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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可持续消费的目标是利用最少的资源实现效益最优化，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即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环境恶化、废弃

物和污染物，使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和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达到“效率提升、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本文总结了可持续消费的国际政策措施，各国积极制定可持续消费战略与行动计划，从国家层面采取监管类、经济类、信息化类、自愿

协议类等政策措施，国际组织还提出了“消费和生产方式变化核心指标体系”和“可持续消费指标框架”以评价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实

践。综合各国的可持续消费政策，其内涵包括通过进一步促进资源与能源效率提高，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扶持可持续创业

活动、调整现有消费模式实现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推动建立可持续生产模式，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脱钩。可持续消

费能够促进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对发展中国家避免发展中的低效率和高污染陷阱，更加具有借鉴意义和

现实价值。因此，通过回顾与比较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可持续消费政策措施，得出了可持续消费国际实践带给

中国的政策启示: 为推动中国实现可持续消费，需要明确可持续消费战略定位，制定可持续消费战略与行动计划;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建立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指导中国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具体实践; 由于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参与对于推动可持续消

费具有重大作用，应鼓励企业投资和加强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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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自然资源消耗量持续攀升，不可再生资源

和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可再生资源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

力。自“里约 + 20”峰会以来，人们愈发认识到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对扭转资源过度消耗、实现绿色发展发挥的重要推

动作用。尤其是可持续消费，已逐渐被视为绿色发展战略

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领域。总体而

言，可持续消费与可持续生产密不可分，通过调整经济体

系运行方式等现实手段，在地球生态承载力范围内满足当

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大量促进

可持续消费的政策措施与实践行动，取得了积极进展和良

好经验。本文对现有可持续消费国际政策措施进行了回

顾与比较，特别关注了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可

持续消费模式与经验，并尝试提出了可持续消费国际实践

带给中国的政策启示。

1 可持续消费国际政策措施概览

近 20 年来，人们对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理解和关注

日益增加，在全球、地区、国家、地方等多个层面上进行了

大量探索与实践。在全球层面，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 2002 年在约翰内斯堡

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为地区和国家推动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奠定了国际基础。2012 年“里约 + 20”峰会又通

过了一项有关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十年期计划框架 － 马

拉喀什进程，建立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可持续消费与

生产的多方对话与合作平台。此外，各国政府还通过开展

多边环境协议 ( MEA) 谈判，来推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

等国际协定的实施已经促使多国政府在产品生产、消费和

处理阶段减少或限制使用会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减少生产

与消费的环境影响。

很多地区和国家也积极制定和实施可持续消费战略

与行动计划。在地区层面，欧洲制定了《欧盟可持续消费、

生产和产业行动计划》［1］，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成立

了“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领域政府专家区域委员会”。在国

家层面，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巴西、哥伦比亚、古

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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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起草了可持续消费行动计划; 捷克共和国、芬兰、波兰

和英国都制定出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领域的全国性专门

行动方案; 而在东南欧地区、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北

美地区和西亚地区，国家层面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规划是

现有国家战略或其他中短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国家层面的政策工具还包括监管类、经济类、信

息化类、自愿协议类措施等。监管类工具主要包括政府制

定的规范、标准、产品性能标准、生产者延伸责任、化学品

安全标准、禁止使用某种物质或产品的规定、建筑准则等。

经济类措施主要包括: 工业污染付费、家庭垃圾收费计划、

排放交易体系、自然资源定价等。信息化措施包括: 宣传

教育活动、产品可持续性标识、计算生态足迹的工具、可持

续采购建议等。自愿协议措施通常为各种类型的协议，例

如公私伙伴关系、认证计划、生产者延伸责任等机制。

为更好地帮助决策者制定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战略与

行动计划，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UNCSD) 和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分别提出了一套评价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的指标体系，即“消费和生产方式变化核心指标体

系”［2］( 见表 1) 和“可持续消费指标框架”( 见表 2) 。

2 区域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实践

2． 1 欧洲可持续消费政策实践

欧盟的很多政策战略优先关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领

域，例如里斯本战略、第六个环境行动计划( 2002 － 2012)

