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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

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為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和《中國

製造2025》，工業和信息化部制定了《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加快推

動生態文明建設，促進工業綠色發展。

面臨的形勢

「 十二五 」時期，工業領域堅持將發展資源節約

型、環境友好型工業作為轉型升級的關鍵，圓

滿完成了「 十二五 」目標任務：大幅提升了工

業能效和水效，規模以上企業單位工業增加值

能耗累計下降28%，節約了6.9億噸標準煤，

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累計下降35%，提前一

年完成「 十二五 」淘汰落後產能任務；大範圍

地示範及推廣了工業清潔生產的先進技術，開

展有毒有害原料的替代工作，初步建立起工業

產品綠色設計推動機制；穩步壯大了工業資源

綜合利用產業規模，不斷提高技術裝備水平，

五年內利用了約70億噸大宗工業固體廢物、12

億噸再生資源；節能環保產業快速增長，2015

年節能環保裝備、資源綜合利用、節能服務等

產業產值約四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未來五年，是中國落實製造強國戰略的關鍵時

期，也是工業綠色發展的攻堅階段。中國工業

總體上尚未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發

展方式，資源能源消耗量大，生態環境問題比

較突出，迫切需要加快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

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綠色製造體系；加快推

動工業綠色發展，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

進工業穩增長、調結構的重要舉措，有利於節

能降耗、降本增效、增加綠色產品和服務的有

效供給、補齊綠色發展短板。

基本原則

創新驅動，標準引領 政策引導，市場推動

● 發展和創新工業綠色科技、管理模式和商業模

式，研發及推廣核心關鍵綠色工藝技術及裝備；

● 加快完善工業能效、水效、排放和資源綜合利

用等標準，依法實施綠色監管，引導綠色消費。

● 發揮政府在推動工業綠色發展中的引導作用，

優化工業結構和區域佈局，加強機制創新，

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 強化企業在推動工業綠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

激發企業活力和創造力，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改造存量，優化增量 全面推動，重點突破

● 加快傳統製造業綠色改造升級，鼓勵使用綠色

低碳能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淘汰落後設備工

藝，從源頭減少污染物產生；

● 積極引領新興產業高起點綠色發展，強化綠色設

計，加快開發綠色產品，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

● 著力解決重點行業、企業和區域發展中的資

源環境問題，充分發揮試點示範的帶動作用；

● 積極推動新興產業和中小企業的綠色發展，

加快提升工業綠色發展整體水平。

總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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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顯著增強能源利用效率 明顯提高資源利用水平

