自身的碳中和战略、开发可持
续理念的消费品。面对可持续这一复杂而极具挑战的议题时，企业也逐渐开始形成联盟，在技术、营销场景、
品牌形象等方面相互支持。这些优秀的案例值得积累并进行更广泛的传播，赋能企业价值链的深刻转变。

图：普华永道报告受访者考虑因素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