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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全球环境持续

恶化的罪魁祸首是消费与生产中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WSSD）上

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号召全球行动起来“鼓励并筹划拟定一个十年计划框架，以支持各

个国家和地区加快向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转变，并使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脱钩，在生态系统承

载能力范围内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我们在过去数十年内付出了巨大努力，不断提高意识与合作,以实际行动执行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SCP）的政策。 然而，倘如公共政策以及企业和公众社会对商品及服务的生产消费方式不发生

根本转变，那么世界将面临环环相扣的全球危机。

若要成功应对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在观念、方法、机制和目标方面达成共

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在为推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而进行的讨论与工作中，我们会经常

使用一些术语和概念，如生命周期评价、循环经济、脱钩与可持续生活方式等。 然而，为了吸引

更多利益相关方加盟，从而实现我们共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目标，阐明这些概念并更有效地表达

我们的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本《可持续消费与生产ABC》旨在阐明与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有关的主要术语和概念，以及与可持

续发展有关的其他术语，并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进行介绍。 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中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可持续消费与生产ABC”并非要对全球

公认的定义加以介绍，文中大部分定义均可能在未来继续发展演变。

可持续消费与发展曾经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18次和19次会议的主题之一，会上提议制定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十年计划框架。作为跨领域的议题，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也一直列入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日程内。我们期望这本《可持续消费与发展ABC》能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会

议讨论、里约+20大会的准备以及各位的工作贡献绵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司司长Sylvie Lem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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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在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会议上被确认为是联系环境与发展挑战的首

要主题，该会议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

开。本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二十一世纪议程》

中声明，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罪魁祸首是生

产与消费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该讨论一直延

续到1994年在奥斯陆召开的可持续消费讨论会

上，本次会议对各利益关联方的职责进行了分

析，并提出了SCP的现行定义。 

里约热内卢会议召开十年后，世界各国首脑在

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WSSD）上签订了约翰内

斯堡执行计划（JPOI）。该计划第三章的主题

为“改变消费与生产的不可持续模式”，

并改变不可持续的产品使用模式，旨在保持所

有产品与消费的能量、材料及排污强度。其宣

称“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改

变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所有国家均应推行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该计划同时呼吁拟

定十年计划框架（10 YFP）以加快向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模式转变，并通过使经济发展与环境

恶化脱钩，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推动社

会经济的发展。马拉喀什进程通过对SCP计划、

项目和政策提供支持，以及协助编制十年计划

框架等方式积极响应该呼吁。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涉及提高资源效率和能源效

率，改善可持续基础设施，以及为所有人提供

基本的服务、环保及体面的工作以及优质的生

活。全面实施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理念有助于实

现整体发展计划，降低未来的经济、环境、社

会成本，提高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减少贫困。

可持续发展与生产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 通过

提高生产、销售及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资源利用

率，使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脱钩，从而使所有

生产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材料利用率和污染强

度保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承受范围内。

SCP要求人们具备“生命周期思想”，从而在

生产和消费领域加强对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并

提高资源效率。借助于该生命周期思想，SCP的

目标和行动才得以成为加快向生态高效经济转

变，并将环境和社会挑战转化为商机和就业机

会的强大工具，同时还使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

脱钩，并避免出现反弹效应。 

本着“提高效率、事半功倍”的宗旨，SCP在改

善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整个消费与生产周期

内的资源消耗量及环境恶化和污染程度，从而

提升经济活动的福利效益。 

以上转变过程将涉及多个不同参与方，

其中包括企业、消费者、决策者、研究人员、

科学家、零售商、媒体及发展合作机构。因

此，需要拟定系统的方案，并要求整条供应链

中的各关联方（从生产商到消费者）的相互配

合。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现行定义：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被定义为满足以下条

件的服务和相关产品使用行为：在满足

当代人基本需求并改善生活的同时，尽

量减少服务或产品生命周期内对自然资

源和有毒物质的使用，以及废弃物和污

染物的排放量，从而不会危及子孙后代

的需求。”

1994年奥斯陆可持续消费讨论会

挪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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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还有助于消除贫困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SCP可以带来众

多机遇，如开辟新市场、创造环保及体面的工

作机会（如有机食品市场、公平贸易、可持续

住房、可持续运输、可持续旅游、可再生能源

等）以及从事更高效和社会福利更好的自然资

源管理活动。此外，SCP还提供了一个契机，令

我们迅速掌握资源利用率更高、更加环保和更

具竞争力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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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产品 产品是生产的产物，又称为“商品和服务”。产品可用于各种使用

或交换目的：如作为生产其他商品或服务的输入，用于最终消费，

或用于投资等。1 

产品标准 产品标准规定了某产品的特性，如尺寸、大小、设计、功能和性

能，或该产品在销售前应如何进行标识或包装。在某些情况下，产

品的生产方式可能会影响这些特性，此时起草有关产品生产过程和

生产方法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可能比起草关于产品特性的规范标准更

为合适。2

产业生态学 产业生态学是一门研究如何从传统的污染型产业过程转变为可将废

弃物重新利用的闭环过程的科学。并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内部资

源或与其他产业流程进行整合。产业生态学通过对生产工艺和业务

关系进行重新设计，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并用无

污染的催化剂和酶替换传统的化学工艺。产业生态学的内容涵盖了

所有产业过程，因为这些产业过程不仅从经济角度来讲相互作用、

相互依赖，而且一种过程还可能以其他过程的产品或废弃物为直接

原料。产业生态学认识到能源流动和物质循环的永恒存在性。由于

一种产业过程的副产品可能成为另一产业的原材料，因此现实生活

中不存在纯粹的废物。产业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为：产业经济应尽量

效仿自然生态系统，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循环。3

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持续维护、调整、重建和发展一个城市的建筑、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及经济基础，以便使该城市以最低的资源需求

和最低的不利影响为人类提供满意的生活环境。4

持续改进（在SCP

背景下）

持续改进是一种为改善工艺流程及产品而做出的持续且系统的努

力，旨在提高质量、减少浪费，并在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最大化的

同时，尽量减少生态足迹并极力减轻环境和社会经济负担。持续改

进是实现全面的质量管理与清洁生产的理念的工具之一。通过对工

艺流程进行不断研究与改进，生产出低成本的优质产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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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摇篮到摇篮 从摇篮到摇篮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从设计产品之初便考虑在其

使用寿命结束后，可将其作为某种新事物的原料。使其在不会形成

合成材料或有毒物质沉积的情况下，以生物养料的形式轻易地重新

进入水或土壤中，或作为某种纯净且有价值的技术材料，在闭环工

业周期内不断循环使用。6 

道德贸易 道德贸易指零售商、品牌经销商及其供应商承担起相关责任，以改

善其所售产品的生产工人的工作条件。

承诺进行道德贸易的企业会采用一整套用工规范，希望所有供应商

予以遵守。该用工规范阐明了如工资、工作时间、健康安全和加入

工会的权利等问题。7

道德投资/社会责

任投资（SRI）

社会责任投资（SRI），也统称为道德投资，指除了关注某家企业

的财务收益外，还关注其积极的社会及/或生态影响的策略。8

地球环境安全

界限

地球环境安全界限界定了人类星球的生物物理子系统或进 程的 安

全运行范围。地球环境安全界限的相应进程分为以下九类：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率（包括陆地和海洋）、对自然界氮

和磷循环的影响、平流层臭氧耗竭、海洋酸化、全球淡水用量、土

地使用发生变化、化学污染以及大气中容载的悬浮颗粒数量。9

低碳技术 现有的和新兴的工业技术，旨在充分开发与实施该技术以便实现较

低的碳排放或零排放。10

低碳经济/社会 低碳经济（LCE）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科技和社会生产与消费体  

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该体系在维持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势头

的同时，保护能源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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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废物/废弃

电气电子设备

(WEEE)

电子废物是一个通用术语，包括各种陈旧的、使用年限到期的、对

所有者无任何价值的电子设备。电子废物的实用定义是“任何不能

满足当前所有者期望的电子器械”。12 

2012年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大会

（UNCSD），或 

里约 +20

2009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于2012年在里

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UNCSD或里约+20）。

UNCSD的召开距1992年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已有20

年，其目标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作出更新，对当前的进展情

况以及可持续发展主要峰会议定结果实施中尚存的差距作出评价，

并解决出现的新挑战。

会议的重点将包括下列主题：可持续发展、消灭贫穷背景下的绿色

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会议将形成一个重点突出的政治

文件。13

《二十一世纪议

程》

《21世纪议程》是一项由联合国系统、各国政府及主要群体就人类

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在全球、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综合全