● 減緩工業能源消耗增速，繼續減低六大高耗能行

業佔工業增加值比重，主要行業單位產品能耗達

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部分工業行業碳排放量

接近峰值，顯著提高綠色低碳能源佔工業能源消

費量的比重。

● 進一步降低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提高大

宗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穩步提升主要

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率。

大幅提升清潔生產水平 加快發展綠色製造產業

● 普及先進適用清潔生產技術工藝及裝備，顯著提

高鋼鐵、水泥、造紙等重點行業清潔生產水平，

大幅減低工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

量、氨氮排放量，以及高風險污染物排放。

● 大幅增加綠色產品，顯著提升電動汽車及太

陽能、風電等新能源技術裝備製造水平，節

能環保裝備、產品與服務等綠色產業形成新

的經濟增長點。

初步建立綠色製造體系

● 基本建立綠色製造標準體系，工業廣泛應用綠色設計與評價，建立百家綠色示範園區和千家綠色示

範工廠，推廣和普及萬種綠色產品，主要產業初步形成綠色供應鏈。

「 十三五 」時期工業綠色發展主要指標

指標 2015年 2020年 累計降速

（1）規模以上企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下降（%） — — 18

 ● 噸鋼綜合能耗（千克標準煤） 572 560

 ● 水泥熟料綜合能耗（千克標準煤／噸） 112 105

 ● 電解鋁液交流電耗（千瓦時／噸） 13,350 13,200

 ● 煉油綜合能耗（千克標準油／噸） 65 63

 ● 乙烯綜合能耗（千克標準煤／噸） 816 790

 ● 合成氨綜合能耗（千克標準煤／噸） 1,331 1,300

 ● 紙及紙板綜合能耗（千克標準煤／噸） 530 480

（2）單位工業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 — 22

（3）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 — 23

（4）重點行業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下降（%） — — 20

（5）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 65 73

 ● 尾礦（%） 22 25

 ► 煤矸石（%） 68 71

 - 工業副產石膏（%） 47 60

 ● 鋼鐵冶煉渣（%） 79 95

 ● 赤泥（%） 4 10

（6）主要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量（億噸） 2.2 3.5

 ● 再生有色金屬（萬噸） 1,235 1,800

 ► 廢鋼鐵（萬噸） 8,330 15,000

 ► 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億台） 4 6.9

 ● 廢塑料（國內）（萬噸） 1,800 2,300

 ● 廢舊輪胎（萬噸） 550 850

（7）綠色低碳能源佔工業能源消費量比重（%） 12 15

（8）六大高耗能行業佔工業增加值比重（%） 27.8 25

（9）綠色製造產業產值（萬億元） 5.3 10

註：以上均為指導性指標，大多為全國平均值，各地區會結合實際情況設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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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務
一、提升能效