等。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既是共同体里斯本计划 ( 2008 －

2010) 十大关键目标之一，又是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

解决的七大挑战之一。

表 1 UNCSD 可持续消费衡量指标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of UNCSD

领域
Domain

主要指标
Key indicators

其他指标
Other indicators

出行( 交通)
不同交通工具的人均出行距离

汽车数量

交通 领 域 能 源 消
耗量、货物运输方
式、商务电子通信
工具

消费品和服务
人均商品零售额

可持续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份额

产品 平 均 生 命 周
期 ( 选 定 产 品 类
别)

建筑和家政
家庭能源和用水量

家庭平均规模( 人数)
无

食品 可持续生产的食品所占市场份额
食品 消 耗 强 度 和
模式

娱乐
娱乐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休闲、有薪和无薪工作、旅游时间
全球 旅 游 发 展 趋
势、旅游交通工具

表 2 OECD 可持续消费指标框架
Tab． 2 Framework for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of OECD
具有环境意义的消费趋势和消费模式

Consumption trend and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一般趋势

经济趋势

消费支出在 GDP 中的比例
储蓄率
政府消费: 公共终端消费支出
家庭消费: 个人终端消费支出

社会人口
趋势

家庭规模
人口结构

家庭主要
消费活动

交通和通讯

客运交通( 各交通方式的趋势和强度、各客
运车辆的道路交通流量、公共交通份额)
客运车辆存量和所有权
交通能源消费( 各交通方式的趋势和强度)
通讯工具 ( 报纸发行量、电话线、计算机及
其网络连接)

耐用品和
非耐用品

消费

各种物品的家庭消费支出
所选择家庭商品的所有权
产品平均寿命
纸张消费
食品消费( 各类食品的消费、各生长方式和
加工水平的食品消费)

娱乐和旅游
国际旅游趋势: 国际旅游者接待人次
家庭娱乐消费支出
休闲旅游

与住房相
关的能源
和水使用

总终端能源消费( 各类使用的强度和结构)
生活用能( 强度和结构)
家庭用水量( 强度和结构)

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空气
居民能源使用的大气排放
客运交通的大气排放
道路交通的大气排放

垃圾
家庭垃圾的生成量
垃圾回收率( 纸、玻璃等)

水
公共供水的开采量
家庭污水排放量
与污水处理厂相关的人口

噪声 暴露于各种噪声的人口

土地和生
态多样性

土地资源和空间的使用 ( 城镇化: 城市开发土地面
积、对敏感地区的土地使用方式和占用量、用于娱乐
的土地、城市中绿地面积)
保护区

经济和政策方面
Aspect of economy and policy

管理手段 ( 待研究)

经济趋势

消费价格指数
污染补偿和控制支出( 公共、家庭)
能源价格和税收( 家庭能源价格和税收，道路能源价
格和税收)
公共供水价格
废水治理收费
对交通、高效建筑技术和水 /能源节约设施的补贴
自然资源使用税率与服务税之比

信息和
社会手段

消费者对环境的态度
环保标签产品
在环境信息和教育上的公共支出
对 NGO 的公共支持

贸易方面
全球性贸易产品的构成
国内消费的进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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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欧盟制定并颁布了“可持续消费、生产和产

业行动计划”，重点关注改善产品的环境绩效以及增加对

可持续产品的需求。该行动计划主要包括 8 个关键方面:

对更多产品提出生态化设计要求; 强化能源和环境标签体

系; 对高能效产品进行奖励和政府采购; 实施绿色公共采

购; 产品数据和方法的一致性; 与零售商和消费者合作; 提

高能源效率、促进生态创新和提高产业环境能力; 在国际

范围内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由于现有市场驱动力和工具( 能源标签、生态标签和

消费者信息) 无法激励生产商开发创新高效设计方案，欧

盟于 2005 年引进了生态设计指令。生态设计指令建立了

产品生态设计强制性标准框架，以产品生命周期理念为基

础，要求各行业对产品进行生态设计; 该指令也是极少数

既能提高能源效率又能减少 CO2 排放的政策工具。

除了欧盟层面的政策和措施，一些欧盟国家还采取了

国家层面战略。根据 2007 年对欧洲国家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战略的调查显示，所有战略都采用了相似的措施和行

动，包括生态标签、政府绿色采购、向消费者进行资源退

化、污染和废物等知识的普及和培训。欧洲采用的促进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的政策措施一般包括监管措施、经济措施

