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房地产企业
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评价



I. 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

• 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由IPE和自然资源

保护协会（NRDC）于2014年合作研发，

动态评估在华采购企业在五个方面的

表现。

• 2014 年至2022 年，连续9年开展评价。

• 关注20个行业，650家在华采购品牌的

绿色供应链管理表现。



• 作为SEE的合作伙伴，我们一直关注房地产企业的绿色供应链建设

• 自2017年起，连续6年开展房地产企业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评价

• 评价房企数量从2017年19家，增加到2022年77家



II . 房企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TOP10



房地产企业 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得分 房地产企业 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得分 房地产企业 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得分
朗诗绿色管理 30.2 雅荷地产 12 信义置业 5.7

万科 20.46 天一仁和 12 保利置业集团 5.62
大悦城 16.68 东海地产 12 碧桂园 5.36

旭辉控股集团 16.04 金侨控股 12 雅居乐集团 5.28
栖霞建设 16 爱家集团 12 美的置业 5.1
大发地产 15.74 楷林 12 富力地产 3.5
正荣地产 15.48 令牌集团 12 国瑞置业 3.48

金鹰商贸集团 15.46 澳海 12 中国奥园 3.4
上坤地产 15.44 陕建地产集团 12 中环控股 2.42
建业地产 15.4 一德集团 12 首程控股 2.08
五矿地产 15.32 太古地产 11.5 华侨城 0.64
普洛斯 14.98 凯德 9.7 维科集团 0.4
万城控股 14.32 远洋集团 9.64 高新地产 0
当代置业 12.4 龙湖集团 9.06 万通发展 0
天泰集团 12 招商蛇口 7.84 红豆置业 0
海信地产 12 瑞安房地产 7.34 北科建 0
东渡国际 12 大唐地产 7.22 天鸿地产 0
金大地 12 中国海外发展 7.2 华远地产 0
大汉城建 12 华润置地 7.04 新地集团 0
宁夏中房 12 深圳控股 6.72 儒辰集团 0
荣华控股 12 保利发展 6.48 大爱城 0
俊发集团 12 禹洲集团 6.32 居易国际 0
祥源 12 绿景中国地产 5.98 世联行 0

奥克斯地产 12 德信中国 5.84 大家房产 0
江苏华建 12 越秀地产 5.78 雨润地产 0
九如城集团 12 中梁控股 5.72

77家房企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得分



III. 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
评价发现

进
展

77%的房企公开披露绿色采购承诺，或加
入房企绿链行动与中城联采实施绿色采购

切实激励部分家装和建材供应商关注自身
环境表现

不
足

有待激励供应商落实环境披露主体责任，
并将供应链纳入自身气候行动和ESG治理

推动广度和深度与领跑行业有较大差距，
行业减排的巨大潜力有待激发



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得分对比

整体处于20个行业的中游水平



良好实践：朗诗公开披露绿色采购承诺与进展

朗诗绿色管理2021年ESG报告 朗诗绿色管理2022年推动供应商披露环境信息



良好实践：万科、建业公开披露绿色采购承诺与进展

万科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建业地产2021年ESG报告



良好实践：大悦城、旭辉公开披露绿色采购承诺与进展

大悦城地产2021ESG报告 旭辉控股集团2021年ESG报告



良好实践：通过行业
协作落实绿色采购

• 2022年，绿链行动推出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环境合规白名单查询平台，动态呈

现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供应商的环境合规表现，方便房企及时查询供应商环境风险；

• 同时激励和引导供应商关注自身环境表现，及时就违规问题采取整改措施并向社会公开说明。



以朗诗绿色管理为代表的36家房地产建筑业参评企业，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开展供应链环

境管理，并依托中城联采等联合采购平台扩大绿色采购的影响力。

2022年，第十二批中城联采将环境合规作为供应商投标的入门标准。
中城联采与绿链行动联合推动下，已有363家供应商实时关注自身环境表现，其中26家企业在2022年

就环境问题整改并公开说明。



进
展

54%的参评房企做出气候治理承诺，或将
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商业决策

45%的房企在承诺的基础上，开始测算并
披露范围12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不
足

仅有22%的房企披露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亟待将气候承诺量化，科学设定碳目标

绝大多数参评企业尚未披露范围3温排放
量，未开展供应链减排行动，未追踪减排
绩效

IV.企业气候行动指标评价发现



朗诗绿色管理 2021ESG报告- 范围1、2、3碳中和目标 太古地产2021可持续发展报告-范围1、2、3减排目标与进展

案例：房地产企业公开披露碳中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设定并披露范围1、2目标 设定并披露范围3目标

减排目标 碳中和目标 可再生能源目标 减排目标 碳中和目标
万科 朗诗绿色管理 万科 太古地产 朗诗绿色管理

信义置业 旭辉控股集团 信义置业 远洋集团
金鹰商贸集团 中国海外发展 招商蛇口

凯德 华润置地
华侨城 远洋集团

中国海外发展 瑞安房地产
深圳控股
美的置业
德信中国
龙湖集团
华润置地
太古地产
远洋集团
瑞安房地产



企业气候行动：
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得分对比



3062家企业总计发布超过8000份年度碳排放数据

• 1927家企业通过蔚蓝地图披露其碳排放数据，同比增长96%。

• 其中1541份2021年范围1&2排放量总计6252.13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

• 约600家企业连续3年披露碳排放数据，并追踪减排进展。

• 475家设定了绝对减排目标，同比增长101%，承诺减排量总

计102.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 312个企业设定了强度减排目标，同比增长67%。

本评价期内：



中国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平台 Corporate GHG Emissions Accounting Platfor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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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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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2.0版
Upgraded to 2.0 version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CPCD）
.

开源平台，可信碳标签，助力企业应对气候挑战



构建全球企业责任
Building Global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 公开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超过
29.64亿吨

• 占2021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7.26%

• 公开披露的承诺减排量总计超过
2.54亿吨



全球零碳冲刺
期待中国房地产企业发挥绿色引领作用！



感谢关注！

网站: www.ipe.org.cn
APP: 蔚蓝地图

邮箱： gsc@ipe.org.cn

http://www.ipe.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