面的行动计划。该议程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上获超过178个国家通过。14

二氧化碳当量 能带来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混合物等量的辐射效应的二氧

化碳含量。二氧化碳当量（CO2 eq）提供了一项通用测量标准，

采用该标准可对排放（或避免排放）不同温室气体的影响进行评

估。15

反弹效应 当引进生态效率更高的技术时，可能带来消费增加的副作用，因为

该技术使产品成本降低，因此导致产品需求量增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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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可再生能源 能源通常可分为非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两种。全球目前使用的

能源中超过85%来自非可再生能源。大多数发达国家均依赖于非可

再生能源，如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核能等。之所以将这些能

源称为非可再生能源是因为其恢复或再生的速度跟不上使用节奏。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三种最为常见的非可再生能源。17 

废弃物 “控制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将废气物定义

为“已处置或打算处置的或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必须加以处置的物质

或物体。”

提取原材料、将原材料加工成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消耗最终产

品、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均可能产生废弃物。在产生废弃物的地方对

其进行回收或重新利用的情况除外。18

危险和有毒废弃物的定义是，任何已处置、打算处置或根据国家法

律规定必须加以处置的具有一定危险性如（但不限于）有毒、易

爆、易腐蚀、易起化学反应的物质或物体。

无论是这类废弃物本身还是与其他废弃物接触后，其生产和管理都

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必须以对环境无害的方

式对危险废弃物作特殊处理。

危险废弃物的产生、管理、越境转移必须根据巴塞尔公约（1989）

制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就国内情况而言，国内可能也存在其他要

求、限制或禁止情况。19

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指可持续管理固体废弃物的战略方针，涵盖所

有来源及方面，包括产生、隔离、传输、分类、处理、回收和处

置，采取综合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重点。

许多国家在妥善管理废弃物方面都面临艰巨的挑战，主要致力于减

少最终废弃物量和为废弃物管理提供充足的资金。如果大部分废

弃物可以被转化为原料和回收资源，那么就可大量减少废弃物的总

量，利用回收的材料和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对废弃物进行管理。这就

为以3R原则（减少，再利用和回收）为基础的综合固体废弃物管理

系统提供了前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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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措施 当面临严重威胁或不可挽回的伤害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为理由而拖延为避免环境恶化所采取的经济有效的措施。21

副产品 工业流程中产生的主要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与主要产品相比，副

产品的价值较低，可能在初始阶段或经进一步加工后被丢弃或出

售。22

扶贫/消除贫困 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将消除贫困作

为人类社会一项亟待解决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呼吁

政府消除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 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并确

保穷人可享受生产资源(包括信用、教育和培训)。鉴于全球在消除

贫困方面进展缓慢，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四次特别会议对哥本哈根承

诺进行了回顾，并设定了截至2015年以前将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数

目降低一 半的目标。该目标被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定为千年发展

第一目标。23

服务 经济学家将所有经济活动分为两大类：商品和服务。生产商品的行

业包括农业、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其中每种行业都生产某种有

形物品。服务行业包括除以上四种行业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如银

行业、通讯行业、批发零售贸易、以及所有专业服务（如工程、

计算机软件开发和医药业）、非盈利经济活动，及所有消费和管理

服务（如国防和司法）。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是发达国家的典型特

征。在欠发达国家，大多数人则主要从事如农业和采矿业等初级活

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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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指所有人均可享用的商品、服务或资源，其中包括非竞争

性产品（某人消费该产品并不妨碍他人消费该产品）和非排他和

非排他性产品（人人均可消费该产品），例如空气质量和流行病控

制。

若完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则可称公共产品为纯粹的公共产品。若

仅满足两者之一，则为非纯粹的公共产品：

• 当消费趋于饱和时满足非竞争性原则（如上下班高峰期时的城市

高速路）； 

• 若对使用权利进行收费（如高速路收费站）则可能有违非排他性

原则。25

功能基准法 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和服务须以提供具体的“功能”为目标，如营

养、住所、行动；并由不会超过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最佳消费与生产

系统提供。以上便是新出现的努力目标，可形容为“功能基准法”。

功能基准法采用生命周期思想，研究通过物质消耗以外的其他方式

满足需求和功能。26

公平贸易 公平贸易的概念适用于提高小规模生产商和土地业权人的经济地

位，以保证他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被边缘化的贸易活动。该概念

主要涉及发展中国家，并包含两个主要方面：

• 确保生产者（包括其员工）可从总收益中获得与其付出相称的收

益；

• 改善社会条件，特别是在缺乏成熟的社会服务体系和工人代表组

织（如工会代表）环境下的员工工作条件。该概念在人们的思维

意识里经过了长期发展。对于销售商和消费者双方而言，参与公

平贸易活动均是自愿行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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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体现了国际法中的公平原则。该原

则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发挥的不同的

历史作用，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时各自的经济及技能差异。共同但有

区别的原则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是各国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

面应共同或部分的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其二是需要考虑各国不同

的情况，尤其是各国在某一特定问题产生时发挥的作用及其预防、

减少和控制威胁的能力。28

 工作组（马拉喀

什进程）

马拉喀什进程工作组是马拉喀什进程的动态机制，旨在建立南北合

作、实施具体项目并协助执行十年计划框架。各组是由政府牵头采

取自愿行动，并关注于SCP的特定主题。

目前，工作组的工作重点是：

可持续消费教育

可持续旅游发展

可持续公共采购

可持续产品

可持续建筑与工程

非洲合作

可持续生活方式。29

国际资源委员会 国际资源委员会（或简称资源委员会）于2007年11月正式成立，旨

在以科学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确保资源利用不再导致环境退化。

因此，资源委员会的总体目标是独立且科学地评价产品在整个生命

周期内的使用而造成的环境影响，并向政府和机构就如何消除这些

影响提供建议。

资源委员会的目标如下：

• 对如何持续使用自然资源，尤其是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

境造成影响而制定的政策提供独立、统一、权威、科学的评估。

• 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如何使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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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计划

国家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计划是一个涵盖性术语，用于描述世界各国

为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而采用的各种综合性战略方法。这些（国

家、区域或地方性）计划的性质多样，一般通过部门间合作和多方

对话等形式进行，可能涉及国家清单，计划框架、行动方案、策略

等多项内容，并经常在其他政策框架或策略中予以优先考虑。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计划可在各项国民经济活动中实施，如可将不断

进行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活动列入国家清单或一般目录，或将可持

续消费与生产完全融入某项重要的国家级政策框架，如国家可持续

发展战略（NSDS），国家环境行动计划（NEAP）或国家发展计划（

包括减贫战略文件（PRSP））。可以从有必要实现可持续消费与生

产的战略角度为出发点而制定出大致的计划框架，此时仅需着重指

出政策设计和实施的优先考虑方面。其结果通常是开发出诸如可持

续公共采购、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教育方面的特定领域内

或基于特定问题的计划或行动方案。这些计划或方案还可能与其他

国家战略或计划有所联系。此外，也可以开发出更加注重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的独立综合性计划或行动方案，该计划或方案通常包括目

的、目标和监测机制等内容。

在制定国家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计划时没有万能的或一成不变的方

法。各国需要在考虑其现有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态条件的基础

上，从实际出发，确定出开发、实施和监测本国的可持续消费与发

展计划的最佳方案。在制定国家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计划时首先面临

的最重要的抉择便是：是否在制定新的国家框架时重点关注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或是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纳入国家的主要经济发

展政策。31

国家清洁生产中

心 (NCPC)

国家清洁生产中心是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

源效率与清洁中心（UNIDO/UNEP Joint RECP）联合计划的框架内

提供资源效率与清洁生产（RECP）服务及相关服务的机构。其服务

范围包括: 意识培养和信息传播、专业培训、工厂现场评估/技术

援助、政策建议以及环保型技术转让。此外还存在地方/区域性清

洁生产中心。目前全球共有四十多个国家清洁生产中心（NCP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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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型技术 环保型技术指可以保护环境的技术，与其他技术相比，环保型技术

