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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依然面临严峻的气候和环境挑战，同时

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在努力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如何达成气候和环境目

标，成为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

值此关键时刻，欧盟绿色新政提出2050年实现

碳中和，近期欧洲议会又将欧盟2030年减排40%的

目标提高到60%，中国新近做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

的承诺，不仅体现了中欧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感，也

彰显出推动经济绿色复苏的远见。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主席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通过积极努力，中国提前完成2020年前承诺目

标，2019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

下降了48.1%，相当于减排56.2亿吨。但于此同时，

必须清醒的看到，中国的碳排放在近两年重回升势，

2018年排放量达到100亿吨，约占全球的27%。

碳中和，也被称为净零排放，
即“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

全球及主要国家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之路(吨CO2e)

“实现长期碳中和，所有国家要做出巨大努力，发展

中国家将面临更大挑战。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比发

达国家2050年碳中和付出更大努力。欧美从碳达峰到碳中

和，有50~70年过渡期，中国只有30年，2030年后中国年减

排率平均达 8~10%，将远超发达国家减排的速度和力

度。”(中国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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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也提出了自己的碳中和目标。苹果的全

球运营已实现碳中和，新承诺提出在2030年实现全

部足迹碳中和；微软提出要在2030年实现整个价值

链的碳负排放。

对全球采购的品牌来说，设定供应链碳减排目标

尤为重要。联合国环境署在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

中，对基于消费的排放量做出估算，显示隐含碳的净

流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减少其

本土碳排放的同时，进口隐含碳抵消了部分成果。

“目前我国提出的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下全球2065

至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这将可能使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5-10年，也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关

键性的推动作用。”

——解振华，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值此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阶段，我们连续第三年

开展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评价。2020年的评价

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全球540个品牌企业，评价标准

也更加聚焦在华供应链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

我们期待通过SCTI指数的持续评价，能够客观反

映中外企业供应链气候行动的现状，识别良好实践，

推动更大规模的企业减排，助力经济绿色复苏，为落

实《巴黎协定》、促进全球碳排放尽早达峰、直至达

成至关重要的碳中和目标，带来强大的市场推动力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排放时间（领地）和消费时分配

绝对排放量 人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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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CTI指数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Supply Chain

Climate Transparency Index）已升级到第三版，

指引品牌更加聚焦到在华供应链温室气体排

放管理，从测算排放数据开始，到制定减排

目标，开展减排行动，最终实现品牌供应链

减排承诺。

2020年，SCTI指数评价范围从2019年度的

440个品牌，扩展到540个品牌。新加入

的品牌，主要集中在环保、房地产、家装行

业。

02

03

04

节能减排目标

绩效追踪

排放信息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供应链数据收集

减排行动

与供应商合作减排

推动供应商管理排放

战略与治理

气候政策

目标与绩效01

SCTI指数为品牌提供在华供应链温室气体减排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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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并列排名排序不分先后

供应链气候行动全球50强品牌

2020 SCTI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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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

评价中排名领先；

2. 利用蔚蓝生态链或其他等

效的自动化系统，推动供

应商定期公开温室气体排

放、减排目标及达成情况 ,

接受公众监督。

SCTI卓异品牌的准入标准

02   |   SCTI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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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气候行动卓异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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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但一批

领先企业并未减缓气候行动。



2020年度SCTI评价结果显示，

540个品牌中有108个品牌每

年至少收集一次供应商的排放信

息，同比大幅增长近70％；

37个品牌正在推动在华供应商

企业测算并公布自身温室气体排

放数据，同比大幅增长54％；

16个品牌正在推动在华供应商

设定并发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03  |   评价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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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正在推动在华供应商设定目标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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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核证

范围3

范围2

范围1

供应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披露情况

范围 1、2、3是什么？

范围1 排放，企业直接排放，即由企业直接控制或拥

有的排放源所产生的排放。比如生产过程释放的温室

气体，拥有的交通工具所释放的温室气体等。

范围2 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即企业自用的外购电力、

蒸汽、供暖和供冷等产生的间接排放。

范围3 排放，其他间接排放，即价值链上下游中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如，企业购买原材料的生产排放，

