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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 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 C34（通用设备制造业）、C35（专用设备

制造业）及 C432（通用设备修理）、C433（专用设备修理）

等行业生产企业。本指标体系规定了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

理的相关要求，将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分

为五个方面，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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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及信息披露指标。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机械行业企业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

水平的自评估、第三方评价、绿色供应链管理评审、绿色供

应链管理潜力分析等。

2 指标体系

2.1 指标说明

本指标体系根据机械行业特点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要

素进行指标选取。根据评价指标的性质，分为定量指标和定

性指标两种。

定量指标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反映“环境保护”和“能

源资源节约”等有关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的指标，综合考评

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状况和程度。定性指标根据国家

推行绿色制造的相关政策规划以及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相关要求进行选取，用于评价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性



2

及其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情况。

本指标体系中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依据是：国家或行业

有关政策、法规等文件中，已有明确要求的指标，按国家或

行业要求的数值执行；对尚无明确要求的，则以我国行业先

进水平为评价依据。定性指标的评价依据是，衡量该项指标

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根据企业实际执行情况

给予不同分值。

2.2 指标体系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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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名称 单位
最高

分值

指标

类型
评分标准

绿色供应链

管理

战略及制度
X1

（20分）

1 纳入公司发展规划 X11 - 6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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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内容完整性，酌情给分。

2 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X12 - 8 定性

具备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文件，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目标：1分；

绿色供应商管理、绿色生产、绿色回收、绿色物流和绿色信息披露

等管理制度：4分；

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2分；

绩效评价制度：1分；

根据内容完整性，酌情给分。

3 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满足绿色

供应链管理要求 X13 - 6 定量

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组织开展实施、监测、审核评审、改进活动，

确保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有专门机构和专人：6分；

无专门机构，有专人：4分；

无专门机构、无专人：0分。

4 制定绿色采购方案 X21 - 10 定量

绿色采购方案应当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绿色采购目标、标准：2分；

（二）绿色采购流程：2分；

（三）绿色供应商筛选、认定的条件和程序：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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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采购与

绿色供应商

管理 X2
（25分）

（四）绿色采购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频次等：2分；

（五）绿色采购绩效的评价：2分。

5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22 - 5 定量

（一）通过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或《环境管理体系要

求及使用指南》（GB/T24001-2016），和 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或《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2012）以及铸造、锻压、

焊接、电镀、机械加工、热处理、涂装、装配等工艺符合相关标准

性文件或地方法规 1的供应商占比：

达到 90%及以上 5分；

达到 80%及以上 4分；

达到 60%及以上 3分；

60%以下 0-2分。

6 采购产品绿色化 X23 - 3 定性

（一）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更环保的原材料，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优于相应的排放标准：1分；

（二）产品废弃后可以回收，易于拆卸、翻新，能够安全处置：1
分；

（三）采购产品包装物的减量化与再生利用性：1分。

采购产品满足《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GB/T 32161-2015）、《绿

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金属切削机床》（T/CMIF 14-2017）、《绿

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装载机》（T/CMIF 15-2017）、《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内燃机》（T/CMIF 16-2017）。

7 对供应商进行定期审核 X24 4 定量

（一）按照企业《绿色采购方案》对供应商进行定期审核（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2分；

（二）对外披露定期审核情况：2分。

8 对供应商进行绿色供应链管

理培训 X25 3 定量

每年对供应商进行培训超过 3次：3分；

低于 3次：2分；

无培训：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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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产
X3