國家將堅持節約為先，大力推動能源消費革命，

提高工業能源利用效率，促進企業降本增效，

加快形成綠色集約化生產方式，增強製造業核

心競爭力。

推動結構節能

1. 加快發展能耗低、污染少的先進製造業和戰

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生產型製造轉型為服務

型製造。

2. 大力調整產品結構，積極開發高附加值、低

消耗、低排放產品。

3. 大力推動工業能源消費結構的綠色低碳轉型，

鼓勵企業開發或利用可再生能源，加快建設

工業企業分佈式能源中心，在具備條件的工

業園區或企業實施煤改氣，或以可再生能源

替代化石能源，推廣綠色照明。

強化技術節能

1. 繼續推動鍋爐、電機、變壓器等通用設備能

效提升工程，組織實施空壓機系統能效提升

計劃。

2. 實施系統節能改造，鼓勵集成、優化或運用

先進節能技術，推動工業節能從局部和單體

節能轉為全流程和系統節能。

3. 提升產品的輕量化水平，推廣複合材料、輕

合金、真空鍍鋁紙等高強韌度新型材料，推

廣超高強度鋼熱沖壓成形技術、真空高壓鑄

造、超高真空薄壁鑄造等輕量化成形工藝。

4. 實施工業園區節能改造工程，加強園區能源

梯級利用，推動集中供熱製冷。

管理節能

1. 建設重點企業能源管理體系，將該體系貫穿

於生產全過程，定期開展能源計量審查、能

源審計、能效診斷和對標，發掘節能潛力，

構建能效提升長效機制。

2. 實施重點行業能效領跑者引領行動，帶動行

業整體能效上升。

3. 圍繞中小工業企業的節能管理，搭建公共服

務平台，為企業引進節能服務，全面提升企

業的能源管理意識和能力。

4. 加強工業節能監察，開展強制性能耗、能效

標準貫標及落後用能設備淘汰等監察，實施

重點行業、重點用能企業專項監察和督查，

嚴格執行《節約能源法》和《工業節能管理

辦法》等法規。

5. 進一步完善覆蓋全國的省、市、縣三級節能

監察體系，完善硬件設施、開展業務培訓。

二、推廣清潔生產

中國工業將圍繞重點污染物開展清潔生產技術

改造，推廣綠色基礎製造工藝，降低污染物排

放量，落實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減少使用有毒有害原料

1. 修訂國家鼓勵的有毒有害原料替代目錄，引

導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無毒無害或低毒低

害原料，從源頭削減或避免污染物的產生。

2. 實施揮發性有機物削減計劃，在塗料、家

具、印刷等重點行業推廣替代或減量化技術。

應用清潔生產技術

1. 針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氨

氮、煙（粉）塵等主要污染物，引導重點行

業企業採用清潔生產技術。

2. 在長江、黃河等七大流域實施重點行業清潔

生產水平提升工程，降低造紙、化工、印

染、化學原料藥、電鍍等行業廢水排放總量

及化學需氧量、氨氮等污染物排放強度。

3. 防治工業領域土壤污染源頭，推廣先進適用

的土壤修復技術裝備和產品。

加強節水減污

1. 圍繞鋼鐵、化工、造紙、印染、飲料等高耗

水行業，實施用水企業水效領跑者引領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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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水平衡測試及水效對標達標，推動節水

技術改造，推廣工業節水工藝、技術和裝備。

2. 加強管理高耗水行業企業生產過程和工序的

用水，嚴格執行取水定額國家標準，圍繞高

耗水行業和缺水地區開展工業節水專項行動，

提高工業用水效率。

3. 推動水資源循環利用和工業廢水處理回用，

推廣特許經營、委託營運等專業化節水模式，

推動工業園區集約利用水資源，實行水資源

梯級優化利用和廢水集中處理回用。

推廣綠色基礎製造工藝

1. 推廣清潔高效製造工藝，減少製造過程的能

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2. 推動短流程、無廢棄物製造，重點發展近淨

成形、數字化無模鑄造、增材製造（3D 印

刷）、新型防腐蝕等短流程綠色節材技術，減

少生產過程的資源消耗。

三、優化資源利用

國家會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加

快建立循環型工業體系，促進企業、園區、行

業、區域間鏈接共生和協同利用，大幅度提高

資源利用效率。

綜合利用工業固體廢物

1. 選擇有基礎、有潛力、產業集聚和示範效應

明顯的地區，加強創新體制機制和運行管理

模式，打造完整的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產

業鏈。

2. 探索資源綜合利用產業區域協同發展新模式，

發揮各地優勢，推動區域資源綜合利用協同

發展，實施京津冀地區資源綜合利用產業協

同發展行動計劃，建立若干工業固體廢物綜

合利用跨省界協同發展示範區。

高效利用再生資源

1. 圍繞廢紙、廢橡膠、廢塑料、廢舊動力電池

等主要再生資源，推廣及應用先進而適用的

回收利用技術和裝備。

2. 建設一批再生資源產業集聚區，推動再生資

源跨區域協同利用，構建區域再生資源回收

利用體系。

3. 逐步規範行業秩序，定期發佈符合行業規範

條件的企業名單，培育再生資源行業骨幹企

業。

發展再製造

1. 圍繞傳統機電產品、高端裝備、在役裝備等

重點領域，實施高端、智能和在役再製造示

範工程，打造若干再製造產業示範區。

2. 加強研發和推廣再製造技術，應用再製造表

面工程、疲勞檢測與剩餘壽命評估、增材製

造等關鍵共性技術，開發自動化高效解體、

零部件綠色清洗、再製造產品服役壽命評

估、基於監測診斷的個性化設計和在役再製

造關鍵技術。

3. 引導再製造企業建立覆蓋再製造全流程的產

品信息化管理平台。

4. 推動再製造產品認證。

推行循環生產方式

1. 鼓勵造紙行業利用林業廢物及農作物秸稈等

製漿。

2. 推動各類園區進行循環化改造，實現生產過

程耦合和多聯產，提高園區資源產出率和綜

合競爭力。

四、促進低碳轉型

工業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點領域，中國要實現

2030年碳排放達峰目標，必須在加大工業節能

力度的同時多措並舉，推動部分行業、部分園

區率先達峰。

推動重點行業低碳轉型

1. 結合碳排放重點行業特點，制定重大低碳技

術推廣實施方案，推廣和應用先進而適用的

低碳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和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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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重點行業，選擇一批減排潛力大、成熟度