售出产品的生命周期中的使用排放，物流产生的排放

等等。

范围3排放常常远高于范围1和范围2排放，而范围3排

放却常常被忽略。

16

疫情并没有减缓企业的气候行动力，截

至2020年9月底，品牌通过蔚蓝低碳地

图平台已推动808家供应商发布2019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涉及的排放量

超过6000万吨，其中299家供应

商发布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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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领先品牌与在华供应商合作，形成一批可操作、

可复制的节能减排良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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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开始推动在华供应商碳披露

为了更好掌握供应链2019年基准年的排放量，家乐福从今年1月份开始推动已有20家在华供应商发布2019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其中8家企业

同时发布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020年6月其科学碳目标得到批准：承诺到2030年在

2019年的基础上范围1和范围2的绝对排放量减少30%，到

2040年减少55%，且同期减少29%范围3来自供应商和售

出商品使用（即供应链）产生的绝对排放量。

科学碳目标是什么？

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由CDP、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联合国全球契约项目（UNGC）合作发起。任何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按照最新气候科学理论，符合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必要措施的，

即把全球温升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下远低于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将气温

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可视为是“科学的”。

18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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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前推动Top100供应商设定碳减排目标

华为鼓励供应商建设能源计量系统，开展能源审计，识别降低能耗机会，对标行业优秀实践，制定节能减排计划。2019年，35家供应商参与节

能减排项目，累计实现碳减排80144吨。

深南电路有限公司通过供冷系统节能改造、空调风柜变频器

增加节能项目、动力机房4台工频泵浦改成变频泵浦等项目

实现节能530万度；生益电子有限公司通过采用新型节能冻

水机组、回风墙循环制冷等项目实现节能150万千瓦时。

2020年，华为继续扩大供应商节能减排项目，牵引更多供应商例行开展碳

排放数据统计、制定减排计划并实施减排项目。同时，华为将碳排放统计及

碳减排目标的设定纳入供应商CSR绩效评价及审核checklist中，力图通过此

举措，推动所有供应商逐步开展碳排放数据统计及碳减排目标的设定，从而

牵引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变频节能

工频电源一般是50Hz或60Hz，无论是在家用领域或生产领域，工频电源的

频率和电压都是恒定不变的。以工频电源工作的电机在调速时可能会造成

功率的下降，而通过变频器的调整，电机在调速时就可以减少功率损失。

变频器的诞生源于交流电机对无级调速的需求。变频器是将工频电源转换

成任意频率、任意电压交流电源的一种电气设备，变频器的使用主要是调

整电机的功率、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

19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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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地提升供应链能效并推进可再生能源的转化

一家中国供应商自2014年以来取得了节能减碳的显著的进展，不仅远超5%的年度节能目标，还装设了厂内的屋顶太阳能设备。

工厂逐步采取的节能措施有：用天然气取代柴油并对定型机进行余热回收，安装屋顶太阳能并对染缸保温，淘汰所有的厂内锅炉全部改用外购

天然气，之后又逐渐替换80%的低能效机器并推行精益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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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供应链中小企业设定减排目标

对印刷线路板企业提出“将空压机热回收用于生产用热以减少天然气用量”的节能建议，建议方案每年可节约45万千瓦时电量消耗，能效改善

投入45万元，回报周期1.5年。

戴尔能效专家根据用能情况，与工厂一同制定了“曝光机灯管LED

升级改造”、“集尘机变频改造”、“空调主机更换为变频离心

机组或者磁悬浮机组”、“利用冬季免费自然冷却供应空调”

和“冷却塔填料更换提高热交换效率”等节能方案，在5-10年内

逐步实施，结合效果测算数据，以及工厂未来对于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计划（包括绿电采购和分散式光伏发电系统安装），设定了

2025年实现在2018年能耗数据基础上单位产品减少30%能源消耗，

2030年减少40%能源消耗的中长期节能目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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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冬季自然冷却？

IT产业全封闭的厂房结构需要空调和排放系统来维持生产工艺对厂房内的洁净度、温湿度、风压方

面的特殊要求。这使得空调系统全年都处于运行状态。采用技术手段创造并保持一定要求的空气环境就

是空气调节的任务。由于厂房内生产设备释放大量的热量，加上人员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冷负荷较大。