污染较少，更能持续的利用资源，可回收更多的废弃物和产品，并

能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处理残留废物。就污染而言，它们是污染较

少或无污染的“工艺流程和产品技术”，就预防污染而言，它们还

包括“末端”技术，可在产生污染后对污染进行治理。环保型技术

是包括专有技术、程序、商品及服务、设备以及组织和管理程序在

内的全套系统。33

环保意识/教育 环境意识或教育以环境为切入点，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组成部

分。环境教育和培训以传播知识、价值观、行为和技能为目的，使

人们（个人或集体）更好地了解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并

与之积极互动。34

环境标志与认证 确保某项产品（指商品和服务，并包括其生产流程）满足某些特定

标准的自愿性程序。

• 环境标志——某项产品或服务关于环境方面的声明。

• 生态标签—由公正的第三方向某些在整个生命周期里满足领先环

境标准的产品授予该标签。

• 认证— 为完全符合一系列基础标准的产品授予认证。35

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EMS）是组织内部管理体系的一部分，用于制定及

实施环境政策，并管理其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管理体系是一套互相

关联的规定，用来制定政策及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它包括组织

架构、规划活动、责任、实践、程序、流程和资源。36

环境与社会成本

内部化

外部成本内部化旨在向生产商、制造商和消费者真实的反应稀缺资

源（包括环境资源）的真实情况，以使私人生产与消费选择更符合

社会成本和利益。内部化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高竞争力：

第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及/或减少资源的使用；第二，限制废弃

物和污染排放,从而降低减排成本；第三，减少资源消耗,从而降低

环境成本。这一点对于有效协调公司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政府希

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节约资源与改善环境质量之间关系非常重

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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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 技术转移是通过援助、投资、颁发执照、交易或培训的方式使知

识、技术、经验和创新思想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互动的过程。它

涉及对某项技术的理解、利用和模仿的学习过程，包括选择该项技

术、使之适应当地条件并与当地技术相融合的能力。38

基准 企业或组织将其产品和方法与所在领域最为成功的企业或组织相比

较，以判断自身或其他同类型公司的绩效的过程。39  

减量化原则、

再利用原则、再

循环原则（3R原

则）

3R倡议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进“3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利

用 原则、再循环原则），以期通过对资源和物质的有效利用，建

立一个物质高效循环的社会。该原则在2004年6月举行的八国首脑

会议（G8 Sea Island Summit）上获得通过，并于2005年春天在日

本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正式启动。  

减量化意味着谨慎使用物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再利用指重复使

用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或物品组成部分。再循环意味着将废弃

物作为资源进行使用。优先关注于“减量化”，并依次关注“再利

用”和“再循环”，从而有效使用物品，最大程度的减少废弃物的

产生。40

减物质化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人们通常将减物质化与策略或指标相提并

论。它可被定义为减少人类社会中物质资源的投入量。不仅可测量

出不同地域范围（如国家、地区、城市）的减物质化程度，还可测

量出不同行业、不同家庭、不同产品的减物质化程度。减物质化可

分为绝对（强）减物质化和相对（弱）减物质化。当投入社会的物

质总量减少时，称为绝对减物质化。当单位GDP或人均的物质投入

量减少时，则称为相对减物质化。41

节能建筑(净零能

耗建筑)

能源效率是可持续建筑的核心要求。其目标是建设净零能耗建筑。

在这类建筑中，由于能源效率很高，因此每年主要能源的总消耗量

等于或小于现场可再生能源资源产生的能源总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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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手段 支持政策目标的货币奖励或惩罚手段。与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有关的

事例包括完全成本定价、环境税费、绿色税收改革以及取消对环境

有害的各种补贴。43

经济增长与环境

退化脱钩 

脱钩指（1）经济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类发展指数

（HDI）和（2）环境变量——如资源利用率或环境指标之间的关

系。

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不同于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脱钩。-影响

脱钩指削弱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人类健康恶化）之间的关系。

此外，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之间也存在差异。

—在相对脱钩中，环境相关参数的增长率小于经济参数的增长率，

但增长率仍为正数。

—在绝对脱钩 中，环境相关参数的增长率则为0或负数。44

可持续采购/绿色

采购 

可持续采购指以下过程：组织机构在满足其对商品、服务、工具和

设施的需求时，不仅为其本身带来利益，还为整个社会和经济带来

利益，并将环境破坏降至最低，从而在整个产品和服务周期内取得

经济利益。

可持续采购寻求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核心部分（经济、社会和环

境）之间取得良好平衡。

• 经济因素包括商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所有成本，例如在

良好财务管理条件下的采购成本、维护成本、运营成本和寿命到

期时的管理成本（包括废物处理）; 

• 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公正与公平，安全与保护，人权与就业环境

等； 

• 环境因素包括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向空气、土壤和水源中的

排放、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利用和缺水现象等。45

绿色采购指企业在采购商品、服务、工具和设施时将环境因素考虑

在内，并在整个产品周期内取得经济利益的过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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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产品 指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因素，并尽量减少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和价值链

过程中对社会经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产品。47

可持续城市 可持续城市在不对自然环境或其他人口生活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无

论当前或未来），可满足该城市所有居民的自身需求，并使其过上

繁荣稳定的生活。可持续城市包括：合理有效的使用土地，交通方

便但减少对汽车的使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和废弃物较少，生

态系统恢复能力强，住房及居住环境宜人，社会生态健康，经济可

持续发展，社会参与度高，当地文化和智慧保存良好。48

可持续发展 指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会影响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三个核心部分，三

者互相独立而又相辅相成。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和人类财产。消除贫困、改变生产与消费的不可持续方式，保

护经济和社会发展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

标和基本要求。49

可持续发展的伙

伴关系

按照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WSSD）及其执行情况，可持续发展的伙

伴关系是一种由多方参与且有助于执行可持续发展策略的自愿性倡

议活动。

这些倡议活动有助于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于1992年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或称为地球峰会）上通过

的全球性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执行<二十一世纪议>方

案》（于1997年“Rio+5” 会议上达成的方案）和约翰内斯堡执行

计划（于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达成的计划）。该伙伴关系

是对政府间承诺的补充，并非要取代它们。

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的重要成果便是其

促成与会国建立了200多个伙伴关系。在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中，

各国政府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讨论指定为讨论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的焦点机构，其中包括分享经验、所取得进

步和最佳实践等内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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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ESD）旨在帮助人们养成正确的态度并掌握必要

的技能和知识，以帮助他们在当前或将来做出有利于自己和他人的

明智决定，并将这些决定付诸行动。

ESD支持通过五种基本的学习类型来提供优质教育和促进人类可持

续发展，即：学习知识、学习做人、学习共处、学习技能、学习改

变自己与社会。

ESD关注所有方面的教育和社会背景（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社

区）的教育问题。学习者可学到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所应具备的技

能、能力、价值观和知识，同时培育有责任心的公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领导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UN 

DESD）（2005-2014）。51

可持续发展指标 指用于衡量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指标。这些指标可及时提供警告信

息，以避免出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破坏。除了体现人们康乐信息的

常用经济指标外，可持续发展指标同时还将社会、环境和制度指标

考虑在内，以便更全面、更完整地展示社会发展状况。目前世界各

国可使用一套共包括58个核心指标和多种方法的衡量工具用。这套

核心指标是在1995年4月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

批准使用。52

可持续供应链/负

责任采购

负责任采购指企业自愿承诺在管理其与供应商的关系时将社会和环

境因素考虑在内的行为。该策略目前已成为高效供应链管理的一个

组成部分。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各个行业、各种规模的企业

均投入更多努力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及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

系。改善生产领域的社会和环境表现正逐渐成为该过程的一个重要

因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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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建筑(SBC) “可持续建筑”指建筑物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可持续性能，其中涵盖