和信息化措施，每一种措施又分为强制性的和自愿性两

类，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政策措施
Tab． 3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项目
Item

强制性工具
Compulsory instruments

自愿性工具
Voluntary tool

监管类

关于环境健康和安全信息、
扩展的生产者责任、回收和
再循环配额、原料和质量要
求、排放水平和化学品监管
的禁令、许可和要求

责任关怀和类似措施、产品
标准引用、产品面板、环境
管理体系、功能面板、政企
协议

经济类
押金退还制度、税费、责任
制度

绿色公共采购、技术获取、
研发投资、当地交易所交易
计划、奖惩体系

信息化

EHS 信息要求、排放登记、
材质要求、化学品监管信息
( 专业、个人 ) ，能 源 标 签、
市场监管

ISO 一类生态标签、环境产
品声明、绿色声明、绿色标
签、有机产品标签、认证方
案( 酒店、消费者建议、消费
者运动、教育)

欧洲很少在可持续消费领域采用监管类措施 ( 如禁

令)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对有损人类健康与环境的产品

进行限制，其中一个成功案例是在欧洲范围内禁止使用危

害环境的白炽灯泡; 欧洲还有一些禁止某些消费行为的规

定，比如要求进行家庭垃圾分类、禁止将不同垃圾混合( 如

食物残渣、电池和塑料) 。

经济类措施主要是政府通过税费或公共支出来调控

经济。此类措施往往通过定价或者改变购买行为来消除

环境外部性。例如，汽油税是一个可以直接影响驾驶行为

的经济工具; 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实施的交通拥堵费，对家

庭提高能源效率进行补贴等实践也属于此类措施。此外

一个重要的经济工具是奖惩制度，即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消

费者进行补贴或免税，而对购买不环保产品的消费者收取

额外费用。

信息化措施也极少强制披露产品的环境信息。但是

欧盟和国家广告法是一个例外，该法要求规范使用环境声

明和营销术语( 比如“有机”等字样) ，属于强制性信息工

具。欧洲使用较多的是自愿性信息工具，包括产品生态

标签( ISO 一类) 、环境产品声明( EPDs，ISO 三类) 、有机食

品标签、对消费者的建议和教育等。然而，单独使用信息

类工具不足以消除消费者理念与真实行为之间的巨大差

距。

2． 2 北美洲可持续消费政策实践

自 2002 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为支持马拉喀什进程

实施已经召开了 2 次会议( 2008 年在华盛顿，2011 年在渥

太华) 。但美国可持续消费的成效甚微，鲜有地区层面和

国家层面的计划与战略。决策者仍然只从效率标准、信息

传播和公共教育角度来解决现有资源使用造成的不利影

响。目前，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政策

措施，例如鼓励“理性增长”，实施各种类型的土地利用规

划以促进城市和郊区的集约发展，鼓励人们选择非机动车

出行，实施社区农业种植计划等。

美国可持续消费的核心领域是粮食种植和分配网络，

超越传统型农产品供应链，开展创新型安排。类似的实践

还包括服装、儿童玩具、工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的再利用和

共享网络。

为了在美国制定可持续消费蓝图，北美地区有效利用

了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例如通过多方参与进

程促成了建筑物“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 LEED) 认证的

诞生。美国政府部门通过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机

构必须采购节能、节水的环保产品，也向市场传递了“可持

续消费”的有力信息。

2． 3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可持续消费政策实践

2003 年，拉丁美洲地区最先举办了关于“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的马拉喀什进程”区域协商会议，建立了一个实施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的平台。会议还制定了区域可持

续消费和生产战略，确定了优先事项、具体行动和具体试

点项目。区域战略强调了强化政府机构能力的重要性，尤

其强调了在生产和金融行业实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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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动的重要性。

2003 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成立了“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领域政府专家区域委员会”，专门为该地区实施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战略提供支持。委员会与“拉美及加勒

比海地区环境部长论坛”紧密结合，共同支持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区域战略的实施。

2009 年，管理技术和信息产业中心 ( CEGESTI) 对拉

美 20 个国家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政策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价

调查。调查显示，其中 14 个国家建立了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相 关 措 施 和 机 制。其 中，政 策 类 占 35%，计 划 类 占