为了充分利用冬季的环境冷量资源，节约空调运行中电能消耗，北方地区工厂可以直接和室内空气进行

冷量交换，减少空压机的运行时间，只是需要增加热交换切换装置，来进行手动或自动切换。

22

空压机余热回收是什么？

空压机耗电量占全国用电量的25%。在工矿企业耗

电量较大的往往是空压机，并且经常占到了全厂用电量

的50%，尤其在国内空压机使用效率普遍较低。据统计

压缩机在运行时，真正用于增加空气势能所消耗的电能，

在总耗电量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约85%的电能转化

为热量，通过风冷或者水冷的方式排放到空气中。

空压机余热回收是将空压机的高温油经过热交换等

技术处理把热量传递到冷水中，冷水被加热后流到保温

贮水桶中，这样就可达到热能回收的目的。将空压机热

量转为热水，供应工厂所需用热，停用原有冷却系统，

减少热能浪费和成本投入。回收余热，可将能源利用率

提高到85%以上，可在5~8个月回收成本。

传统的供冷是制冷设备制取冷水送至末端

（常见是空调箱，风机盘管或者直接到工艺水

池）；由于能量守恒的，制冷的同时一定是制热

的，热水（30℃左右）就通过红色管道上冷却塔

散热至大气中。冬季如果使用自然冷却，就是不

需要再开启制冷设备（功率高）。红色管道内的

水利用室外温度自然循环，就可以达到和开启制

冷设备相同的水温，达到降温的效果。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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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锅炉是鞋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整个制鞋过程中能耗占比可达40%。把鞋底制作流程中的蒸汽加热转换为电加热，将大大降低厂区碳排放，

还可避免蒸汽管道输送的能源损失，进一步提高能效。电的使用还带来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机会，像是屋顶太阳能。淘汰集中供热锅炉，鞋厂

的能耗降低可达15-20%。

蒸汽锅炉汰换项目使得全球供应商成功淘汰、优化或分散了50个

集中锅炉系统。该行动终止了耐克鞋类制造过程中煤炭的直接使

用。有助于耐克实现《联合国时装宪章》(UN Fashion 

Charter) 的承诺——在2025年前消除成品和材料制造中新煤炭

的使用。还对Nike范围三减排目标作出了贡献，10年里全球鞋

类单耗下降了65%。

该项目2016年开始在中国区全面推行。2018年年底，中国区的

鞋厂淘汰了所有的锅炉和采购蒸汽。5年时间促使中国厂区节约

成本1,300万美元，减少49,000吨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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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泰集团中国工厂

2017年底前, 丰泰集团在中国的3家工厂全部淘汰了蒸汽锅炉，如上图所示, 

5年工厂能耗降低了16-21%, 相当于减少了12,200吨的碳排放。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蒸汽锅炉汰换项目促使供应商减排



03  |   评价发现 |   与供应商合作减排案例

2020年星巴克发布了第一份《全球环境基准报告2018》，核算其整个价值链的环境影响，并将量化数据用于商业决策中。基于此基准年排放设

定了2030年减排50%的碳目标，并加入到科学碳目标项目中。

24

星巴克范围3排放占到96%，其中乳业（21%）和咖啡（11%）贡献最大。 对乳业价值链的排放进行分析发现，排放最大是动物肠道发酵导致的甲烷

排放，但土地使用变更产生的排放占比不容忽视。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基于价值链排放设定碳目标



2020年开始PRTR填报平台温室气体

部分增加了减排目标的内容，我们看到

许多品牌供应商减排的方式之一是推动

供应商设定减排目标。

PRTR是什么？

IPE于2013年开发了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数据表

(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ry, PRTR)，旨

在为企业提供填报和披露能耗和碳排放数据的平

台。

该PRTR表单结合碳和本地污染物，一个表单满足

多种数据填报需求;涵盖年度排放数据与目标绩效，

满足自我评估与对外展示的需要;准确对标CDP气

候变化问卷(碳排放数据模块)等主流碳数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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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供应商数量

发布年度数据 设定减排目标 中长期目标

戴尔 136 61 26

Inditex 138 52 19

富士康 91 40 21

太吉 106 37 16

Primark 72 51 6

阿迪达斯 89 34 13

C&A 68 29 9

Levi’s 81 28 8

注：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9月底

03   |   评价发现 |   领先品牌推动供应商设定目标

推动供应商数量

发布年度数据 设定减排目标 中长期目标

思科 72 27 13

Gap 48 20 6

H&M 37 19 8

耐克 56 17 7

苹果 36 17 9

马莎百货 33 15 7

华为 33 10 5

家乐福 20 8 1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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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评价发现 |   从排放数据看供应商减排案例

