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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家和其他实体有关促进环保货物和服务的法律国家和其他实体有关促进环保货物和服务的法律
建立绿色采购法的过程建立绿色采购法的过程



建立绿色采购法的过程建立绿色采购法的过程

⒈ 在1992年的地球峰会上，与会国都同意21条议程。二者21条强调了公
共机构为减少环境负担采用绿色采购的重要性。
⒉ 经过21条议程后，日本率先主动推动绿色采购。
⒊ 日本政府将绿色采购立法，同时进一步促进了绿色采购法的推行。
⒋ 六个法律之一是创造性建立一个再生社会，2000年3月，“国家和其
他实体有关促进环保货物和服务的法律”正式颁布。
⒌ 绿色采购法在2001年4月1日正式生效。



采用绿色采购法的目的采用绿色采购法的目的

目的：目的：

有利于减少环境负担的货物和服务(有利于减少环境负担的货物和服务(环保型的货物和服环保型的货物和服
务）务）

建立一个环保和可持续的社会建立一个环保和可持续的社会

      通过公共团体促进更加绿色的采购
      提供有关环保货物和服务的信息



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普通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普通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  

      对供货商的评估对供货商的评估

普通消费者普通消费者

市场市场

为建立一个环保和可持续社会所作出的努力成果 

厂商

通过政府促进
绿色采购

供应货物 

绿色采购 

  鼓励厂商（公私企业）开发有利于减轻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产品

  在社团商业活动中增强环保意识

  从需求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影响厂商



绿色环保法的机制（1绿色环保法的机制（1））

政府部门和各机构不应该为了执政府部门和各机构不应该为了执
行该法律而增加或调节总体采购行该法律而增加或调节总体采购
量量

政府机构和各机构

考虑来自环境部和其他部门的要求考虑来自环境部和其他部门的要求

在每个会计年度创修或修正绿色成
果政策
根据政策采购货物和服务

尽可能多的自觉购买环保产品

每个组织创建和推广一种采购政策每个组织创建和推广一种采购政策

基于采购政策的产品和服务的产购基于采购政策的产品和服务的产购

重视来自于环境和其他部门部长的要求重视来自于环境和其他部门部长的要求

地方政府

商业和公民的责任

为环保产品等的采购设立基本政策

指导推进绿色采购

制定的采购项目及评估标准

通过政府部门和各机构促进更绿色的采购



正确地介绍环保产品和服务正确地介绍环保产品和服务

提供产品的环保信息

  厂商厂商

重视环保过程，在依照国际环保要
求的同时，重视科学地分析

环保组织环保组织

  处理和分析厂商和环保组织提供的信息
  在环保产品和服务上为合适的信息方法提供指导。

政府政府

绿色采购法的机制（2绿色采购法的机制（2））



  基本政策总结（1基本政策总结（1））

环保物品采购的基本哲学环保物品采购的基本哲学

  除了下个和质量，还应考虑到环境品质
  多角度考虑环境因素
        有利于建立社会经济学系统的产品，而
该系统是通过一个环境上健全的材料循环形成的。
        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量的产品
  对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从生产到销售，考虑
减少环境的影响。
  着眼于长期的使用，正确利用和处理采购的货
物和服务。
        （分离成为合适的废物流）



指定的采购项和评估标准指定的采购项和评估标准

    通常，我们应该使用清楚地数字数据去选择指定的通常，我们应该使用清楚地数字数据去选择指定的
采购项采购项

    如果没有建立明确的数字标准，有利于减小环境影如果没有建立明确的数字标准，有利于减小环境影
响的属性应被定义为考虑的因素。响的属性应被定义为考虑的因素。

    如果需要，应该修正这些标准以适应产品改进，市如果需要，应该修正这些标准以适应产品改进，市
场发展和产品科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场发展和产品科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

    让被包含在指定采购项中的物品在市场上能买到让被包含在指定采购项中的物品在市场上能买到
时，这些物品应该从单子上忽略掉了（例如电视时，这些物品应该从单子上忽略掉了（例如电视
机，计算器）机，计算器）