设计、材料生产、运输、建设、使用与维护、翻新、拆除和回收等

方面。本概念试图对材料、能源、水源和土地的使用，以及室内空

气质量和舒适程度，垃圾、废水和废气（包括温室气体、颗粒和其

他污染物）的产生等方面进行优化，并尽量降低负面影响。本概念

适用于任何地点的任何现有和新建建筑。54

可持续经济 可持续经济是指资源消耗速度低于自然界补充速度的经济模式。同

时这种经济模式还很好地平衡了环境、社会和经济活力之间的关

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环境。55

可持续旅游 可持续旅游具有以下特点：

• 将环境资源的优化利用作为发展旅游的关键因素，努力维护基础

生态进程，并帮助保护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

• 尊重当地社会的文化，保护其文化遗产和传统价值，并推动各文

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

• 确保经济活动长期可行，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分配公平的社会

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向当地社会提供稳定的就业、收入机会和社

会服务，并帮助其消除贫困。56

可持续农业 可持续农业为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基本营养需求提供了保证，并

同时带来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它为所有参与农业生产

的人们带来稳定的就业、可观的收入、体面的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条

件。可持续农业旨在维持并尽量提高自然资源基础的整体生产能

力、可再生资源的恢复能力，而不影响基本生态循环和自然平衡的

正常运行，破坏农村社会的社会文化特征或造成环境污染。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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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活方式 “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实现离不开以下两方面：充分利用高 效的

基础设施、商品和服务；每个选择和行动均以减少自然源使用、废

弃物和污染物排放，并同时支持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为目

的。

创造可持续生活方式意味着重新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购买行为和日

常生活安排进行思考，并对我们的社交行为以及交换、分享和教育

行为进行改变。实现可持续生活方式还意味着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

活方式进行转变，以使其与自然环境取得平衡。作为一名市民，无

论在单位还是在家，我们对能源使用、交通运输、饮食、垃圾、沟

通的许多选择都可能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生活方式。

政府在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提供合适的

政策和基础设施条件（如法律法规、技术创新。公共服务等），

鼓励市民积极改变生活方式。同时，在推动企业部门参与方面，信

息、教育和全民参与也至为关键，这些因素均有助于开发出关于可

持续生活方式的创新方案。58

可持续消费教育 可持续消费教育（ESC）旨在向个人和社会团体提供知识、价值观

和技能，以使其养成更具可持续性的消费习惯。ESC的目标是确保

满足全球社会的基本需求、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及避免资源的

低效利用和环境退化。ESC因此就日常选择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

为人们提供合适的信息和知识，也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替代方

法。ESC综合了包括消费者权益在内的消费者基本权利和自由，旨

在保护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自主权，使他们能够以知情、自

信、合乎道德的方式参与公共讨论和经济活动。59

可持续消费与

生产

指在满足当代人基本需求并改善其生活的同时，尽量减少服务或产

品在其生命周期内对自然资源和有毒物质的使用，以及减少废弃物

和污染物的排放量，从而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生活需求。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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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消费与生

产指标

指标是一项用于衡量变化并关注关键事项的重要工具。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指标主要侧重于衡量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进

展状况。由于人们往往忽视未测量的因素，因此无论是衡量特定项

目的具体目标的进展状况-或没有进展，还是促使形成适当的应对

策略，指标均是一种重要工具。对于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而言，指标

同样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是否能促进社会公平和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61

可持续性设计/设

计策略

可持续性设计进一步深化了生态设计方法，将解决社会层面的可持

续性问题融入设计中。同时还涵盖了如何在尽量 降低环境和社会

影响的同时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实用性）等广泛问题，而如何改

善现有产品则不是其关注焦点。62

可持续运输 可持续运输具有以下特点：

• 使个人和社会的基本运输需求安全地得到满足，且符合人类和生

态系统的健康要求；

• 在人们可承担的范围内高效运行，可提供多种运输模式供人选

择，并提升经济活力；

• 将尾气及废弃物排放量限制在地球可吸收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

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将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限制在可持续

产出的范围内，重新利用可持续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最大限度地

减少土地使用和噪音。

可持续运输包括：

• 城市规划，改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以便从根本上降低运输需

求；

• 反思运输系统，推动交互式运输模式，鼓励使用最为节能高效的

运输方式，即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多采用铁路运输而少采用空

运，多采用公共交通运输或非机动运输而少采用私人工具。

• 提高每种运输方式的燃料效率，推广可替代燃料。63

可再生能源 指地球自然周期内的某一较短时期内可以持续的能源资源，其中包

括诸如太阳能、水力发电、风能等无碳技术，以及如生物质能等无

碳技术。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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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 联合国全球契约于2000年启动，倡议企业界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推

动可持续发展。全球契约旨在促进企业的责任意识，使企业为解决

全球化挑战贡献力量。

今天，已有数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国际劳工组织和社会组织

加入了全球契约。他们正努力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反腐败等

领域积极推动普遍接受的十项原则，以便实现更广泛的联合国目标

（包括千年发展目标）。65

零售商 直接向终端用户销售个别或少量商品，供用户个人使用或消费的任

何机构或人员。同时还包括通过零售店或其他渠道（如邮购、电视

或网络销售）直接向终端消费者销售商品的制造商（通常为特许制

造商，如汽车制造商等）。由于零售商的独特地位——将生产（制

造商/供应商）和消费（客户）联系起来——零售部门在促进向可

持续消费与生产转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零售商向上可以向其供应

商提出支持环保的采购要求，向下可以就可持续性问题向消费者提

供教育。除提供关于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产品的信息外，零售商的

有利地位还有助于其向消费者提供关于改善产品生命周期内影响的

信息，如产品的使用阶段和使用寿命到期后的处置方法。此外，零

售部门还是全球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推动因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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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作/体面

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ILO）和UNEP在一项对该主题进行的联合研究中将

绿色工作定义为有助于保护环境或恢复环境质量的农业、工业、服

务业和行政管理行业的工作。

绿色工作可减小企业和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最终将环境

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状态。绿色工作可存在于各经济领域中，从能源

的供应到回收利用、 从农业、建筑业、到交通运输业。绿色工作

通过高效的能源策略减少能源、原材料和水源的消耗量，降低经济

活动的碳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极力减少或消除各种形式的废

弃物和污染，并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67

体面劳动指具有以下特点的工作：富有成效、收入可观、工作环境

安全、可提供家庭社会保障、具备良好的个人发展前景和社会平等

性、可自由表达意见、组织和参与会对自身生活造成影响的决定、

以及男女工作机遇和待遇平等。

体面劳动通过以下四个战略目标进行描述：根本原则、工作权利和

国际劳动标准；就业和收入机会；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以及社

会话语权和三方协商机制。这些目标不分男女，无论是正式还是非

正式经济，无论是打工一族还是自我创业者，无论是农民、普通

工人还是办公白领，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对于所劳动者均适

用。68

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CSD）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由联合国大会于1992年12月成

立，以确保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即地球峰会——

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该委员会负责审核《21世纪议程》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进

展情况，并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对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JPOI）的实施情况提供政策指导。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重申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联合国体系内针对可持续发展的高层论坛。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年在纽约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分为两个

主题：具体专题和跨领域问题，每年就一个主题进行集中讨论，两

个主题隔年轮流进行。历届会议内容概要载于最新的多年期工作方

案（2003年至2017年）（E/CN.17/ 200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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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着重关注生态方面，在设计、确定、以及建设过程中始终

将能源与水的利用效率考虑在内，希望极力降低该建筑对居户和环

境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70

绿色经济倡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牵头的“绿色经济倡议”（GEI）由多个内容组

成，其总体目标是为绿色经济领域和向绿色经济转变中的棕色经济

领域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并向其提供指导和投资。该倡议

旨在向世界表明，在诸如可再生能源、清洁高效技术、水务服务和

可持续农业等领域的投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体面的工

作、改善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及消除贫困，并同时解决气候和其他生

态挑战。

何谓绿色经济？环境署对“绿色经济”的定义是可促成提高人类福

祉 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简而

言之，绿色经济是一种集低碳、资源效率和社会包容性于一体的经

济。

在UNEP内部，绿色经济倡议包括三类活动，其一是编写绿色经济报

告（GER）和相关研究材料，以分析绿色投资在一系列广泛领域内

（包括可持续能源、可持续农业等）对宏观经济、可持续性和消除

贫困造成的影响，并对可能有助于增加以上领域内的投资提供政策

指导；其二是就特定国家的绿色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咨询服务；其三

是积极组织各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联合国合作伙伴参与

实施绿色经济倡议。

除由UNEP牵头外，GEI还是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于2009

年早期提出的九个联合国危机联合倡议（JCI）之一。在这一背

景下，由UNEP领导的绿色经济倡议的内容涉及二十多个联合国机

构的一系列研究活动和能力建设活动，其中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

（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此外，联合国系统的中间机

构——环境管理组（Environment Management Group）已决定成立

一个绿色经济问题管理小组（IMG），以便在绿色经济危机联合倡

议计划下为各种活动的协调提供一个运行机制。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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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声明及

