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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选择联盟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融入现行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中，促进中国制造业提升环境表现，实现节能减排。

绿色选择审核的标准是基于环境咨询公司通常采用的审核标准而制定的。为证实供应商环境合规

状况和达成环境守法的能力，第三方审核将有针对性的核查以下三个方面：

1）以往各项环境违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2）供应商是否具备相对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

3）供应商的污染处理设施是否具有足够的处理能力？

绿色选择审核是一个第三方审核，由被认可的环境咨询机构开展，并有环境NGO参与监督审核过

程。这样可以提升审核的透明度，使其更多被外界认可。绿色选择审核已被运用于核查多家主要

跨国公司的在华企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绿色选择第三方审核

GCA项目是基于实地操作经验和通过市场化手段控制工业污染的原则而设计的，它具有以下五个

主要特点：

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制约全球采购中的“向下竞争”。客户企业承诺不用污染企业做供应商，

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环境，让供应商能够在基于环境守法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商业竞争。

运用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通过查询政府发布的违规超标企业名单来识

别供应商中的污染企业，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环境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利用独立咨询机构开展市场化审核，审核过程由NGO参与监督。市场化审核保证了审核的专业性，

而通过在审核过程中引入公开、参与的程序，最大程度地降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潜在风险。

降低审核成本，避免重复审核引发审核“疲劳症”。利用基于政府环境监管数据形成的水污染/空

气污染地图数据库识别超标违规供应商，可以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有效减少重复

审核。

公众参与为企业提升环境表现提供动力。GCA项目吸收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供应链管理，使得客

户企业和供应商采取的环保措施为公众所认识，最终为社会所承认。

客户企业作出决定 如果一家供应商被证明没有意愿或是没有能力采取措施做到遵守环境法

规，GCA项目企业成员应停止从该供应商采购产品或服务。

实施行动计划 鼓励GCA项目企业成员在其商业活动的各个层面调动资源，以实现其在行动计划

中作出的承诺。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www.ipe.org.cn/  )

绿色选择的主要特点



创新解决方案：绿色选择联盟供应链管理项目

绿色选择联盟项目（GCA项目）旨在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开展供应链环境管理。加入

GCA项目的成员，须公开承诺在中国不用污染企业作为供应商，并通过一个程序去识别供应链条

上违反中国环保法规的企业，进而促使这些企业解决其存在的污染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成员

企业须制定一个行动计划，说明它准备如何实现承诺。

成员企业需要实施以下步骤：

图四  GCA项目企业成员行动流程

不达标企业查询 供应商核查 做出决定后续整改

公开承诺 行动方案 方案实施

第三方审核 第三方审核

承诺作为企业成员加入GCA项目 企业成员承诺，当一家供应商被证实不愿意或没有能力遵守

中国环保法规时，将停止向其采购产品或服务。 

制定一个行动计划以落实承诺 企业成员须在行动计划中说明准备如何达成加入GCA项目时做

出的供应链环境管理承诺。这一行动计划将通过GCA网站公布。行动计划应说明如何实施以下四

个步骤：

通过IPE的不达标企业数据库查询供应商环境违规记录 企业成员定期将其供应商名单和IPE持

续更新的不达标企业名单进行比较，并向绿色选择联盟报告查询结果。

对出现超标违规的供应商进行核查 发现违反中国环保法规的供应商后，客户企业将要求供应

商提供整改说明，随后聘用一家有资质的审核机构开展第三方审核，以确认违规问题已切实

得到解决。审核过程由NGO成员进行监督。

采取后续整改措施 如果在审核中发现尚存在违规问题，供应商应在一个约定的期限内加以整

改。如有需要，将开展后续审核以证实整改效果。

作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

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

策，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中国公众的

环境意识不断提升，环保组织的能力持续加强，

而企业也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些都

为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广泛合作来解决环境污

染问题奠定了基础。

通过收集和整理各级政府部门发布的环境监测数

据，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于2006年9月发

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透过用户友好的网

络平台，使公众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政府部门发

布的环境质量数据和企业违规信息。

中国加强环境信息公开为供应链环境管理开辟了新的解决之道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是一家在北京注册成立的非赢利环境机构。在2006年5月成立以来，