（15分）

9
绿色设计符合《机械产品绿色

设 计 导 则 》（ GB/T
31206-2014）X31

3 定性

具备《机械产品绿色设计 导则》中相关要求：

绿色设计基本原则：1分；

绿色设计通用技术要求：1分；

绿色设计管理要求：1分。

10 节能环保合规 X32 5 定量

根据《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2低于 0.42kgce/万元：1分；

万元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量 3低于 18.48t/万元：1分；

万元工业增加值 SO2排放量 4低于 1.48kg/万元：1分；

万元工业增加值烟尘排放量 5低于 0.99kg/万元：1分；

万元工业增加值 COD排放量 6低于 1.77kg/万元：1分。

11

铸造、锻压、焊接、电镀、机

械加工、热处理、涂装、装配

等工艺符合相关标准性文件

或地方法规 X33

7 定性
铸造、锻压、焊接、电镀、机械加工、热处理、涂装、装配等工艺

符合相关标准性文件或地方法规 1。

回收再利用
X4

（20分）

12 回收体系完善 X41 - 5 定性

可通过自主回收、联合回收或委托回收等模式，规范回收废弃产品

和包装，直接处置或由专业企业处置利用，并鼓励在回收体系中应

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使回收过程可测量、可报告、可

核查。

13
根据《再制造 机械产品拆解

技术规范》，对机械产品进行

拆解 X42
5 定性

符合《再制造 机械产品拆解技术规范》（GB/T 32810-2016）中要

求。

14 再制造产品符合相关标准X43 5 定性 《再制造 机械产品表面修复技术规范》（GB/T 35977-2018）。

15 计算再制造率 X44 5 定量
根据《再制造率的计算方法》（GB/T 28620-2012）计算再制造率。

酌情给分。

16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

善 X51 - 10 定性
应用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数据收集、分析及评价系统，建设上下游

企业间信息共享、传递及披露平台等，实现绿色供应链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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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息平

台建设及信

息披露 X5
（20分）

实现上下游企业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物料绿色管控、资源

综合利用效率等信息的收集、管理和监测。

酌情给分。

17 披露企业自身和供应商节能

减排减碳信息 X52 - 4 定性

具体包括资源能源消耗情况、有害物质使用情况、能源资源利用效

率、年度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减少量、年度碳排放情况及减少量等信

息。

酌情给分。

18 披露高、中风险供应商审核率

及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53 - 2 定量
披露：3分；

未披露：0分。

19 公布供应商名单 X54 2 定量

披露供应商名单数量占供应商总量的比率：

达到 80%及以上：2分；

达到 60%及以上：1分；

60%以下，酌情给分。

20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绿

色供应链管理相关信息）X55 - 2 定性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根绝内容是否完整，酌情打分。

备注：1.铸造符合《绿色制造通用技术导则 铸造》、《铸造企业准入件》；

电镀符合《电镀行业规范条件》中节能环保要求，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HJ/T314-2006）要求；

切削加工符合《清洁生产标准 金属切削加工》（DB11/T 673-2009）的相关要求；

热处理符合《热处理行业规范条件公告》要求；

涂装根据《涂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达到 II 级；

装配符合《机械行业节能设计规范》（JBJ14-2004）、《机械工业工程节能设计规范》（GB 50910-2013）中对装配的相关要求；

若无相关依据，企业可以依据其它相关文件进行论证。

工艺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01）、《GB 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 年修订）、《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2013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7

2.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指报告期内企业的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消费量的总和与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3.万元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量：指报告期企业厂区内用于生产和生活用新鲜水水量与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4.万元工业增加值 SO2 排放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量与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5.万元工业增加值烟尘排放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厂区内的燃料燃烧产生的烟气中夹带颗粒物的量与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6.万元工业增加值 COD 排放量：指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所含化学需氧量的纯重量。它可以通过下面的计算公式求得：

万元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化学需氧量的平均浓度×报告期工业废水排放量）/报告期企业工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的浓度，均以在企业排放口所测

的数字为准（含有一类污染物的废水一律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出口取样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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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方法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MGSCI=X11+X12+X13+X21+X22+X23+X24+X25+X31+

X32+X33+X41+X42+X43+X44+X51+X52+X53+X54+X55 ，

式中MGSCI为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

经评价，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大于 90 分（含等于）的

机械行业企业，认定为“机械行业五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大于 85分（含等于）小于 90分的企业，认定为“机械

行业四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大于 80分（含等于）小

于 85分的企业，认定为“机械行业三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大于 75分（含等于）小于 80分的企业，认定为“机械

行业二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大于 70分（含等于）小

于 75分的企业，认定为“机械行业一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