基本政策总结（2基本政策总结（2））



车辆，适用于车辆，适用于ETCETC车的配件,车的配件,适用于适用于VICSVICS车的配件车的配件
轮胎，润滑油轮胎，润滑油

交通工具（5交通工具（5种）种）

荧光照明设备，日光灯，各种球型照明设备荧光照明设备，日光灯，各种球型照明设备
照明（3照明（3种）种）

电热水供应系统，燃气装置，和其他2电热水供应系统，燃气装置，和其他2种种
热水器（4热水器（4种）种）

空调，制冷空调器，空间电热器空调，制冷空调器，空间电热器
空调等（3空调等（3种）种）

电冰箱和其他3电冰箱和其他3种种
家用电器（4家用电器（4种）种）

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和其他1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和其他100种种
办公自动化设备（1办公自动化设备（133
种）种）

椅子，桌子，架子，和其他7椅子，桌子，架子，和其他7种种
办公设备（1办公设备（100种）种）

圆珠笔，剪刀，胶水，和其他7圆珠笔，剪刀，胶水，和其他766种种
文具（7文具（799种）种）

英寸绘图纸，打印纸，卫生纸，和其他五种英寸绘图纸，打印纸，卫生纸，和其他五种
纸（8纸（8种）种）

指定的采购项指定的采购项类别类别



灭火器灭火器
灭火器（1灭火器（1项）项）

指定的采购项指定的采购项类别类别

制服，工作服制服，工作服制服和工作服（2制服和工作服（2项）项）

214214项项总计（1总计（177种）种）  

印刷，自助餐厅，汽车维修，以及其它4印刷，自助餐厅，汽车维修，以及其它4种种服务（7服务（7项）项）

矿渣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路面材料，可冲刷厕所，绿色屋顶以及，路面材料，可冲刷厕所，绿色屋顶以及
其他5其他544项项

公共工程项目（5公共工程项目（588
种）种）

太阳能发电器，垃圾处理，和其它2太阳能发电器，垃圾处理，和其它2种种设备（4设备（4种）种）

帐篷，防水布，安全网帐篷，防水布，安全网其他的纤维织物（3其他的纤维织物（3
种）种）

工作手套工作手套工作手套（1工作手套（1种）种）

窗帘，地毯，毯子，羊毛围巾，和其它6窗帘，地毯，毯子，羊毛围巾，和其它6种种室内家具/室内家具/被褥（9被褥（9项项



22、、绿色采购的成果绿色采购的成果



⑴ ⑴   政府绿色采购系统的发展政府绿色采购系统的发展

    ≥≥90%90%用于最多种办公用纸，包括绘图纸用于最多种办公用纸，包括绘图纸

    ≥≥95%95%是用于文具和办公设备是用于文具和办公设备

对于汽车，自从2对于汽车，自从2004004年财政年度会结束以后，低废气散发年财政年度会结束以后，低废气散发
汽车替代了所有的官方车辆。汽车替代了所有的官方车辆。

（比例：指定的采购项包括2003财政年度/总采购中政府的采购）

绿色采购的成果绿色采购的成果



1.绘图纸

增加的环保高质量绘图纸的数量

⑵  减小散布在市场中的环境影响的产品质量

258,703

546,258

94,599

179,860
210,139

582,258

579,388

720,909

32.1%

23.6%

11.6%

26.6%

815,508

789,527

804,961

762,118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 !"!""# !"!""! !"!""$

0%

10%

20%

30%

#%&'($)*%+,-%)*,$,%)*,')%.$/%&

'%/-&0$1%&*()+%')%2%01*)++&/

3'()4**+,-%)*($,%)*,')%.$/%&
(%)%%01*+5*'()*,')%.$/%&

++0/

++0/



2.2.低废气散发汽车低废气散发汽车

最近注册的低废气散发汽车的数量

                  国土部, 下属部门 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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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部, 下属部门 和运输

每年新注册低废气散发汽车数量的变化每年新注册低废气散发汽车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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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降低产品的价格

例如绘图纸：包含100%可循环纸浆 

例如政府机构：绘图纸 100%可循环利用纸浆采购达100% 

基本政策 
MOE发行

采购政策 
政府部门发行 

于2000年9月制定绿色采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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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绿色采购法和为减小温室效应所作的绿色采购法和为减小温室效应所作的
                                  努力努力



政府应该采取主动去采取行动以阻止温室效应的恶化政府应该采取主动去采取行动以阻止温室效应的恶化

（1（1））绿色采购法和京都协议目标计划案绿色采购法和京都协议目标计划案

政府的基本职责政府的基本职责

  为了将需求转移到更环保的产品跟服务上去，政府应该为了将需求转移到更环保的产品跟服务上去，政府应该
带头做榜样，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废气的排放也即带头做榜样，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废气的排放也即
降低了温室效应。降低了温室效应。