误导性环保声明

绿色/环保声明是企业做出的关于其产品环保特性的声明。除环保

特性外，此类声明通常还包括企业在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方面的社会

责任和道德责任，如产品的生产流程、包装、销售、以及使用、消

费或处置（如回收利用、可持续林业、可持续渔业、有机农业、

碳足迹等）。此类声明可以出现在产品、包装、相关资料或广告资

料、促销资料或销售资料上。该声明可以采用文本、符号、图像等

形式，也可以通过数字或电子媒体（如电视、广播或网络）进行传

播。

误导性环保声明指关于产品或服务环保优点或特性的虚假信息或欺

骗性信息，该信息可能会误导消费者购买本不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从而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72

绿色营销/可持续

营销

“可持续营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负责任的营销，用于描述为避免产生不可持续的行为的而采取的

步骤和管理体系。

• 绿色营销，其中包括对具有环境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的设计和推

广。绿色营销指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改善，包括环保采购、

清洁的生产流程、使用时效能提高、减少包装材料、循环使用

性、重复使用性、可回收性等。该定义还可扩展具有社会附加值

的产品或服务，如公平交易、无血汗工厂或本地生产的货物等。

• 社会营销，旨在提高公众意识以便采用更多的可持续行为，如节

约用水或能源，以及减少废物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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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 绿色增长是一种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进程，提倡低碳发展和社会包容

性发展。绿色增长简单明了地阐述了在取得实际生态效益，向低碳

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协同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目标方面的切入点和

政策方针。

2005年3月，亚洲太平洋地区环境与发展第五次部长级会议（MCED 

2005）在韩国首尔举行，约340名与会代表—其中包括来自52个亚

太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成员国与准成员国的代表——一致同

意将绿色增长作为政策和战略重心，以双赢的方式协调实现两个重

要的千年发展目标：MDG1（减少贫困）与MDG7（环境可持续性）之

间的冲突。绿色增长包含下述相辅相成的“途径”或切入点：可持

续消费与生产、绿色产业与市场、可持续基础设施、绿色税收和预

算改革、自然资本投资和生态效益指标，决策者可对以上内容进行

重点干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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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喀什进程 马拉喀什（Marrakech）进程是一个由多方参与的全球性信息平

台，其目的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执行和能力建设，并为制定

出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框架提供支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是该项全球进程的协调

机构，此外该进程还得到了各国政府、发展机构、私人部门、公民

社会和其他相关方的积极参与。

该项进程于2003年启动，以响应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第三章中的有

关号召，进程的名称源自首次会议的举办城市。自2003年以来，马

拉喀什进程的覆盖领域日趋扩大，已举办了多次国家、地区和国际

层面的活动。

在非洲、拉丁美洲、西亚和欧盟地区，马拉喀什进程在当地政府间

组织的协助下，为以上地区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计划或行动方案

提供了所需的支持和帮助。这些计划或行动方案主要用于解决与能

源、食品、水源和气候危机密切相关的问题。在亚洲和太平洋地

区，马拉喀什进程与绿色增长倡议（Green Growth Initiative）

紧密合作。而在北美地区，过去两年间马拉喀什进程与当地组织的

合作也得到迅速加强。

此外，还自愿成立了七个由各国自行领导、南北多方共同参与的马

拉喀什进程工作组，以便在与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相关的下述特定问

题上提供SCP工具开发、能力建设和SCP项目实施方面的支持，这些

问题包括：非洲合作、可持续产品、可持续生活方式、可持续公共

采购、可持续旅游开发、可持续建筑以及可持续消费教育。这些工

作组在SCP政策设计、能力建设活动和示范项目援助以及SCP最佳实

践活动收集方面均做出了一定贡献。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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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感 “满足感”的概念出现于近几年，其作为消费主义以外的另一种经

济模式出现在规划和发展周期和社会变迁活动中，是可持续生活方

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满足感是一种哲学理想，让人类在改善自身

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对自然界的影响变为可能。满足感向“得陇望

蜀”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强调“知足常乐”，满足感并非意味着牺

牲、拒绝、禁欲或得过且过，而是关于人类福利和健康幸福的重要

思想。76

能力建设 往往通过提供技术援助、短期/长期培训和专家指导等方式在组织

结构内部培养技能、经验、技术和管理能力。该过程可能涉及人

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开发。77

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EE）包含导致某项能源服务（如加热、照明等）或活动

能耗降低的所有变化。该能耗降低并不一定与技术改进相关，因为

更好的组织和管理或提高该领域的经济效率（如生产力总收益）同

样可以降低能耗。78

排放权交易(ET) 以市场为基础且用于实现环保目标的途径。允许温室气体减排量超

出规定减排量的国家以使用或交易多余减排量的方式抵消其在国内

外其他排放源的排放量。一般来说，交易可在企业之间、国内各方

之间和国家之间进行。79 

漂绿 漂绿指企业在其环保实践或其产品/服务的环保优点方面误导消费

者的行为。当企业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通过广告和营销手段宣称该

企业是“绿色的”，而不采取实际行动降低企业对环境影响时，便

认为该企业明显有“漂绿”行为。80

企业的社会及环

保责任（CSER)        

企业社会及环保责任是一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业务经营方式。该方

式可推动可持续发展并寻求企业经营与社会之间的积极影响。该方

式意识到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同时还意识到企业

和公民一样，无论在何地经营，都拥有基本的权利和义务。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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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

(MDGs) 

2000年9月，来自全球189个国家的首脑经协商后共同为我们勾勒出

全球的未来发展前景：减少贫穷、饥饿和疾病人数， 改善妇幼的

生存权利、儿童教育和女性平等权利，提供更加健康的环境；即建

设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携手努力的世界。

以上前景以八个千年发展目标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为世界

各国提供了发展规划的主体框架以及可衡量进况的有时限的目标。

这八个千年发展目标范围广泛，涉及消灭极度贫穷、防止艾滋病

毒/艾滋病的蔓延至普及小学教育等内容，期望在2015年前完成所

有目标。

各目标分别为：

• 消灭极端贫穷与饥饿；

• 普及小学教育；

• 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

• 降低儿童死亡率；

• 改善妇幼保健；

• 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

•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 全球合作促进发展。82

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由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于2000年提

出。旨在评估生态系统的变化对人类福祉造成的影响，并为持续

保护及利用生态系统奠定科学基础。从2001年到2005年，全球共有

1360多名专家参与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评估结果记录在五本

技术文献和六份综合报告中，并对全球生态系统及生态服务（如清

洁水、食品、林产品、防洪及自然资源）的情况和发展趋势，以及

恢复、保持或提高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方案进行了最先进科学的

评估。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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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发展机制 

（CDM）

如《京都议定书》第12条所述，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一项灵活

机制，它允许做出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国家依照该议定书在发展中国

家实施减排项目，以换取可售核证减排量(CER)积分， 每一积分等

价于一顿二氧化碳，并可用以计算以便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84

清洁生产 在工艺流程、商品及服务中不断采用预防性综合环境策略，以提高

整体效率、减少对人类及环境的风险。清洁生产可应用于任何行业

的工艺流程、商品本身以及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85 

全面处理法（与

SCP有关）

由于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融合了经济、社

会和环境因素（三重底线）以及技术与行为创新，因此被视为一种

全面处理法。SCP是一门交叉学科，涵盖所有自然资源（如能源、

水、空气、土壤和被排放到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污染物和排放物）、

工业领域和消费领域。86

全球报告倡议组

织 (GRI)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国际网络组织，其开创了世界

上应用最广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其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秘书

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改善和推广可持续发展。

该报告准则包括可持续消费与发展的各方面指标。报告框架是在与

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业团体、民间社会、劳工界和专业机构与会者达

成共识后构建的，以保证优质的的技术水平、信誉及相关性。该倡

议组织由CERES和UNEP在1997年成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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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绿色新政