在苹果的推动下，连续4年发布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8月发布了2019年度范围1、范围2排放

数据和中长期减排目标，且已经提前达到2020

目标。

祥达光学（厦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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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目标 5年
11%

在苹果的推动下，连续4年发布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8月发布了2019年度范围1、范围2排放

数据并制定了中长期减排目标。

宸美（厦门）光电有限公司

强度目标 5年
10%

在戴尔的推动下，连续5年发布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7月发布了2019年度范围1、范围2排放

数据并制定了长期减排目标。

群光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绝对目标 20年 15%

强度目标 20年
20%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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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评价发现 |   从排放数据看供应商减排案例

在Levi’s的推动下，发布了4年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5月发布了2019年度范围1、范围2排放

数据并制定了强度目标。

潍坊兰天纺织有限公司

强度目标 4年
3%

在品牌推动下，发布了5年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5月发布了2019年度范围1、范围2排放数据

并制定了长期减排目标。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强度目标 7年
10.6%

在阿迪达斯的推动下，发布了2019年度范

围1、范围2排放数据，且数据经过第三方核查

，制定了10%的年度减排目标。

丽晶维珍妮内衣（深圳）有限公司

绝对目标 1年 10%

强度目标 1年
10%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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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应链碳排放管理的品牌仅占评价总数的7

％，其中中国品牌仅占不到1％，供应链气候行动规

模亟待扩展；多数供应商缺乏设定中长期目标能力，

尚不足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碳边境调节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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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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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I2020评价品牌的排放数据与减排目标发布情况

多数品牌尚未开始推动在华供应商披露碳排放信息 在540个品牌中，

• 近60%的品牌尚未发布排放数据；

• 近70%的品牌尚未发布减排目标；

• 55%尚未在中国开展减排的计

划/行动；

• 93%的品牌尚未开始推动在华

供应商披露排放信息；

• 70%的品牌尚未有气候相关的

战略/政策。



绝对目标与强度目标

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主要可分为两种：绝对目标和强度

目标。绝对目标通常以一段时间内排入大气的特定温

室气体减少量表示，一般采用的单位是吨二氧化碳当

量。强度目标通常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另一业务度量

比值的减幅表示。业务度量可以是企业的产量（例如

每吨产品、每千瓦小时电力、每吨英里数排放的二氧

化碳当量吨数）或销售量、收入或办公面积等其他业

务度量。采用强度目标时需要同步披露目标所涉及的

排放源的绝对排放量。科学碳目标项目要求企业设定

的强度目标须符合气候科学且能够带来绝对减排，或

者企业模拟强度目标使用的行业减排路径可确保该部

门实现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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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企业减排目标的类型与时间跨度

绝对目标 强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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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开始测算自身排放，选取基准年，

设定减排目标的供应商中，

70%的企业只设定了1-3年的近期

目标，能够设定中长期目标的少之又少；

仅有12%的企业同时设定了绝对目

标和强度目标，但供应商目标设定尚不

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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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排放究竟如何管理？一直是许多品牌困扰的问题，一些国外品

牌总部设定了范围3目标或供应链减排目标，但是目标如果落实却无

从开始，在华供应链又要怎么做呢，常常是品牌问的问题之一。

2019年度SCTI指数发布后，品牌找到了一条可以着手管理在华供应

链的路径——从推动热点供应商核算、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开始。

基于上述路径，品牌已在实践：

33

有
效
路
径

• 按照关键工艺环节和行业筛选出碳排放较高或能耗较高的主要

供应商，同时蔚蓝低碳地图助力识别气候风险地区；

• 通过 “中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协助供应商完成自

身碳排放核算；

• 通过在线PRTR填报平台，推动供应商公开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 基于排放数据，指导供应商设定中长期的减排目标；

• 基于排放数据与目标，与供应商合作开展减排项目，借助大数

据等手段来促成规模化减排行动。

华为从“推动Top100供应商设定碳减排目标”