（2（2））绿色采购法和政府行动计划绿色采购法和政府行动计划

在购买或使用产品和服务时应该考虑的事项在购买或使用产品和服务时应该考虑的事项

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低排废汽车应在考虑范围内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低排废汽车应在考虑范围内

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高效率电子电器应在考虑范围内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高效率电子电器应在考虑范围内

使用像可再利用纸那样的可再利用产品使用像可再利用纸那样的可再利用产品

购买和使用不包含氢氟碳化合物而是环保物质的产品购买和使用不包含氢氟碳化合物而是环保物质的产品



（3（3））在绿色采购法的保护下，政府致力于降低二氧化在绿色采购法的保护下，政府致力于降低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后产生的效果碳的排放量后产生的效果

2000 (2000 (绿色采购法之前绿色采购法之前) and 2003) and 2003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照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照表

45,85945,859------12,65712,657------总计总计

6,4296,429------6,4296,429安装安装卜特兰高炉水泥卜特兰高炉水泥

2,2822,2821515152152安装安装太阳能太阳能

15,92915,929553,1863,186汽油燃烧汽油燃烧汽车汽车

11,69011,69010101,1691,169用电用电
高频家用照明设备高频家用照明设备

2,8822,8821010288288用电用电空调空调

4,5064,5061010451451用电用电家用电器家用电器

1,4491,44955290290用电用电自动化办公设备自动化办公设备

692692------692692处理处理  / / 燃烧燃烧塑料办公用品塑料办公用品

防止数量防止数量

(Total)(Total)
估计使用估计使用

(years)(years)
防止数量防止数量

((年年))

防治排放的防治排放的CO2 (t-CO2)CO2 (t-CO2)数量数量
以前以前CO2CO2 排放源排放源种类种类//项目项目



4. 4. 绿色采购的未来绿色采购的未来



47  47  个辖区个辖区           由所有辖区发展所有辖区发展

地方地方  / /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占地方的占地方的47.0%47.0%
                       (2003(2003年由年由 44.9%  44.9% 的地方和城市的地方和城市  发展）发展）

城镇城镇/ / 乡村/乡村/乡村乡村        占城镇的占城镇的 11.1% 11.1%
         (2003(2003年由年由 9.5% 9.5%的城镇和乡村发展的城镇和乡村发展))

(2004 年从绿色采购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

地方政府的采购状况地方政府的采购状况

(1)(1) 在政府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在政府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私营业为采购环境友好产品作出的努力私营业为采购环境友好产品作出的努力

(2)  (2)  在私营部门的发展在私营部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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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usinesses 2004

Public Businesses 2003

Private Businesses 2004

Private Businesses 2003

Have list of Env Preferable Goods In process of developing/considering May consider in future

No consideration presently Other No Reply

  私营业私营业

私营业私营业

事业单位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事业单位



(3) 环境网络站点管理部

绿色采购法的网页和链接绿色采购法的网页和链接

http://www.env.go.jp/policy/hozen/green/g-law/index.htmlhttp://www.env.go.jp/policy/hozen/green/g-law/index.html

http://http://www.gpndb.jp/gpn/jireiwww.gpndb.jp/gpn/jirei//



指定采购项目信息指定采购项目信息
绿色采购网络站点绿色采购网络站点

                                  涉及绿色采购的材料涉及绿色采购的材料

http://http://www.gpn.jpwww.gpn.jp//http://gpl-db.mediapress-net.com/gpl-db/index.hghhttp://gpl-db.mediapress-net.com/gpl-db/index.hgh



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环境信息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环境信息

 

                          产品使用周期的评估产品使用周期的评估                                  产品基本信息产品基本信息

通过从产品的生产通过从产品的生产
到处理的整个过程到处理的整个过程
，为消费者提供一，为消费者提供一
个清晰的产品和服个清晰的产品和服
务的环境信息务的环境信息

消费者应该做到消费者应该做到::
优先购买环保产品优先购买环保产品

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企业应该做到企业应该做到::
为环境友好产品做广告为环境友好产品做广告

为发展新的环境友好产品提供动力为发展新的环境友好产品提供动力

创造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

 



20102010年目标年目标

在以下组织系统地实行绿色采购在以下组织系统地实行绿色采购::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所有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

商业商业   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的  50% 50% 和私人公司的和私人公司的30%30%

(4) (4) 未来目标未来目标



感谢关注感谢关注

Kazuyuki HaradaKazuyuki Harada
          日本环境部日本环境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