(GGND) 

为应对2008年秋季爆发的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UNEP)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以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扩大就

业，并同时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贫困的进程。UNEP建议

将预计高达3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投资在以下

五个关键领域：

• 提高新旧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

• 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

• 加大对可持续交通工具的依赖，如混合动力汽车、高速铁路、快

速公交系统等；

• 保护地球的生态系统，如淡水生态系统、森林、土壤和珊瑚礁

等；

• 发展可持续农业，如有机生产等。

全球绿色新政还呼吁实施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协助贫困国家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MDGs）和发展绿色经济。措施包括扩大用以发展清洁

能源的小额信贷计划、改革不正当补贴（如化石燃料的使用、渔业

等）以及为海外发展提供援助。88

区域执行会议

(RIMs)

作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各执行周期的一部分，联合国区域执行会议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秘书处合作组织区域执行会议(RIMs)，

以在会议期间对区域和次级区域的资源信息进行有效考虑。

区域执行会议在每轮会议的评审会议之前举办，并关注在未来执行

周期内亟待解决的集中问题。该会议旨在通过向CSD提供信息的方

式 ，推动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二十一世纪议

>方案》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这些信息可能包括特定地区面临

的障碍限制，新的机遇挑战，以及分享经验教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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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指数

（HDI）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一种通过将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结合

到一个综合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发展水平的方法。HDI的突破在

于在一个统计量中同时体现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HDI设置了每项

程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称作标杆），然后指出各国在这些标杆中

所处的位置，以0到1之间的数字表示。HDI为各国国内及不同国家

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提供了方便。90

三重底线 三重底线会计试图描述一个组织机构的活动在社会和环境方面造成

的影响，除了以纯粹的财务考虑外，该方法通过利用环境的可持续

性和社会责任感准则以可度量的方式对一家公司的整体表现进行评

价。91

商品 满足人类某种需求的商品或有形物品。商品是有形物体（如面包或

书本），而服务则是无形的（如电视广播或教学）。92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指某组织机构为其决定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应付的责任，该责任可通过以下透明且合乎道德的行为实现：

• 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健康及社会福利；

• 重视各参与方的期望；

• 遵守相关适用法律，并符合国际行为准则的要求；及

• 贯彻在整个组织活动中，在组织关系中得以实践

活动包括商品、服务和过程；关系指组织在其影响范围内的活

动。93

生产 生产即将资源转化为可用产品，该产品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服

务。 

经济生产活动在一定时期内将某些资源（我们称之为输入）转化为

新的商品和服务（我们称之为输出）。生产方式取决于现有技术。

生产过程同样可能产生期望值以外的产品（如废品等）。我们仅将

有用的输出视为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和服务。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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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 为满足消费者或特定目标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商品生产者或制造者。

例如，某种装饰品的生产者将完全承担该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责任，

但可能并不参与该产品的营销和销售。95

生产者延伸责任 生产者延伸责任指生产者从头至尾对产品负责，因此，应该不断研

发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性能均有所改进的新产品。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都存在改善产品性能的机会。96

可持续消费与生

产十年计划框架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JPOI）于2002年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

（WSSD）上通过，该计划认为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对

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该计划要求发展支持区域及国家

范围举措的十年计划框架，以加速向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的转变；

通过改善资源利用和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使经济增长适

时的与生态退化脱钩，从而在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范围内促进社会

和经济发展；并减少资源恶化、污染和浪费。97

生命地球指数 生命地球指数衡量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发展趋势。该指数对全球

范围内1313种脊椎动物种群数量进行跟踪，包括鱼类、两栖类、爬

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同时也为陆栖、海洋和淡水生物计算出

各自的指数，然后将三种趋势平均后形成一个综合指数。尽管脊椎

动物只占已知生物物种的一小部分，但其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却是

整个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代表。 

通过跟踪野生物种，生命地球指数也检测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自

1970年以来，该指数已下降了约30%。该全球趋势表明，我们正以

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生态系统。98

生命周期管理

(LCM) 

生命周期管理是一种产品管理体系（LCM)，旨在极力减轻某组织机

构的产品或产品组合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及价值链内的环境负担和社

会经济负担。生命周期管理支持政府批准的企业产品同化政策。通

过执行生命周期方法和对产品系统进行持续改进得以实现。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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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体现了将生命周期思想融入决策或发展流程中的思

想。100

生命周期评价

(LCA)

生命周期评价（LCA）是一种用于评价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内

环境及社会表现的工具。

依据环境生命周期评价（ELCA）理论，应在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对

资源（包括能源）的开采、消费及向空气、水体和土壤排放的过程

进行量化。然后评价这些行为对重要环境影响类别的潜在影响，其

中包括气候变化、毒性、生态系统破坏及资源基础恶化。

社会生命周期评价（SLCA）是一种社会影响评价方法，用于评价产

品在其生命周期内的社会及社会经济影响，以及正面和负面影响

（包括实际影响及潜在影响），其内容涉及原材料的开采加工、

生产、销售、使用、再利用、维修保养、回收利用及最终处置。101

生命周期思想 生命周期思想将关注点从传统关注领域的生产场所和加工过程扩展

至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如从资源开采、生产加工、产

品使用一直到报废产品的最终处理）。102

生态化设计 生态化设计旨在减少产品（包括能源消耗）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103

生态税改革 以改善环境管理为目标的税收和定价手段，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如

森林、矿产、渔业）开采税、用户收费（如水费、路边停车费和自

然资源许可证收费）、污染排放及改革（如空气污染）方面的税费

和各种补贴（如农药、水源、能源等）。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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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是一门管理哲学，其鼓励企业探索出可带来等量经济收益

的环境改善措施。生态效益注重商机，令企业更加对环境负责并提

高盈利水平。生态效益是建设可持续社会的关键因素。生态效益可

通过提供有价格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而实现，这些商品和服务既可

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又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在其生命周期还可

逐步将生态影响和资源消耗强度至少降低至预计的地球承载力范围

内。105

生态系统的承

载力

在维持生态系统的生产力、适应力以及恢复能力的同时保持整个系

统健康的能力。承载力是一个量化概念：人口的关键因素包括人口

数量、人口密度、经济条件及科技水平。其关注焦点为可再生资源

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率以及环境中危险废弃物的积累。106

生态系统服务 能够为个人或社会带来价值或益处的生态流程或功能。包括：

• 供给服务-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产品，包括遗传资源、食物、纤

维、淡水等.

• 调控服务-通过调控生态系统流程而获得的益处，包括调节气

候、水、及某些人类疾病。

• 文化服务-人们通过充实精神、思考、娱乐、审美体验等方式从

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益处，包括知识体系、社交关系、美学

价值等。

• 支持服务- 获得生产所有其他生态系统服务所需的服务，包括生

物质生产、大气中氧气的产生、土壤形成及保持、养分循环、水

循环、提供栖息地等。107

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通过采用普遍的科技和资源管理实践，衡量个人、群体或

活动生产出其所消耗的资源和承受其所产生的废弃物所需的具有生

态生产力的陆地和水域面积。生态足迹通常以全球性公顷（一个常

见单位，涵盖了全球范围内某一年中所有具有生态生产力的陆地和

水域的平均生产力）为衡量单位。鉴于贸易具有全球性，个人或国

家的生态足迹包括全球的陆地或海洋面积。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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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可持续发展

峰会

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又称约翰内斯堡峰会或里约+10，于2002

年在南非举行。1992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国际社会通过了

《二十一世纪议程》这一前所未有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10

年后，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为世界各国领导人提供了契机，为更好

地实施《21世纪议程》而采取具体步骤、确认量化目标。这次首脑

会议聚集了成千上万名参与者，包括各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国家代

表和主要团体领导人以吸引全球目光并采取直接措施，迎接困难

挑战，其中包括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人口持续增长，对水、住

房、卫生、能源、健康服务和经济保障等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保

护自然资源。109

寿命终止(EoL)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某个阶段，此时产品被废弃不用或已达到使用

