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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要求

一、总则

（一）定义、目的及范围

绿色供应链是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

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

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

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

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目的是发挥供应链上核心企业

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做好自身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

不断扩大对社会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引领带动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持续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绩效，实现绿

色发展。

绿色供应链管理范围：按照产品生命周期要求，对设计、

采购、生产、物流、回收等业务流程进行管理，其中涉及供

应商、制造企业、物流商、销售商、最终用户以及回收、拆

解等企业的协作。

（二）基本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 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

3. 具有较完善的能源资源、环境管理体系，各项管理



2

制度健全，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近

三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

4. 拥有数量众多的供应商，在供应商中有很强的影响

力，与上下游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5. 有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的供应商认证、

选择、审核、绩效管理和退出机制；

6. 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销售盈利能力处于行业领

先水平；

7. 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思路、

计划和措施。

二、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关键环节

（一）确立可持续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

企业应将绿色供应链管理理念纳入发展战略规划，明确

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设置管理部门，推进本企业绿色供应

链管理工作。要用整体系统的观点将绿色供应链融入产品研

发、设计、采购、制造、回收处理等业务流程，识别能源资

源、环境风险和机遇，带动上下游企业深度协作，发挥绿色

供应链管理优势，不断降低环境风险、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

率，扩大绿色产品市场份额。

（二）实施绿色供应商管理

企业要树立绿色采购理念，不断改进和完善采购标准、

制度，将绿色采购贯穿原材料、产品和服务采购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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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物料环保、污染预防、节能减排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绿

色伙伴认证、选择和管理，推动供应商持续提高绿色发展水

平，共同构建绿色供应链。要早期介入、主动参与供应商的

研发制造过程，引导供应商减少各种原辅材料和包装材料用

量、用更环保的材料替代，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定期对供

应商进行培训和技术支持，传递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环

境要求，帮助供应商将要求融入业务之中并逐级传递。

（三）强化绿色生产

企业要建立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理念，整合

环境数据资源，建立基础过程和产品数据库，构建评价模型，

在研发设计阶段开展全生命周期（LCA）评价。不断提升绿

色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与设备，减少或

者避免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积极参与国际相关

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促进业界绿色生产水平提升，引领行

业变革。

（四）建设绿色回收体系

企业要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主动承担产品废弃后

的回收和资源化利用责任。采用产品回收电子标签、物联网、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建立可核查、可溯源的绿色回收

体系。生产企业可直接主导或与专业从事废旧产品回收利用

的企业或机构合作开展回收、处理与再利用，搭建拆解、回

收信息发布平台，实现废旧产品在生产企业、消费者、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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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拆解企业间的有效流通。

（五）搭建绿色信息收集监测披露平台

企业要建立能源消耗在线监测体系和减排监测数据库，

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企业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

况、污染物排放、违规情况等信息。要建立绿色供应链信息

平台，收集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回收等过

程的数据，建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实

现生产企业、供应商、回收商以及政府部门、消费者之间的

信息共享。要加强对供应链上下游重点供应商的管理评级，

定期向社会披露重点供应商的环境信息，公布企业绿色采购

的实施成效。

三、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方法

（一）评价方式

1.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由第三方组织实施。

2. 第三方根据根据绿色供应链管理关键环节，按照评

价标准对企业进行实地调查，查阅相关文件、报表、数据等，

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准确。

（二）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绿色供应链管理战

略指标、绿色供应商管理指标、绿色生产指标、绿色回收指

标、绿色信息平台建设指标、绿色信息披露指标 6 个方面。

具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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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最高

分值
指标类型

绿色供应

链管理

战略 X1

1 纳入公司发展规划 X11 - 8 定性

2 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 X12 - 6 定性

3 设置专门管理机构 X13 - 6 定性

实施绿色

供应商

管理 X2

4 绿色采购标准制度完善 X21 - 4 定性

5 供应商认证体系完善 X22 - 3 定性

6 对供应商定期审核 X23 - 3 定性

7 供应商绩效评估制度健全 X24 - 3 定性

8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培训 X25 - 3 定性

9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26 % 4 定量

绿色生产

X3

10 节能减排环保合规 X31 10 定性

11 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X32 - 10 定性

绿色回收

X4

12 产品回收率 X41 % 5 定量

13 包装回收率 X42 % 5 定量

14 回收体系完善（含自建、与第三

方联合回收）X43 - 5 定性

15 指导下游企业回收拆解 X44 - 5 定性

绿色信息

平台建设

X5
16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善

X51 - 10 定性

绿色信息

披露 X6

17 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减碳信息 X61 - 2.5 定性

18 披露高、中风险供应商审核率及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62 - 2.5 定性

19 披露供应商节能减排信息 X63 - 2.5 定性

20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绿色

采购信息）X64 - 2.5 定性

（三）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数计算方法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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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SCI 为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

（四）绿色供应链评价结果

经评价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大于 80 分（含等于）的企

业，认定为“卓越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优先享受国家各

项支持政策。

（五）部分指标说明

1. 纳入公司发展规划：有明确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中长

期发展规划、年度目标、指标、实施方案等文件。

2. 供应商绩效评估制度：建立供应商绩效评估标准，

对供应商进行分级评价和管理。

3.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的基准值取 80%。达到或超过 80%

得 4 分，其他分值的计算：比例值/80%*4。

4. 节能减排环保合规：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

和法规，近五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配备能源、

水源监测设备及污染物监测设备（计量仪器符合 GB/T 17167

和 GB 24789）。

5. 产品回收率 X41 的基准值为 90%，达到或超过 90%得

5 分，其他分值的计算：比例值/90%*5。

6. 包装回收率 X42 的基准值为 80%，达到或超过 80%得

5 分，其他分值的计算：比例值/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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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导下游企业回收拆解：具备回收拆解信息管理系

统，实现拆解信息的传递及产品的追溯。

8.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善：对企业及其供应商

产品材质、工艺流程、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信息进

行有效收集与管理。

9. 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减碳信息：具体包括有毒有害物

质使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碳排放减少量、

产品回收利用率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