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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分配、销售、废弃物处理以及大量产品的重
复利用无处不在，将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联系起
来。一个国家的消费模式可能会对附近国家，甚
至远方国家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
 
第一章围绕生命周期的核心观点，详细阐述了可
持续消费与生产的概念及方法的演变过程。可持
续消费与生产重点关注于可持续性和产品与服务
价值链在各阶段的高效资源管理。鼓励开发出的
工艺流程能在带来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并提高
生产力的同时，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并减少废弃物
（包括有毒物质）的产生。同时，此类改进还能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并将可持续挑战的解决方案
转变为业务、就业和出口方面的机遇。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根本目标是使经济发展与环
境恶化脱钩。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的实现将持
续推动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的改
善，其中包括卫生和教育事业的改善。换言之，
即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宗旨为：在产品的整个生
命周期内，实现“效率提升、事半功倍”，并改
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通过“减小”资源消耗、
环境恶化以及废弃物和污染物方面的影响，提
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全球层面上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全球展望》也回顾了全
球众多政府间组织、企业和民间社会为推动可持
续消费与生产而做出的努力进行了回顾。（见第
二章），并强调：在政府间组织层面上，将某种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方法作为一项国际承诺和目标
是解决上述挑战的一项重要里程碑。1992年在巴
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议（地
球峰会）和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
续发展峰会(WSSD)为在地区和国家层面推动可持
续消费与生产奠定了国际基础。除此之外，各国
政府在推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时还采用了另一种
重要方式，即就多边环境协议（MEA）展开谈判
并执行多边环境协议。尽管大部分多边环境协议
并未明确规定适用于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但实际
上却影响或改变了产品生命周期的许多阶段。例
如，关于臭氧层破坏的定义和理解对加快各方就
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和蒙特利尔
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达成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各国政府也因
此在许多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处理阶段减少或限
制了使用或会破坏臭氧层的物质。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全球展望》一书由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写，并获欧盟委员会财务支
持。本书回顾了在促进向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
式转变方面的部分代表性政策和倡议。全书共
有56个案例说明，内容不仅涵盖国际多边协议
和区域策略，还包括各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
组织目前正在执行的特定政策和倡议。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介绍关于促进可持
续消费与生产方面的现有活动和最佳实践，并
提供如何适应、借鉴和推广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政策和倡议的相关建议，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最终目标献言献策。

实现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势在必行

尽管在过去30年内世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帮助数百万人成功脱困，并让越来越多的
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
系列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已
严重危及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甚至可能
导致经济倒退。在全球范围内，资源消耗持
续攀升，环境污染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日益悬
殊。随着我们对地球家园生态环境极限认识的
不断加深，我们也愈发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所面
临的挑战正在日益加剧。

值此书撰写之际，全球经济体系仍在深受近期
的多重危机折磨，并给世界各地的贫困人口
带来沉重灾难。飘忽不定、节节攀升的油价
给经济发展成果施加了更多压力。而部分受油
价上涨因素推动而迅速蹿升的食品和农产品价
格则进一步反映出经济和环境挑战之间的内在
联系。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
亿，鉴于目前的消费趋势，届时如何满足全世
界人口的食物需求将是一项巨大挑战。因此，
建立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食物供应体系显然已
迫在眉睫。

目前，自然资源消耗量持续攀升，如果世界经
济继续按照预期的增长速度发展，自然资源的
枯竭速度将进一步加剧。这给不可再生资源和
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可再生资源同时敲响了警
钟，因为过度开采可导致生态系统崩溃，且一
旦崩溃便无法挽回。
 
迎接所有这些挑战的一个共同举措便是齐心协
力、相互协作，共同战胜它们。如今，世界各
地的联系异常紧密，供应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
的全球性供应链。资源开采、中间原料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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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间组织还通过各种主题活动来努力推
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例如，为响应2002年世界
可持续发展峰会的号召，期望制定一项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十年计划框架（10YFP）的非正式多方
进程——马拉喀什进程，以便帮助建立起一个在
全球范围内推广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全球性多方
对话与合作平台。马拉喀什进程帮助建立起了7
个特定主题的工作组，并开发出许多专门技术和
方法，以为在地区、国家和层面上推动和实现可
持续消费与生产提供支持。目前，这些工作组已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许多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方面的相关政策、能力建设方法及示范项目。
 