寿命末期。当产品被废弃不用（如已损坏、无法使用或人们不愿

使用）时，消费者便可决定如何处置其所购买的且寿命已终止的产

品，如再利用、回收，或者直接丢掉。110

水足迹 水足迹是衡量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与其所有活动相关联的直接或间

接水消耗所产生的影响。水足迹对于水密集型工艺流程和面临严重

缺水的地方显得尤为重要。111

碳足迹 组织、活动或产品所引起的温室气体（GHG）排放的总集合。为方

便公布起见，碳足迹通常表示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或其他当量温室

气体的排放量。112

蛙跳式 该术语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可能不经过效率低、污染高、（从根本

上讲）代价高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可持续人类发展阶段，并改

善民众生活质量。换言之，蛙跳式即表示避开工业化国家曾经历的

低效率、高污染发展阶段的机会。

“蛙跳式”一词用于描述某社会或企业不经过其他社会或企业所经

历的中间阶段，通过快速发展直接进入更高水平发展阶段的情形。

以下观念便与该情形有关：即可以将目前凭借落后的、高污染的及

不可持续的技术进行开发的经济资源暂时保留下来，以期在将来

以可持续的方式直接对其进行投资。 关注生态环境的蛙跳式发展

可用于取代追赶式发展。其发展策略为直接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而不必经过以往工业社会曾经历的资源密集型生产与消费模式。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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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 影响人类健康或破坏环境的活动所产生的副产品，而这些影响并没

有反映在市场价格上。与外部性相关的成本（或收益）不进入标准

成本会计制度。114

《我们共同的未

来》

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前称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也

因其主席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而闻名）。《我们共同的未来》

于1987年出版。该报告坚定地将环境问题列入政治议程，旨在将环

境和发展作为单一问题讨论。《我们共同的未来》与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为1992年地球峰会的召开铺平道路，为《二十一世纪议

程》和《里约宣言》的顺利通过创造条件，以及为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CSD）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已获广泛认同，即“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且不会对后代满足其需求的

能力造成危害的发展”。115

污染物排放和

转移登记制度

(PRTR) 

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PRTR）是一项环境数据库或列用于记

载那些向空气、水源和土壤中排放污染物以至对环境构成潜在危害

的行为。该数据库还包含了从生产现场转移至其他场所进行处理

或销毁的废弃物。除了可以从诸如工厂和垃圾场之类的固定（或定

点）源头收集用于PRTR的数据之外，还可以将PRTR设计成涵盖不同

源头的污染物估计数据的制度。工厂将提供有关污染物排放和转移

的数据，并公布污染物种类、数量及受影响的环境媒介等信息。随

后信息将向社会公开。116

污染者负担原则

(PPP) 

污染者负担原则（PPP）是一种环境政策原则，该原则要求由污染

者承担污染成本。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本意是确定如何有效进行污染

预防和控制成本：污染者必须负担该成本。其近期目标是实现经济

活动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使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反映生产

成本。如今该原则已获国际环境法的普遍认同，并成为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和欧共体环境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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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流分析 

(MFA)

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一系列从地球上开采出的物质流，  为

满足人类需求而对其进行生产加工和消费，而在开采、生产和消费

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则被排放掉。

从地球中开采出以供使用最为重要的物质包括生物质、 

化石燃料、矿石、工业矿物和建筑矿物。这些被称为代谢率的物质

流是以人均吨数或单位 GDP（吨/百万美元GDP）为单位进行测量。

物质流分析（MFA）是用于对这些物质流进行计算的方法或计算机

制。MFA的优点在于它使对资源物质流进行量化成为可能，即可计

算出物质的开采总量、使用总量及已开采但尚未使用的总量。118

消费 在特定时期为满足需求或需要而产生的商品或服务开支，或一种事

物被完全毁坏，及/或被合并或转化为其他事物的过程。119

消费者 某项零售商品或服务的日常买方，或商品或服务销售链的终端用

户。120

消费者权益保护 指消费者或用户在同生产者交易时和使用商品或服务时用于保护消

费者或用户的机制（法律、准法律、道德和制度），如交易时为防

止不公平合同条款提供保障，和使用时提供产品安全标准。

联合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准则（1999）“认识到消费者，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消费者，普遍在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议价能力方面存在

不平衡现象”；“他们有权获得安全的产品并拥有促进经济社会和

环境保护获得公平、公正及可持续发展的权利。”

该准则还声明，政府在维护充足的基础设施以制定、实施和监督消

费者权益保护政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特别注意，

确保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的实施维护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村地

区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利益。

在实施任何消费者权益保护程序或法规时，须注意确保其符合国际

贸易规定的义务要求，且不会妨碍国际贸易。121



47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ABC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概念阐释

消费者喜好 指引消费者根据所掌握的资讯而选择是否购买产品或服务的结果。

其中包括消费者选择不做任何消费的情形。122

消费者资讯 消费者资讯指向消费者/用户提供的关于产品和交易特点的资讯，

令其能够在首次购买产品时做出知情选择，并有助于产品的日后使

用。消费者资讯使消费者能够更容易对商品和服务进行比较，增加

了产品和交易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并降低了搜寻成本。消费者资讯

不仅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信息，还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行为——鼓励消

费者选择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活动便是有力的例证。这些资讯可能包

括产品加工与生产方式的详情，以让消费者了解产品生产或服务的

广泛影响。消费者资讯可能由生产商或第三方（如消费者组织、检

验机构、标志或认证机构等）提供。123

性别平衡/主流化 评估各领域、各层面的任何规划活动（包括立法、制定政策或方

案）对男性和女性所造成的影响的过程。在设计、实施、监督和评

估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或方案时，综合考虑男性和女性的关

注点及经验，从而使男女获得相同权益并消除不平等现象的一种策

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124

需求方管理(DSM) 为减少或以其他方式影响（用户或消费者）需求（而非供应）而执

行的政策或措施。125

炫耀性消费 主要为了炫耀收入/财富和维持社会地位而挥霍性购买商品和服务

的行为。126

选择权修正/影响 选择权修正用于描述政府及/或企业影响消费者选择权这一现象。

例如，政府取消所有非节能型灯泡的决定便使消费者丧失了选择购

买非节能型灯泡的权利。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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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种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的经济。

它强调环境保护以及高效而循环的使用资源。循环经济的特点是低

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和高效能。其包括将清洁生产应用于企业，并

采用以资源为基础的综合计划促进工业、农业和城市地区的发展。

中国政府在上一个五年计划（2001-2005）将循环经济列为中国将

遵循的发展模式。128

因子十 / 因子四 因子十指生产出资源强度仅为传统方法的十分之一的产品和服务的

可能性。

它由伍珀塔尔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提出的因子四概念演变而

来。因子四的潜在涵义是，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生活中所有领域

均可以提高四倍，或通过用同样的现有资源生产出更多商品、服务

并提供更高的生活质量，或以更少的自然资源维持同样的标准。129

《约翰内斯堡执

行计划》(JPOI)

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十年后，2002年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WSSD）上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

行计划。该计划重申联合国将“完全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

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其他相关国际协定。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宣称，消除贫困、改变消费与生产模式以及保

护和管理经济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并

表示必须解决全球不平等、生物多样性缺失和气候变化等问题。130



49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ABC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概念阐释

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这一标题与概念源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同名

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对地球的未来进行了分析。借助于计

算模型，报告对人类发展的未来进行了预测，展示了世界在1900年

至2000年两百年间可能出现的不同发展模式和环境结果。这些预测

向我们展示了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将如何相互作用从而限制工业增

长，这种观点在当时看来十分新奇甚至引起了一些争议。

《增长的极限》一书共经历了两次改版，一次是在1992年发表的新

版本《超越极限》，新的版本阐述了让世界重回可持续发展轨道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于2004年
79
，新出版的《增长的极限：30年更

新》报告阐述了要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实现人口、经济和工业的

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131

真实发展指标

(GPI)