高、先進適用的重大低碳技術作示範推廣，

降低工業行業碳排放強度。

工業低碳發展試點示範

1. 繼續開展園區試點示範，結合新型工業化產

業示範基地建設，加大低碳工業園區建設力

度，制定國家低碳工業園區指南，推動園區

碳排放清單編製工作，鼓勵園區企業參與碳

排放權交易。

2. 開展低碳企業試點示範，引導企業實施低碳

發展戰略，逐步建立低碳企業評價標準、指

標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培育低碳標杆企業，

增強企業低碳競爭力。

五、提升科技支援水平

中國工業必須緊跟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

加快綠色科技創新，加大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力

度，增加綠色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給，發揮科技

創新在工業綠色發展中的引領作用。

研發綠色關鍵技術

1. 圍繞鋼鐵、有色、化工、建材、造紙等行業，

以新一代清潔高效可循環生產工藝裝備為重

點，結合國家科技重大工程、重大科技專項

等，突破一批工業綠色轉型核心關鍵技術，

研製一批重大裝備，支持傳統產業技術改造

升級。

2. 重點支持造紙行業研發高速造紙機智能化控

制設備、非木漿黑液高濃度提取及蒸發工藝。

研發綠色製造技術

1. 為應對節能環保、新能源裝備等綠色製造產

業的技術需求，加強研發核心關鍵技術，構

建支持綠色製造產業發展的技術體系。

2. 支持節能環保產業重點研發煤炭清潔高效利

用、高耗能行業節能新工藝等節能技術，揮

發性有機物在線分析儀、高濃度氨氮廢水處

理等環保技術及裝備。

3. 支持新能源裝備產業重點研發核心裝備部件

製造、並網、電網調度和運維管理等關鍵技

術。

研發綠色共性技術

1. 按照產品全生命週期理念，以提高工業綠色

發展技術水平為目標，加大綠色設計技術、

環保材料、綠色工藝與裝備、廢舊產品回收

資源化與再製造等領域共性技術的研發力度。

2. 重點突破產品輕量化、模塊化、集成化、智

能化等綠色設計共性技術，研發和推廣高性

能、輕量化、綠色環保的新材料，突破廢舊

金屬、廢塑料等產品智能分選與高值利用、

固體廢物精細拆解與清潔再生等關鍵產業化

技術，開展基於全生命週期的綠色評價技術

研究。

六、構建綠色製造體系

中國工業必須加強產品全生命週期綠色管理，

支持企業推行綠色設計，開發綠色產品，建設

綠色工廠，發展綠色工業園區，打造綠色供應

鏈，全面推動綠色製造體系建設工作。

開發綠色產品

1. 按照產品全生命週期綠色管理理念，遵循能

源資源消耗最低化、生態環境影響最小化、

可再生率最大化等原則，大力開展綠色設計

示範試點，以點帶面，加快開發具有無害

化、節能、環保、低耗、高可靠性、長壽命

和易回收等特性的綠色產品。

2. 積極推動綠色產品第三方評價和認證，發佈

工業綠色產品目錄，引導綠色生產，促進綠

色消費。

3. 建立各方協作機制，開展典型產品評價試點，

構建有效的監管機制。

創建綠色工廠

1. 按照廠房集約化、原料無害化、生產潔淨

化、廢物資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原則，分類

創建綠色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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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導企業按照綠色工廠建設標準建造、改造