在这些活动进行的同时，企业为推动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在过去几十年间也开发并实施了如环境
管理体系（EMS）等一系列相关工具。该体系现
已成为企业实施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理念的重要方
法，它不仅改善了企业环境表现，还降低了环境
成本。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标准和相关工具，为全球各地的公司
进行生命周期评估（LCA）提供指导等方面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ISO14000系列标准可以使各机构
确定和管理其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制定环境
表现目标，并在管理环境影响的过程中采用生命
周期观点。

关于可持续发展承诺的报告也越来越普遍，且
对于企业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全球报告倡议组
织（GRI）已制定了相应的报告准则和通用表现
指标，供企业衡量和报告其经营状况的可持续
性。以建立这样一个全球认可的综合报告体系为
目标，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和威尔士亲王可持续
性会计项目（the Prince’s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Project）共同宣布成立国际综
合报告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以便通过一种简洁明
了、连贯一致且具可比性的形式将财务、环境、
社会和管理信息综合起来。  

在全球层面上，民间社会组织（CSO）是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领域一股十分多样化的力量。在过去
数十年间，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均取得重大发展，
从最初仅涉及个别问题的小型组织，逐渐发展为
活动多样、财政实力雄厚的大型国际组织。通过
与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相关方合作，许多民间
社会组织还显著提升了其影响力，且在各个方
面，这种合作均已成为推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
重要方式。

长期以来，民间社会组织还在一些重要的自愿性
标准的制定和协调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
如，国际公平贸易组织（FLO）承担着为约15个
种类的产品添加公平贸易标签的工作，产品涵盖
农产品、黄金、球类体育用品等多个种类。该组
织通过其标签帮助消费者识别在更公平、环保的

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从而推动可持续消费。
此外，该标签对可持续生产的推动表现在确保各
类产品的定价能够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从而为生产商提供了改善其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途
径。2008年至2009年间，全球范围内经国际公平
贸易标签组织认证的产品销售额显著增加了15%，
约为34亿欧元。

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行
动
 
在地区层面，许多政府间机构成功建立起了一系
列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体系，如欧盟的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和可持续工业政策（SCP/SIP）行动方案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 Policy Action Plan）
。在马拉喀什进程的支持与帮助下，非洲地区、
阿拉伯地区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同样制定
了一系列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战略。并且这些战略
已经得到了当地相关政府间机构的支持与认可。

在下文关于各地区情况介绍的章节（3至8章）
中，我们对由政府机构、企业和民间社会从事的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活动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这
三类参与方所采用或推广的工具方法的类型（法
律性质、经济性质、自愿性质或信息化性质）。 

在非洲，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区域十年计划框
架催生了许多次区域、国家和地方性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计划的开发和实施。例如，坦桑尼亚
和埃及开罗均实施了一些试点项目，旨在帮助
在国家和城市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发展政策和
行动方案中，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列为主流趋
势。而近期成立的非洲生态标签机制（African 
Ecolabelling Mechanism）则将为非洲地区生态
标签计划的实施提供帮助并进行协调，以便更好
地对可持续产品进行标识，并增加此类产品在非
洲地区和非洲以外地区的市场份额。

在非洲地区，各国的国家清洁生产中心（NCPC）
十分活跃，在它们的帮助下，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非洲圆桌会议在2002年成功开展，该会议在各种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活动的执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非洲的许多企业则通过与当地社会建立联
系、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和主动报告的方式，将企
业社会责任（SCR）融入企业经营之中。非洲的民
间社会组织则关注于教育、技能开发、提倡清洁
生产方式和保护自然资源；所有这些均有助于改
善赋权和能力建设。当同时具备技术和经济能力
时，该群体有可能会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理念传
播到更多的乡村和城市地区（见第四章）。