真实发展指标（GPI）是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调整，该指标使

得政策制定者可以在国家和地区层面衡量公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

的生活状况。虽然众多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记者、及公众均将

GDP作为一种方便的发展衡量指标，但GDP仅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消费

总和，并没有区分增加与减少民众福利的交易。

GPI 虽采用与计算GDP时相同的个人消费数据，但却做了一些关键

区分。它调整了如收入分配等因素，增加了如家庭及志愿者工作价

值等因素，并减少了如犯罪成本及污染成本等因素。GPI是第一个

在全球范围内被科学界广泛研究，且被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经常使用

的GDP替代指标之一。

由于GDP和GPI均通过货币来衡量，因此可将两者在同一级别进行比

较。GPI的衡量指标包括：收入分配、家务劳动、志愿工作、高等

教育、犯罪、资源消耗、污染、长期环境破坏、休闲时间的变化、

国防开支、耐用消费品和公共基础设施年限以及对外国资产的依赖

程度。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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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群体 《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将公民社会分为九个主要群体，并提出有必

要促进建立新的参与形式，从而使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各经济和社

会领域的活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些主要群体为：工商界、青

年儿童、农民、原住民、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科技界、妇女、

以及工人和工会。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于1992年成

立以来，这些主要群体以伙伴的身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创造性地为非政府组织和人员参与会议提

供了条件，其主要目的是使这些组织和人员在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中

发挥自身作用。133

自求简朴 自求简朴表明追求高水平消费时所带来的额外满意程度有所降低。

它指出满意度的源泉在于故意或自愿避免追逐不断增长的富裕程度

和消费水平，并使得一个人以追求其他非物质因素为目标。自求简

朴的人可通过终身学习、参与公共生活、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活

动、运动、文化活动以及观察或融入自然等多种渠道从生活中获得

更多满足。134

资源 通过提供经济活动中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而带来使用效益（或在将

来带来使用效益），并随着人类的使用而逐渐减少的天然资产。

资源分为四类：矿产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135

资源效率 资源效率即确保自然资源的生产、加工、可持续消费得到改善，并

降低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因消费和生产而造成的环境影响。通过

更少的物质消耗带来更多的福利，资源效率在改善满足人类需求方

式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地球的生态承载力。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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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产品政策 综合产品政策的出发点是：如何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产品

的环保性能。该方法的产生是以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影响为

基础,，从自然资源原料，到加工和销售，再到最终作为废物被处

理。该方法同时还是环境政策方面相对较新的方法。137

最佳可行技术 发展流程、 设备、或操作方法的最新进展（最先进水平），表明

某特定办法在限制环境和社会影响方面的实际适用性。138

最佳管理措施 在实现目标（如防止或最小化污染）的同时确保资源得到最佳利用

的最为有效且实用的方法或技术。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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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并得到OECD额外协助
60 资料来源：挪威环境部，奥斯陆研讨会，1994
61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UNEP DTIE）发展中国家SCP指数- A  

 Guidance Framework，2008，(www.unep.fr/scp/publications/details  

 asp?id=DTI/1085/PA)
62 资料来源：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 Manual (www.d4s-de.org)
63 资料来源：可持续运输中心: (www.cstctd.or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UNEP DTIE）(www.unep.fr/energy/transport/)
6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术语词汇表：

 (http://www.ipcc.ch/pdf/glossary/tar-ipcc-terms-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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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资料来源：www.unglobalcompact.org
66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UNEP DTIE）

 (www.unep.fr/scp/publications/details.asp?id=DTI/0830/PA)
67 资料来源：Green Jobs: Towards Decent Work in a Sustainable, Low-Carbon World  

 (Policy messages and main findings for decision makers)，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联合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雇佣者组织（IOE），国际工会 

 联盟（ITUC) 绿色工作倡议，2008
68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www.ilo.org/global/About_the_ILO/Mainpillars/WhatisDecentWork/lang–en/ 

 index.htm)
69 资料来源：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秘书处/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

 (www.un.org/esa/dsd/csd/csd_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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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资料来源：Talk the Walk：通过市场推广与宣传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联合国环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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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资料来源：马拉喀什进程秘书处
76 基于Thomas Princen, The Logic of Sufficiency (2005)

 E.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yful 1973
77 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术语词汇表（来源出版物-劳动密集型投资计划 

 （EIIP），国际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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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资料来源：漂绿指数：Terrachoice（2009）漂绿的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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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unep.fr/scp/compact/learn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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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资料来源：千年生态系统评估(www.maweb.org/en/About.aspx#1)
84 资料来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

 (http://unfccc.int/kyoto_protocol/mechanisms/clean_development_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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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UNEP D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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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资料来源：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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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SETAC）生命周期倡议
112 资料来源：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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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carbon-footprint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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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商务词典：(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consumption.html)
120 基于：商务词典

 (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consumer.html)
121 基于：国际消费者联会与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

 (www.un.org/esa/sustdev/publications/consumption_en.pdf)
122 基于：国际消费者联会提供的数据。
123 基于国际消费者联会及OECD提供的数据。
12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通过结论，1997/2，联合国人道事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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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基于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J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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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NY：St. Martin出版社



59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ABC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概念阐释

135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术语词汇表（最初资料来源：联合国，

欧洲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2005，Handboo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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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best-management-practice-BMP.html)

59





何谓马拉喀什进程？

马拉喀什进程曾经是一项全球性进程，用于支持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项目和

策略的实施以及十年计划框架计划（10YFP）的制定。

该进程积极响应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期望制定一项十

年计划框架，以支持各国家和地区关于促进向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转变的提议。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2010/2011两年例会上对十年计划框架提案进行了审查。马拉

喀什进程得名于2003年首届十年计划框架国际专家会议的举办地——马拉喀什市。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是该项全球进程的协调机构，此外该进

程还得到各国政府、合作发展机构、私人部门、公民社会和其他相关方的积极参

与。 

欲了解马拉喀什进程的更多详情，请浏览网站

www.unep.fr/scp/马拉喀什, http://esa.un.org/马拉喀什process/

或发送电邮至  Adriana.Zacarias@unep.org，联系 Adriana Zacarias （女士）





关于环境署的技术、工业与经济司 

环境署的技术、工业与经济司（DTIE）帮
助各国政府、地方当局、各行各业的决策
者制定并执行以可持续发展为重心的政策
与实践。 

技术、工业与经济司旨在推动：

>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  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

>  对化学品进行适当管理；

> 将环境成本融入发展政策

设于巴黎的主任办公室通过以下机构协调各项活动：

>  国际环境技术中心—IETC(大阪，滋贺)，执行废弃物、水务及灾害的综合管理项目，

尤其注重亚洲事务。

>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处（巴黎），通过全球市场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以为人类

发展做出贡献。

>  化学品处（日内瓦），加速全球行动，以期实现化学品的健全管理及改善全球化学品

安全。

>  能源处（巴黎及内罗毕），推动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与交通政策，鼓励对可再

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源效率方面进行投资。

>  臭氧行动处（巴黎），支持在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逐步淘汰臭氧层消耗物

质，确保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贯彻执行。　

>  经济贸易处（日内瓦），协助各国将环境因素融入经济与贸易政策，并通过与经济部

门合作，将这些政策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经济贸易处也承担刊发绿色经济报告的职

责。

DTIE与许多部门合作（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和项目、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

组织、企业、行业、媒体和公众）以改善知识与信息交流，提高人们的认识水

平，并促进技术合作以及国际公约和协定的实施。

如需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unep.org/dtie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络： 

联合国环境署技术、经济、工业司 

(DTIE)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处 

15 rue de Milan
75441 Paris Cedex 09
France
电话：+33 1 44 37 14 50
传真：+33 1 44 37 14 74
电子邮件：unep.tie@unep.org
http://www.unep.fr/scp/马拉喀什/

自199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国际社
会已经认识到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
罪魁祸首是消费与生产中不可持续
的发展模式（二十一世纪议程）。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已日益成
为全球优先考虑事项及挑战，若能
实现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那么将为
消除贫困、低碳整合/共容绿色经济
转型、解决其它的全球挑战（如气
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

本出版物旨在阐明与可持续消费与
生产有关的主要术语和概念，以及
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其他术语，其
主要目标在于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
产中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与
合作。本出版物是在SCP专家、决策
者、研究学者和众多非政府组织共
同努力下诞生的。其定义的编制来
源于不同的资料，本出版物并非要
对全球公认的定义加以介绍，文中
大部分定义均可能在未来继续发展
演变。

www.unep.or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P.O. Box 30552, 00100 Nairobi, Kenya
电话：(254-20) 7621234
传真：(254-20) 7623927
电子邮件： uneppub@unep.org
网址： www.unep.org

DTI/1501/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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