IPE开发并运营了两个全国性污染数据库，以监督企业的环境表现，促进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图二  中国水污染地图首页

图三  不达标企业查询搜索引擎示意图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

截止2008年10月，中国水污染地图和

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共收录2004年以来

各地企业违规超标记录32000条。通

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功能，大型企业

可以很方便地将其供应商名单和IPE

收集的违规企业名单进行比较（见图

三）。目前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使

用IPE的污染地图数据库对其采购行

为进行环境管理。

中国水污染地图   http://www.ipe.org.cn/
中国空气污染地图   http://air.ipe.org.cn/

绿色选择联盟项目以动态更新的IPE数据库为基础，开发出一套系统性解决方案，使得企业公民可

以更加有效地发现环境违规的供应商，并通过透明、参与式的方式对其进行审核，促使污染问题得

到解决；明确承诺不使用污染企业作为供应商，将为企业环境守法提供新的动力，为中国的环保事

业做出贡献。

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全球物流、低成本生产和强劲

消费需求使得出口加工业在中国获得了长足进步。进入21世纪，中国制造的一系列产品在世

界市场占有重要份额，使得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然而，作为世界加工业的中心，中国的环境也承受

了巨大压力。近年来中国60%的监测河段受到污

染，一半以上重要城市的大气质量达不到法定的环

境标准。

因应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要求，一些大型企

业已经开始将一定的环境标准引入到他们的采购行

为中。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监管常常偏弱，

加之供应商数量庞大，提升供应链环境表现十分艰

难，甚至做到稳定的达标排放也依然是一个挑战。

中国制造业产量占全球总产量份额

玩具  70%

鞋类  66%

空调和复印机 >60%

化学纤维 >50%

彩电和数码相机  50%

移动电话  47%

粗钢  36%

电脑和冰箱 33%

使用违反中国环境法规的供货商将损害

中国环境，也将给客户企业带来品牌风

险。随着中国政府加强环境监管，环境违

规企业可能被限产甚至停产整治，使用这

样的供货商将可能带来运营风险。

由于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和现实的风险，需

要通过新的方式对供应链进行有效的环境

管理。

Ⅰ类，3%

Ⅱ类，18%

Ⅲ类，19% Ⅴ类，10%

劣Ⅴ类，28%

Ⅳ类，22%

建立绿色选择联盟，推进供应链环境管理

绿色选择联盟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融入现行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中，促进中国制造业提升环境

表现，实现节能减排。在迈入全球化生产的新时代，绿色选择联盟意在推动各利益方广泛合作，建

立全球供应链条环境管理的新型模式。

中国环境保护面临全球化生产压力

图一  2006年地表水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来源：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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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如有需要，将开展后续审核以证实整改效果。

作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

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

策，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中国公众的

环境意识不断提升，环保组织的能力持续加强，

而企业也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些都

为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广泛合作来解决环境污

染问题奠定了基础。

通过收集和整理各级政府部门发布的环境监测数

据，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于2006年9月发

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透过用户友好的网

络平台，使公众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政府部门发

布的环境质量数据和企业违规信息。

中国加强环境信息公开为供应链环境管理开辟了新的解决之道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是一家在北京注册成立的非赢利环境机构。在2006年5月成立以来，

IPE开发并运营了两个全国性污染数据库，以监督企业的环境表现，促进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图二  中国水污染地图首页

图三  不达标企业查询搜索引擎示意图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

截止2008年10月，中国水污染地图和

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共收录2004年以来

各地企业违规超标记录32000条。通

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功能，大型企业

可以很方便地将其供应商名单和IPE

收集的违规企业名单进行比较（见图

三）。目前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使

用IPE的污染地图数据库对其采购行

为进行环境管理。

中国水污染地图   http://www.ipe.org.cn/
中国空气污染地图   http://air.ipe.org.cn/

绿色选择联盟项目以动态更新的IPE数据库为基础，开发出一套系统性解决方案，使得企业公民可

以更加有效地发现环境违规的供应商，并通过透明、参与式的方式对其进行审核，促使污染问题得

到解决；明确承诺不使用污染企业作为供应商，将为企业环境守法提供新的动力，为中国的环保事

业做出贡献。

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全球物流、低成本生产和强劲

消费需求使得出口加工业在中国获得了长足进步。进入21世纪，中国制造的一系列产品在世

界市场占有重要份额，使得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然而，作为世界加工业的中心，中国的环境也承受