在亚太地区，作为一种缓解贫困和环境可持续
性之间紧张局势的方式，绿色增长倡议（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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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Initiative） 已被各国广泛采纳。该倡
议提倡在改善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益的同时，努力
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开发可持续基础设施，
并进行绿色税务改革。而亚洲地区的另一项重要
倡议则是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转型亚洲项目”
（SWITCH Asia Programme），该项目致力于在
中小型企业（SME）中推广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并帮助亚洲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实现向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方式的转变。迄今为止，“转型亚洲项
目”已向来自15个亚洲国家的47个项目提供过资
助，资助领域涉及政府绿色采购、清洁生产和生
态标签等多项领域。亚洲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多
方参与平台，这便是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亚太区圆
桌会议，该会议正逐渐成为一个日益活跃的对话
和合作论坛（见第五章）。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LAC），一个名
为“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领域政府专家区域委员
会”（ Regional Council of Government Experts 
on SCP）的组织于2003年成立，以便为该地区可
持续消费与生产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持。该委员会
与“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环境部长论坛”（LAC 
Forum of Environment Ministers）紧密合作，
而后者对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区域策略中的多
项重要元素表示支持。该地区目前确立了四项可
持续消费与生产领域的首要任务：各国的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行动方案、可持续政府采购（SPP）
、中小型企业、教育与可持续生活方式。此外，

该地区还在次区域层面上进行了多项活动，如成
立了关于可持续政府采购领域的“中美洲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Central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等。南方
共同市场（Mercosur）各国还制订了关于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方面的推动和合作政策，以协调各项
政策，提倡在政府采购和可持续消费领域展开合
作，鼓励生态创新和推进教育。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95%以上的企业均
为微型企业或中小型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在该地
区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足50%，但却提
供了近乎70%的就业岗位。为提升中小型企业的
社会管理和环境管理水平，多家组织和机构开发
出了越来越多的工具和方法，如全球报告倡议组
织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的各项指南、企业社会责任
的各项指标、清洁生产和资源效率方面的培训等
等。各国的国家清洁生产中心已成为帮助企业采
用优秀环保实践并向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方式转变
的重要力量（见第六章）。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领域的相关政策在该委员会管理区域不同
国家的执行程度反映出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和管
理方式方面存在的广泛差异。在欧盟和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区域内，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被列为政治议程上
的重要事项。欧洲2020战略（The Europe 2020 

非洲生态标志 Eco Mark Africa 

“非洲生态标志”标签由非洲生态标签机制创
建，并受到非盟委员会的支持。其主办方为位
于肯尼亚内罗毕的非洲标准化组织（ARSO）。

在马拉喀什非洲合作工作队，该计划与非洲和
德国技术合作署（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DIZ）携手
合作，该计划通过在产品标准中加入生态指
标，从而在非洲地区的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中
推广非洲产品。其目标是：在农业、林业、渔
业和旅游业中制造出含有可靠标识的可持续产
品；提高非洲品牌的品牌价值；提升非洲可持
续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该计划使非洲本
土产品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上的市场份额
均有所增加（UNEP和ARSCP，未注明日期）。

非洲的许多国家均已认识到生态标签的重要
性，例如：

•	 突尼斯拥有与欧盟
相当的国家有机
标准，该标准关
注于改善环境质
量，维护消费者的
健康和安全，和提
升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
力。2007年，突尼斯启动了
一系列试点产品计划，涵盖纺织、旅游、
肥皂和洗涤剂以及农业等多个领域（联合
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08） 