和管理廠房，集約利用廠區。

3. 鼓勵企業使用清潔原料，嚴格分選和分別堆

放各種物料，避免污染。

4. 優先選用先進的清潔生產技術和高效的末端

治理裝備，推動水、氣、固體污染物資源化

和無害化利用，降低廠界環境噪聲、振動及

污染物排放，營造良好的職業衛生環境。

5. 採用電熱聯供、電熱冷聯供等技術，提高工

廠能源利用率，設置餘熱回收系統，有效利

用工藝過程和設備產生的餘（廢）熱。

6. 提高工廠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建

設廠區光伏電站、儲能系統、智能微電網和

能管中心。

發展綠色工業園區

1. 以企業集聚化發展、產業生態鏈接、建設服

務平台為重點，推動綠色工業園區建設工作。

2. 優化工業用地佈局和結構，提高土地節約集

約利用水平。

3. 積極利用餘熱、餘壓、廢熱資源，推行熱電

聯產、分佈式能源及光伏儲能一體化系統應

用，建設園區智能微電網，提高可再生能源

使用比例，實現整個園區能源梯級利用。

4. 加強水資源循環利用，推動供水、污水等基

礎設施綠色化改造，加強污水處理和循環再

利用。

5. 促進園區內企業之間廢物資源的交換利用，

在企業、園區之間通過鏈接共生、原料互供

和資源共享，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6. 構建資源環境統計監測基礎能力，發展園區

信息、技術、商貿等公共服務平台。

建立綠色供應鏈

國家會以電子電器、通信、機械、大型成套裝

備等行業的龍頭企業為依托，以綠色供應鏈標

準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為支撐，帶動上游零

部件或元器件供應商和下游回收處理企業，在

保證產品質量的同時踐行環境保護責任，構建

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為導向，涵蓋採購、生

產、營銷、回收、物流等環節的綠色供應鏈，

並建立綠色原料及產品可追溯信息系統。

實施綠色戰略

1. 支持企業實施綠色戰略、綠色標準、綠色管

理和綠色生產，開展綠色企業文化建設，提

升品牌綠色競爭力。

2. 引導企業建立集資源、能源、環境、安全、

職業衛生為一體的綠色管理體系，將綠色管

理貫穿於企業研發、設計、採購、生產、營

銷、服務等全過程。

3. 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能力強的

綠色龍頭骨幹企業，發揮大型企業集團示範

帶動作用，在綠色發展上先行先試，引導企

業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定期發佈社會責任報

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

七、推動工業綠色協調發展

中國將在區域工業發展中貫徹綠色理念，發揮

地區比較優勢，加強區域協同，促進區域工業

綠色發展。

調整和優化工業佈局

1. 發揮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引導作用，根據區域

資源承載力和環境容量，確定區域工業發展

方向和開發強度。

2. 積極發展節能、節地、環保的先進製造業，

推動產業結構轉向高端、高效、高附加值，

大力提高清潔能源比重，能源和水資源消耗

及污染物排放強度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

3. 在重點開發區域，合理開發並有效保護能源

和礦產資源，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大幅提

高清潔生產水平，降低資源消耗、污染物和

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4. 加強開發強度管制，限制進行大規模高強度

工業化開發。

5. 禁止開發區域進行工業化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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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色製造示範和產業升級

1. 推動京津冀地區綠色協同發展，圍繞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以產業轉移帶動區域產業結