了巨大压力。近年来中国60%的监测河段受到污

染，一半以上重要城市的大气质量达不到法定的环

境标准。

因应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要求，一些大型企

业已经开始将一定的环境标准引入到他们的采购行

为中。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监管常常偏弱，

加之供应商数量庞大，提升供应链环境表现十分艰

难，甚至做到稳定的达标排放也依然是一个挑战。

中国制造业产量占全球总产量份额

玩具  70%

鞋类  66%

空调和复印机 >60%

化学纤维 >50%

彩电和数码相机  50%

移动电话  47%

粗钢  36%

电脑和冰箱 33%

使用违反中国环境法规的供货商将损害

中国环境，也将给客户企业带来品牌风

险。随着中国政府加强环境监管，环境违

规企业可能被限产甚至停产整治，使用这

样的供货商将可能带来运营风险。

由于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和现实的风险，需

要通过新的方式对供应链进行有效的环境

管理。

Ⅰ类，3%

Ⅱ类，18%

Ⅲ类，19% Ⅴ类，10%

劣Ⅴ类，28%

Ⅳ类，22%

建立绿色选择联盟，推进供应链环境管理

绿色选择联盟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融入现行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中，促进中国制造业提升环境

表现，实现节能减排。在迈入全球化生产的新时代，绿色选择联盟意在推动各利益方广泛合作，建

立全球供应链条环境管理的新型模式。

中国环境保护面临全球化生产压力

图一  2006年地表水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来源：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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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选择联盟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融入现行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中，促进中国制造业提升环境表现，实现节能减排。

绿色选择审核的标准是基于环境咨询公司通常采用的审核标准而制定的。为证实供应商环境合规

状况和达成环境守法的能力，第三方审核将有针对性的核查以下三个方面：

1）以往各项环境违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2）供应商是否具备相对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

3）供应商的污染处理设施是否具有足够的处理能力？

绿色选择审核是一个第三方审核，由被认可的环境咨询机构开展，并有环境NGO参与监督审核过

程。这样可以提升审核的透明度，使其更多被外界认可。绿色选择审核已被运用于核查多家主要

跨国公司的在华企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绿色选择第三方审核

GCA项目是基于实地操作经验和通过市场化手段控制工业污染的原则而设计的，它具有以下五个

主要特点：

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制约全球采购中的“向下竞争”。客户企业承诺不用污染企业做供应商，

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环境，让供应商能够在基于环境守法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商业竞争。

运用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通过查询政府发布的违规超标企业名单来识

别供应商中的污染企业，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环境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利用独立咨询机构开展市场化审核，审核过程由NGO参与监督。市场化审核保证了审核的专业性，

而通过在审核过程中引入公开、参与的程序，最大程度地降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潜在风险。

降低审核成本，避免重复审核引发审核“疲劳症”。利用基于政府环境监管数据形成的水污染/空

气污染地图数据库识别超标违规供应商，可以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有效减少重复

审核。

公众参与为企业提升环境表现提供动力。GCA项目吸收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供应链管理，使得客

户企业和供应商采取的环保措施为公众所认识，最终为社会所承认。

客户企业作出决定 如果一家供应商被证明没有意愿或是没有能力采取措施做到遵守环境法

规，GCA项目企业成员应停止从该供应商采购产品或服务。

实施行动计划 鼓励GCA项目企业成员在其商业活动的各个层面调动资源，以实现其在行动计划

中作出的承诺。

绿色选择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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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供应商中的污染企业，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环境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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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公众参与为企业提升环境表现提供动力。GCA项目吸收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供应链管理，使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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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企业作出决定 如果一家供应商被证明没有意愿或是没有能力采取措施做到遵守环境法

规，GCA项目企业成员应停止从该供应商采购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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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www.ipe.org.cn/  )

绿色选择的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