•	 肯尼亚 作为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与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
场（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上最大的皮革产品出
口国，目前正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帮助
下，积极制定本国的生态标签标准，以满
足欧盟在皮革方面的相关标准要求，并充
分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努力提高国际市
场份额（Janisch，2007）。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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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强调“明智、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
长”（‘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其中包括在资源效率方面的一项旗
舰计划。尽管东南欧（SEE）与东欧、高加索和
中亚地区（EECCA）尚未制定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领域的区域性战略，但部分国家却已制定出国家
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作为其
中的一项重要优先事项。在该次区域，监管工具
是最为常见的工具，同时还伴有相关政策，如化
学品使用以及建筑和能源标签方面的相关标准
等。北美地区则由于有效利用了企业与民间社会
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引起广泛关注，例如多方参与
的进程共同促成了建筑物“领先能源与环境设
计”（LEED）认证的诞生。美国的政府部门通过
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必须采购节
能、节水的环保产品，向市场发出了强烈的信
号。

总而言之，在应对公众呼吁提供更多可持续产品
和改善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时，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管理区域内各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零售商不仅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管理区域内推动上游环节不断改善，在全球
市场亦是如此。在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区域
内，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活动对形成行业共识（如
欧洲食品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圆桌会议和欧盟零售
商论坛），和促进旨在推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
合作行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民间社会组织的性质
多种多样，他们可以促进合作，与企业界共建交
流平台并参与交流，就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信息进行沟通，培养能力，设置标
准等等。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s）便是
其中很好一例，这是一项提倡可持续生活方式，
并探索降低人类对石油依赖性的实际解决方案的
计划。该计划现已拓展至世界各地，遍及全球约
130个国家（见第七章）。

在西亚地区，相关区域性政府间机构于2009年
签署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阿拉伯地区战略”
（the Arab Regional Strategy for SCP）。

转型亚洲项目

“转型亚洲项目”由欧盟委员会根据其在亚洲
的区域性项目战略文件（Strategy Document 
for Regional Programming in Asia）设立，
并可在2007至2013年间获得1.52亿欧元的资
助。该项目致力于在中小型企业（SME）中推
广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并帮助亚洲地区的政
策制定者实现向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方式的转
变。“转型亚洲项目”由以下三项战略部门组
成：

1)“项目审批”部，通过项目审批，向那些具
有复制潜力且可大量减少二氧化碳排量、资
源消耗量、能源消耗量和耗水量的项目提供
资助。迄今为止，“转型亚洲项目”已向来
自15个亚洲国家的47个项目提供过资助，涉
及绿色供应链、生态产品营销、政府绿色采
购、清洁生产、生态标签和扶贫产品等多项
领域。

2）“关系服务”部，为提高项目活动的质量
和影响力，并促使亚洲的政策制定者采纳成
功项目，该部门将为受转型亚洲资助的项目
提供支持。

3）“政策支持”部，于2010年成立，旨在推
动亚洲地区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在地区层面上，主要通过与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合作，共同推进能力建设的方式
来实现。此外，还有由欧盟代表所管理的
国家政策支持部，该部门主要关注于已具
备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工具的运用经验的特
定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
和菲律宾。

除推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方面的具体实践
外，项目还采用了许多创新复制机制，如自
愿协议、公私合作、更新技术标准或扶持现
有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服务的提供商等，以实
现各个国家在该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 
EuropeAi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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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提倡使用环保产品和服务；保护水、能源
和其他自然资源，并为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生
活方式积极贡献。该策略确定了以下六项首要
任务：（1）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使用能源；
（2）水资源管理；（3）废弃物管理；（4）农
村发展和消除贫困；（5）教育和可持续生活方
式；（6）可持续旅游。 通过诸如“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阿拉伯地区圆桌会议”（Arab Regional 
Roundtable on SCP）等倡议，可持续消费与生
产领域相关政策和倡议的区域合作得到了加强。
此外，该地区环境政策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如出
现了一些改善电网效率、提供新型交通方式和新
技术等方面的新政策。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各成员国之间的电网互连，科威特合理的能源
使用项目，以及马斯达尔绿色城市（Masdar 
Green City）和卡塔尔用水政策（Qatar Water 
Policy）都是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很好例证（见
第八章）。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全球展望》提供了整个
产品价值链内不同部门、不同主题的一系列市
场、法规和自愿性政策工具和倡议，内容涉及所