構優化和調整，構建區域資源綜合利用協同

發展體系，推動煤炭替代和綠色能源消費，

提升區域資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

放。

2. 加強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推動沿江工業節

水治污、清潔生產改造，加快發展節能環

保、新能源裝備等綠色產業，支持一批節能

環保產業示範基地的建設和發展。

實施區域綠色製造試點示範

1. 進一步提高區域工業資源能源利用效率，降

低污染排放，加強資源環境標準約束與引領，

探索工業綠色低碳轉型的新模式、新機制、

新思路。

2. 引導試點城市收緊能耗、水耗、排放標準，

加強科技創新與管理創新，率先實現工業綠

色低碳轉型。

3. 梳理和總結試點城市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形

成各具特色的工業綠色轉型發展模式，以點

帶面推動工業綠色轉型發展。

八、提升工業綠色智能水平

中國會積極推動互聯網與綠色製造融合發展，

提升能源、資源、環境智能化管理水平，推動

生產要素資源共享，以分享經濟模式來挖掘資

源與數據潛力，提升綠色製造數字化水平。

能源管理智能化

1. 實施數字能效推動計劃，鼓勵企業通過物聯

網、大數據、雲計算、先進過程控制等技術

應用，對能源消耗情況特別是大型耗能設備，

實施動態監測、控制和優化管理，提高企業

能源分析、預測和平衡調度能力，實現企業

能源管理數字化和精細化。

2. 加大能源管控中心建設力度，在鋼鐵、化

工、紡織、造紙等行業繼續普及和完善能源

管控中心。

3. 積極培育工業節能雲服務市場，鼓勵廣大中

小企業利用雲計算技術共享能源管理。

4. 創新能耗監管模式，建設園區和區域能耗監

測系統，建立分析與預測預警機制。

生產方式綠色精益化

1. 利用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

及分享經濟模式，促進生產方式綠色轉型，

推動研發設計、原材料供應、加工製造和產

品銷售等全過程協作，共享生產資料、技術

裝備、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實現生產資源

優化整合和高效配置。

2. 加快形成企業智能環境數據感知體系，落實

生態環境保護信息化工程。

3. 加快建設綠色數據中心。

4. 發展大規模個性化訂製、網絡協同製造、遠

程運維服務，降低生產和流通環節的資源浪

費。

5. 推動電子商務企業直銷或與實體企業合作經

營綠色產品和服務，鼓勵利用網絡銷售綠色

產品，滿足不同主體多樣化的綠色消費需求。

6. 利用線上線下融合等模式，推動社會形成綠

色消費習慣，增進民眾的綠色消費。

創新資源回收利用方式

1. 發展「 互聯網＋ 」回收利用新模式，支持透

過物聯網和大數據，開展信息採集、數據分

析、流向監測，鼓勵再生資源產業利用企業

與互聯網回收企業建立戰略聯盟，支持電商

業務拓展至資源回收領域、智能回收機延伸

至互聯網回收。

2. 支持利用電子標籤、二維碼等物聯網技術，

跟蹤廢棄電器電子產品流向。

3. 鼓勵互聯網企業參與建設工業園區廢棄物信

息平台，推動現有骨幹再生資源交易市場向

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向轉型升級，逐步形成行

業性、區域性、全國性的產業廢棄物和再生

資源在線交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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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強化標準引領和約束