开始，通过将排放数据及减排目标纳入供应商

CSR绩效评价及审核checklist中，来推动所有

供应商逐步开展碳排放数据统计及碳减排目标

的设定。

家乐福、Esprit、Primark、星巴克等品牌

也在收集着在华供应商的排放数据。

戴尔、耐克、太吉、Levi’s、富士康等品牌更是

将推动供应商公开年度排放数据，设定并公开

碳目标视为2020年的重点工作。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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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蔚蓝低碳地图数据库是中国首个公开的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涵盖区域层面与

企业层级排放数据，持续累积的数据将

会成为品牌企业管理供应链温室气体排

放的重要依据，蔚蓝低碳地图将有助于

识别重点区域以及重点排放源。

蔚蓝低碳地图覆盖336个城市的2010、

2015、2019年度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单位GDP排放

量等数据。地图上的企业碳数据覆盖31

个省的2100家企业的超5000条年度碳

排放数据，披露的排放量超26亿吨。除

了应四川、江西、陕西等地区要求披露

的企业碳数据，更多是来自IPE绿色供应

链PRTR项目的推动。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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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什么要核算温室气体排放？

在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

的背景下，企业在带领和承诺管理温室气体排放方面，

对于支持各国政府实施行动达成气候目标扮演至关重

要的角色。

一方面，从法规标准来看，中国在碳市场建设过程中，

先后出台了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

度、24 个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为中国的MRV 管

理机制（以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为特征的温室气

体排放数据管理机制）奠定基础。而且纳入重点排放

行业的企业已连续四年核算并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

另一方面，无论是否强制性规定企业核算温室气体，

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企业是有商业价值的。港交所

第三版《ESG报告指引》中，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

露新增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要求。欧盟正在计划对重点

行业设置碳边境调整机制，来减少全球贸易带来的碳

泄露的风险。而由于很多国际品牌的排放源主要在供

应链，而供应链又主要在中国，因此中国的主要供应

商企业，将会面临来自客户或是投资者的减排压力。

企业通过核算温室气体排放，了解自身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气候变化影响，并以此设定碳减排目标，增强

产品的碳竞争力，实现绿色转型。

为满足品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求以及服务更多中小企业，IPE与专业机构合作，根据国家发布的24

个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开发了便捷的在线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

该核算平台根据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特征进行开发，满足国内现行

所有行业企业核算需求。该平台不

仅能够帮助企业进行完整温室气体

排放计算（包括工业过程排放），

还能够自动为企业提供排放结果的

不确定性分析，并直接生成排放报

告，方便企业下载使用。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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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手机端使用步骤
Step 1

选择所属行业与地区

Step 2

填写外购电力、外购热力、化

石燃料消耗量等数值

Step 3

平台计算不确定性

Step 4

结果分析，生成报告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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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企业还能通过地图定位了解企业排放量在区域内的排放占比。 目前核算平台已被多家品牌、行业协会纳入管理工具推荐给供应商使用，成

为中小企业计算碳排放的方法学和依据。

PRTR数据表中被引作方法学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富士康在节能减排线上研讨会中对其供应商进行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平台使用

介绍，并协助供应商企业在蔚蓝低碳地图进行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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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在供应商工厂管理系统中收集工厂级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时，推荐供应商

使用“中国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平台” 进行排放量的核算。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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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在线PRTR披露平台：主动与被动

相结合的披露体系，包含温室气体总

量（范围1、2）、核算方法学、数

据第三方核证、范围3排放量、供应

链排放量、活动水平数据、排放绩效、

减排目标与进展等信息，品牌在华供

应链排放数据可由中国供应商PRTR

数据直接生成。

富士康对标PRTR-温室气体披露指标，

开发其供应商使用的企业碳管理系统，

并将已于PRTR平台披露的供应商数

据整合到富士康碳管理系统，协同利

益相关方共同推进碳盘查与减排。

供应链气候行动SCTI指数2020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PE)是一家在北京注册

的公益环境研究机构。自2006年6月成立以来，IPE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政府和企业公

开的环境信息，搭建环境信息数据库和污染地图网站、蔚蓝地图APP两个应用平台，整合环

境数据服务于绿色采购、绿色金融和政府环境决策，通过企业、政府、公益组织、研究机构

等多方合力，撬动大批企业实现环保转型，促进环境信息公开和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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