有主要利益相关方。例如，约旦对进口的环保型
混合动力汽车只征收50%的税金，这便属于政策
方面的范例；而欧盟管理化学品的REACH（化学
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则属于法律工
具方面的范例。信息化工具则包括巴西、厄瓜
多尔和南非等国的国家绿色通行证（National 
Green Passport）活动。

就国家层面而言，许多国家均采取了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行动方案或战略。如非洲的加纳、毛里求
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地区，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均已起草
了此类行动方案。而在欧盟地区，捷克共和国、
芬兰、波兰和英国都制定出了各自国家在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领域的全国性专门行动方案。而在其
他一些地区，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则被纳入其他一
些规划流程中。例如，在东南欧地区、东欧、高
加索和中亚地区、北美地区和西亚地区，国家层
面上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规划已成为可持续发展
领域现有国家战略或其他中短期发展计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CCAD）
关于可持续政府采购的倡议

在任何市场，政府都是最大的消费者之一。中
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清醒认识到政府采购的
强大作用，为促进各个国家的可持续政府采
购，各国政府共同启动了一项倡议。

制定这项“关于政府采购的区域政策”（The 
Regional Policy on Public Procurement）旨
在提高政府采购的成本效率，同时探索材料、
资源和能源的更有效利用、保障人民健康，并
培育发展一个同时涵盖可持续和创新型商品和
服务的区域市场。各国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均参
与了该政策的磋商，其中包括来自环境部、经
济部、农业部、旅游部和劳动部、政府采购部
门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多名代表。

该政策预测了国家和地方在以下四个具体方面
可能会遇到的干预：

（1） 制度方面，确保相关信息和方法符合各国
国情；

（2） 法律方面，确保各成员国的可持续政府采
购连贯地融入各自的法律中，并确保各成
员国之间政府采购政策协调一致；

（3） 技术方面，在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向可持续
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向其提供技术支
持；

（4） 信息和能力建设方面，为公共部门和私人
部门开发实施可持续政府采购所需的必备
技能。

于2010年集中精力制定出该项区域政策并成功获
批后，中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目前正与联合国
及其他机构展开合作，努力推进该政策在中美洲
国家的实施。该实施过程将基于之前在次区域进
行的试点项目所取得的结果，并重点关注由技术
管理与产业信息协会（the Centro de Gestión 
Tecnológica e Informática Industrial/
CEGESTI，哥斯达黎加）制定的绿色采购指导方
针和马拉喀什工作队关于可持续政府采购的方
法。中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已基于试点项目
在该地区多个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的实施结
果，针对拉丁美洲的具体情况对该方法进行了相
应调整（UNEP，2008d；CEGESTI, 2008）。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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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太地区，自2005年以来，全国性绿色增长
战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战略以可持续基
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为重点，旨在消除贫困的同
时，努力提高国民收入并改善生态效益。许多
政府还将目标瞄准特定行业的政策，将各种增
长战略有机的结合，以共同促进可持续农业。
开放透明的协商程序和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
与，对于这类全国性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行动方
案的制定和进一步成功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项目依然面临严重的资金
挑战，并仍然依赖于国际援助。就行动的消费
方面而言，差距也依然存在。
 

由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发扬推广的倡
议计划和工具方法

企业在推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过程中扮演着非
常活跃的角色。实际上，许多信息化政策和计划
都是自愿性的，并以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原则
（CSER）为基础。目前在许多地区，使用可持续
性报告的趋势都在上升，表明实施资源效率、清
洁生产和环境管理计划的企业数量在逐渐增加。
同样，环境管理标准也被越来越多地采用。例
如，在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2006年至2010年期
间，采用ISO 14001标准的企业数量增长了130%
以上。此外，企业界还建立了许多信息共享平
台，以就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交流，如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
非洲企业可持续发展论坛（Africa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Forum）。