中國將建立完善的工業綠色發展標準、評價及

創新服務等體系，打造綠色製造服務平台，加

快培育和壯大節能環保服務業，全面提升綠色

發展基礎能力。

完善標準體系

1. 聚焦工業綠色發展需求，圍繞綠色產品、綠

色工廠、綠色園區和綠色供應鏈，構建綠色

製造標準體系，提高節能、節水、節地、節

材指標及計量要求，加快能耗、水耗、碳排

放、清潔生產等標準的制修訂工作，提升工

業綠色發展標準化水平。

2. 充分發揮企業在標準制定中的作用，鼓勵制

定較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嚴格的企業標準，

促進工業綠色發展提標升級。

3. 積極推動標準互認，鼓勵企業、科研院所、

行業組織等主動參與國際標準化工作，圍繞

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

領域，主導或參與制定國際標準，提升標準

國際化水平。

4. 加強強制性標準實施的監督和評估，開展實

施效果評價，建立強制性標準實施情況統計

分析報告制度。

建立評價機制

1. 加快建立自我評價、社會評價與政府引導相

結合的綠色製造評價機制。

2. 加快制定綠色製造評價制度，研究綠色製造

評價方法和指南，制定分行業、分領域綠色

評價指標和評估方法，開發應用評價工具。

3. 開展綠色產品、綠色工廠、綠色園區、綠色

供應鏈的評價試點，引導綠色生產，促進綠

色消費。

4. 鼓勵並引導第三方服務機構創新綠色製造評

價及服務模式，面向重點領域開展諮詢、檢

測、評估、認定、審計、培訓等全方位服務，

提供綠色製造整體解決方案。

5. 加強應用綠色評價結果，實施能效、水效和

環保領跑者制度，逐步建立評價結果與綠色

消費的銜接機制。

鞏固數據基礎

1. 加快建設覆蓋工業產品全生命週期的資源消

耗、能源消耗、污染物及溫室氣體排放、人

體健康影響等要素的生態影響基礎數據庫。

2. 建設包括綠色材料庫、設備資源庫、綠色工

藝庫、零件信息庫等在內的綠色生產基礎數

據庫和產值數據庫。

3. 支持鋼鐵、有色、造紙、印染、電子信息等

重點行業，建設行業綠色製造生產過程的物

質流和能量流數據庫。

4. 建立綠色產品可追溯信息系統，提高綠色產

品的物流信息化和供應鏈協同水平。

5. 研究和制定數據標準和採集方法，完善數據

計量、信息收集、監測分析保障體系，開發

企業生產數據與數據庫公共服務平台對接的

軟件系統。

加強創新服務

1. 鼓勵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服務機構共建

研發中心、實驗室、中試基地等科技創新載

體，推動建設若干國家綠色創新示範企業和

企業綠色技術中心。

2. 建立產業綠色創新聯盟等創新平台，開展產

學研用協同創新。

3. 加強綠色製造關鍵核心技術知識產權儲備，

構建產業化導向的專利組合和戰略佈局，建

設綠色製造技術專利池，推動知識產權資源

共享。

4. 提升綠色製造項目甄別、技術鑒定、成果推

廣、信息交流等服務能力，建立企業、中介

機構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互動機制，利用市場

機制和信息化手段，提供知識培訓、問題診

斷、技術方案、融資支持、效果評估一體化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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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施綠色製造培訓行動計劃，完善綠色製造

人才培訓、諮詢、信息等綠色促進服務體系，

針對中小企業開展網上培訓、免費義診等。

十、開展國際交流合作

正值「 一帶一路 」建設機遇，中國將全面提升

工業綠色發展領域的國際交流層次和開放合作

水平，共謀綠色發展，為全球生態安全做出新

貢獻。

經濟合作

1. 在「 一帶一路 」等國際合作中，貫徹綠色發

展理念，著眼於全球資源配置，採用境外投

資、工程承包、技術合作、裝備出口等方式，

推動綠色製造和綠色服務率先走出去。

2. 鋼鐵、建材、造紙等行業注重以循環經濟模

式進行合作。

科技合作

1. 緊跟全球綠色科技和產業發展動向，加強工

業綠色發展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充分利用市

場規模、裝備生產能力、創新環境和人才隊

伍等方面的優勢，吸引全球頂尖研發資源和

先進技術轉移至國內。

2. 加快建立國際化的綠色技術創新平台，加強

綠色工業、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國際科技

合作和研究，鼓勵國內研發機構與世界一流

科研機構建立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廣泛開

展科研人員交流培訓，在更高層次和更廣領

域推動國際綠色科技合作。

完善對外交流合作長效機制

1. 充分利用多邊和雙邊合作機制，加強節能減

排、氣候變化、清潔技術、清潔能源開發等

方面的交流，積極參與工業綠色發展相關談

判和相關規則制定，推動建立公平、透明、

合理的全球綠色發展新秩序。

2. 加強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全球環境基金等

機構的合作，繼續推動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織在工業綠色發展領域的合作交流。

3. 在中歐、中美及相關國際組織等合作框架下，

推動雙邊及多邊政府部門、研究機構、行業

協會、相關企業間的交流互動，深入推動中

歐綠色產品政策交流與對話，加強中美綠色

能源開發利用領域的交流合作。

4. 支持港澳等地區與內地合作開展節能環保展

示交流活動。■

以上是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印發《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

的部分內容，詳情可瀏覽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143553/conten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