集雨水进行再利用等等。而其他农场通过更
加高效地使用饲料，和对化肥和粪肥采用不
同的管理方式等措施，提高了每头奶牛带来
的平均收入。此外，农场主还可以获得兽医
的额外帮助，以改善其牛群的卫生和生长
状况，以及信息技术设备和相关培训，从
而帮助他们对牛群的生长过程进行监控（J 
Sainsbury PLC，2010）。

根据Sainsbury的调查结果，牛群健康状况
和生长状况的改善为农场主带来了更多利
润，在2009年，农场主的利润总额增加了
160万英镑（J Sainsbury PLC，2010）。在
SDDG取得成功后，超市又将该方法推广到旗
下生产牛肉、羊肉、猪肉、鸡肉、鸡蛋、牛
奶、奶酪、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主要农业生
产基地。由于成功帮助其农场主减少了碳足
迹并节省了资金，Sainsbury还在2010年荣
获英国广播公司四套电台（Radio 4）食品
和农产品奖（Food and Farming Awards）和
最佳零售商奖（Best Retail Initiative）
，（J Sainsbury PLC，2010）。2006年，
英国全国消费者委员会（United Kingdom 
National Consumer Council）进行了一项名
为“绿色超市”（Greening Supermarkets）
的研究。研究内容为农产品的碳足迹和季节
性、废弃物以及可持续农业。研究结果表
明，在英国八家主要零售商中，Sainsbury
排名第二（与Marks & Spencer并列）。该
研究还强调了 Sainsbury在提供经海洋管理
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认
证的鱼类产品和有机农产品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Dibb，2006）。

农业食品领域的可持续供应链计划
   

总部位于英国第三大连锁超市的Sainsbury乳
制品发展集团（Sainsbury’s Dairy Develop-
ment Group，SDDG），发起了一个帮助农场主
和供应商以更具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
的倡议。SDDG与一家环境咨询机构合作，为其
生产商开发出了一个碳足迹模型。通过该模
型，公司可以向各农场主提供如何改善碳足迹
方面的建议。截至2010年，该公司已通过该
模型为超过325家SDDG农场，98家奶酪生产农
场，260家牛肉生产农场和1400家羊肉生产农
场进行了碳足迹计算（J Sainsbury PLC，2010
）。该公司宣称，在SDDG农场内，只需采取一
些简单措施便可减少部分能耗和排放量，如收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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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间社会组织（CSO）在确保政府和企业
坚持关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方面，同样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世界各地，民间社会组织始终是可持
续消费与生产的坚强拥护者，和向民众进行宣传
介绍、提供培训、授权和赋权的重要渠道。尤其
在非洲，民间社会组织还通过资助可持续产品的
发展，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创办企业以增加收
入等方式填补了该地区对可持续产品支持力度不
够的缺陷。在西亚地区，许多民间社会组织的活
动虽然没有被冠以与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相关的名
称，却通过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各种活动和教育
计划，明显推动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尽管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已采取了一系列
广泛的活动。然而，我们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才
能实现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的目标，而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马斯达尔市立志成为一座零废弃物、零碳城市
（马斯达尔，2011c）。该市据阿布扎比市中心
约17千米，预计建成后将容纳4万名市民和数百
家企业。该项目的大部分种子资金均由阿布扎
比政府提供，数额约为150亿美元（《经济学
家》，2008）。

迄今为止，已建成了六座大楼和部分基础设
施，体现了实现零碳和零废弃物城市规划的一
些先进技术，其中包括（马斯达尔，2011b）：

•	 将生命周期思想融入所使用的材料中，大幅
削减了隐含碳的数量；

•	 精心设计，努力维持充足的阳光，并采用无
源照明和无源通风系统；

•	 目前，交通方式为清洁无污染的电动公共汽
车，后期阶段将加入地铁和轻轨；

•	 高效的建筑物能源效率；

•	 太阳能的充分利用；

•	 通过使用高效的配件和固定装置以及微灌技
术降低建筑物的耗水量，从而实现节水；

•	 水循环系统可将60%的水回收，以进行重复
利用、循环利用或堆肥。

马斯达尔市努力履行由非政府组织 B i o 
Regional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推出的“一
个星球生存”（One Planet Living™ ）计
划原则，并致力于满足可持续性标准，以成
为一个地球社区（One Planet Community）
中 合 格 的 一 员 （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 
2008）。

绿色城市：马斯达尔

马斯达尔建立于2006年，是一家受商业利益
驱动的企业，旨在将阿布扎比打造成为著名
的再生能源知识、发展和实施发源地和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典范（马斯达尔，2011a）。
马斯达尔致力于通过对资本密集型长期投资
的有效管理，为酋长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效
益，并带来切实可行的社会效益（马斯达
尔，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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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某些企业倡议还专注于对生命周
期方法下的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领域进行创
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部分企业还通过
引进清洁能源、减少使用环境有害原料和回收利
用废弃物等方式，将关注点特别放在生产流程的
改善上面。发展中国家和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
国家的清洁生产中心则通过生成关于节约型实践
方面的数据和向中小型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的方式
为企业提供长期支持。许多政府战略均已认识到
专门资助的必要性，如呼吁建立《小型企业法》
（Small Business Act），以帮助中小型企业
应对全球化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效能欧
洲”（Resource-Efficient Europe）战略。尽
管取得了以上可喜变化，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仍
尚未成为进行经济决策时考虑的核心标准，因此
阻碍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方面优秀做法的复制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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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为了实现必要的消费与生产模式转换，在所
有层面上加强合作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将显得
至关重要。
 

未来之路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本报告中介绍的现有政策法
规、工具方法和项目计划，并对其进行拓展和改
进；同时还需要开发出更多创新战略。本报告的
最后一章为我们总结了本报告的主要发现成果，
并向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决策者
提供了一些建议，旨在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最
佳实践的推广和复制，并加快向可持续消费与生
产方式转变的进程。

在我们翘首以盼，准备迎接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会议（里约+20）来临之际，在全世界范围

内执行现有政策，推广能力建设活动，并分享
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方面的经验显然已必
不可少。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19届会议
（the 19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所述，就这一点而
言，建立一个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十年计划框架
将发挥关键作用。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全球展望》只是这项宏
伟征程中的一小步，本报告希望通过收集关于可
持续消费与生产的相关信息，帮助实现向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模式转变。在这项努力以及马拉喀
什进程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之
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继续收集可持续消费与
生产领域的优秀倡议和实践，我们将本着与各地
区和各部门分享信息的目标，通过与各利益相关
方和联合国机构的密切合作将其实现。这些努力
可能会在将来帮助建立一个结构更加合理、更具

可持续林业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是一家提供可持续
林业产品认证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该机构
通过使用一项被广泛认可的标志，向消费者提
供值得信赖的信息，并帮助生产商从可持续的
森林资源管理方式中获利。

森林管理委员会对林业供应链的不同环节区别
对待这一特点便证明了其作为标准制定中的最
佳典范。由于木材首先是一种农产品，然后才
经过加工，因此，森林管理委员会相应地设有
面向森林管理人的森林管理认证，面向从事林
产品生产、贸易或加工的企业的产销监管链
（CoC）认证。此外，森林管理委员会还设有
受控木材（Controlled Wood）标准，以帮助
企业确保在混合使用经FSC认证和未经FSC认证
的木材时，不会产生高致害性物质。这些规定
还确保具有重要文化、生态、经济或宗教价值
的地点可以得到有效保护。森林管理委员会还
依据其森林管理标准，在充分考虑了森林工人
和小型社区生产商所面临的挑战，并承认和尊
重原住民的权利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参与式
森林管理模型。该模型使得来自不同群体的森
林所有人可以在一个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下携
手合作，并分担成本。同样，产销监管链认证
也充分考虑了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不同需求
和可用资源。

森林管理委员会还以其稳健的治理结构而
著称。公司设有一个全员大会（General 
Assembly），下设社会、环境和经济三个分
会，每个分会又分为南北两个小组。森林管
理委员会提倡广泛的多方参与机制，其中包
括：非政府机构、原住民社团、工会、学术
团体、科研机构、员工、认证机构、行业协
会、批发商、零售商、交易商、林业企业、
消费者和贸易协会等。

森林管理委员会在全球50多个国家内均设有
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与各自所在国家的相关
利益方（如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以为国
家标准的制定提供帮助，并帮助提升小型企
业的能力，以使其满足认证要求，这一点尤
其重要。截至2011年3月，共有1030家森林
管理企业获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覆盖81个
国家内的1.4114亿公顷森林。

资料来源：森林管理委员会（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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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的全球信息交换中心，从而促进信息、知识
和有效政策的交流，并推广传播能力建设工具方
法。该信息交换中心可能会在促进全球对话、交
流和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加快向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模式转变的进程。
 

我们欢迎您继续通过以下网站踊跃投稿： http://web2.unep.fr/globaloutlook/Login.aspx

本报告的全文下载地址： http://www.unep.fr/scp/go/publications.htm

鼓励所有领域的决策人积极行动，以
实现以下目标：

•	 持续消费与生产纳入政策框架和战略计划。

•	 确保收集更多的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数据，以
衡量政策的有效性并跟踪政策的执行进度。

•	 从经验中学习，制定最优政策组合。

•	 提供有效的政策框架，鼓励企业对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进行投资。

•	 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外，采用另一种经济发展
的衡量方法。

•	 更加重视需求方，以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	 通过政

•	 有效利用各参与方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
系，并进一步发展该关系。

中国和越南的绿色企业实践

TanTec公司在位于中国和越南的制革厂为海外
公司生产皮革用具，通过采用节能和废弃物
管理实践，公司成本显著降低。按照公司首席
执行官的说法，之所以取得该成绩，关键在于
公司坚持创新，并不断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该公司将现有的内外基准结合起来，并与公司
目前的生产效能进行比较。相应地，与由英国
皮革技术中心计算的皮革行业每平方米皮革大
约52兆焦耳的标准相比，TanTec公司胡志明
分厂每平方米皮革平均仅消耗33兆焦耳能源
（Leather International，2010）。

减少能源消耗是通过一系列改进措施实现的，
这些措施包括：安装持续可控的压缩机和水
泵、改装干燥机、安装高效节能复鞣鼓、将加
热能源从汽油变为液化天然气。此外，工厂还
投资建立了包含光传感器和定时控制功能的高
效照明系统，并采用了半透明塑料面板，从而
可以让光线穿透部分屋顶和墙壁进入室内。同

时，竹墙还使工厂实现了自然通风。公司还
使用芦苇草和“湿地”方式来管理和净化废
水，并使用太阳能光热和风能，这些都已成
为公司减少能源消耗的主要措施。目前，公
司的能源消耗量已经减少了40%，二氧化碳排
放量每年减少2700吨。此外，公司的耗水量
和化学用品消耗量也分别减少了50%和15%。

资料来源：Leather 
Internation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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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全球展望》一

书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写，并获欧盟

委员会财务支持。在本书中，我们回顾

了在促进向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转变

方面的部分代表性政策和倡议。本书内

容广泛，覆盖全球，包括大量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政策和倡议。全书共有56个案

例说明，内容不仅涵盖国际多边协议和

区域策略，还包括各地区目前正在执行

的特定政策和倡议。在审视了关键经济

部门如能源、运输和粮食部门、以及如

废弃物管理等综合方法的同时，还回顾

了如法律性质、经济性质、自愿性质或

用于提供信息的参考性质等政策制定工

具。本报告所载的关于推进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的行动和进展信息令人振奋。本

报告强调了最佳做法，并建议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和复制这些重要努力。《可持

续消费与生产政策全球展望》一书将为

Rio+20的对话与分析准备工作做出重要

贡献。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技术、经济与工业司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处

法国 

15 rue de Milan
75441 Paris Cedex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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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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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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 uneppub@unep.org
网址： www.une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