20%，项目类占 10%，活动类占 5%，超过 40%的国家把可

持续政策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尽管各国在可持续消费机

制理念与实施形式方面有所进展，但具体行动的落实情况

并不理想。超过 80% 的国家表示，可持续消费措施没有

取得重大进展，主要原因是机制实施时间不长，并没有真

正融入国家治理程序。在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工具

使用方面，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最常用的是培训、技

术援助和激励工具。最典型的激励措施是为环境投资提

供融资、收税激励和自愿协议，法律、法规和惩罚手段则较

少应用。目前，该地区已经确立了四项首要任务推动可持

续消费和生产，包括:

( 1) 国家政策和战略: 在发展政策、规划和战略中融

入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标准; 量化区域性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措施的成本效益; 加强公民知识交流和培训; 在大众消费

品生产行业强调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重要性; 尽力改善不

良环境和社会影响。

( 2) 可持续生活方式: 调整和采用措施帮助所有公民

能负担得起可持续产品和服务; 根据种族差异制定不同交

流措施; 鼓励在教育规划中纳入可持续消费教育; 吸引采

用更严格环境规范和标准的跨国企业。

( 3) 中小企业: 优先发展次区域层面的环境或生态系

统服务; 协调并建立相关机制和经济手段，以促进行业向

可持续方向转变，包括制定具体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指

标。

( 4) 可持续公共采购: 提高决策者意识，推动国家层

面实施可持续公共采购，并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逐渐纳入环

境和社会标准。

3 国际可持续消费实践的政策启示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正在逐步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重

点。纵观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可持续消

费和生产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可持续消费与推动经济

发展、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减少贫困、提高人类福祉密切相

关，对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

“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 尚”，对 中 国 推 动 可 持 续 消 费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现有国际可持续消费政策措施的

实施经验恰好为中国推动可持续消费提供了如下几点启

示:

3． 1 明确中国可持续消费战略定位，制定中国可持续消

费战略与行动计划

目前，国际社会采用最多的政策措施就是战略与行动

计划。中国国务院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

的决定》中提出: 在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

方式，实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构建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

式。已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上升为战略目标。然而，中国

的可持续消费实践刚刚起步，可持续消费理念尚未纳入各

级决策层视野，也尚无针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可持续消费战

略与政策设计。亟需采取行动，充分明确可持续消费在中

国的战略定位。在确定可持续消费的战略地位后，需要开

展顶层设计，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消费战略与行动

计划，明确中国实现可持续消费的长短期目标、重点领域、

优先行动、实施方案、监督机制、保障措施等。战略与行动

计划要遵循几个原则: 了解产品生命周期、充分吸纳各利

益相关方参与( 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 、提出一系列有效

措施、提供综合政策框架等。

3． 2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评价指

标体系

在明确可持续消费战略定位与相关战略目标后，还需

要配合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衡量实施进展。尽管国

际社会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可持续消费的评价指标体

系，由于中国与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水平不

尽相同，不能完全套用现有可持续消费评价指标体系。必

须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随时评估中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现

状、进程、趋势，衡量政策效果，评价实施有效性，指导中国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具体实践，推动向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模式的转变。此外，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评价指标还应与

GDP 以外的用于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体系密切联系起来，

这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3． 3 鼓励企业投资，加强公众参与

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可持续消费实践显示，政府、企业、

公众的共同参与对于推动可持续消费有着重大作用。目

前的各类国际政策措施重点强调了政府的作用，还应充分

调动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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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领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持续推动实现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模式转变，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 监管类措

施、经济类措施、信息类措施等) ，鼓励企业对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的投资。欧盟、北美以及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倡

导可持续消费和绿色发展，需要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建立同

盟关系，需要开放渠道以便多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参与。因

此，在努力实现可持续消费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应开辟并

建立开放的空间和渠道，以便于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鼓励公众参与的民间团体组织、企业、以及学术界进行对

话和协商，共同推动实现可持续消费。

( 编辑: 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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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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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 SC) aims to do‘more and better with less’，by reducing resource use，degradation and pollution

along the life cycle of goods and services，while promoting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main policy instruments for boostin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that are practiced globally，including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regulatory instruments，economic instruments，information-based instruments，and voluntary agreements． Indicators

sets such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of UNCSD and framework for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of OECD were developed to measure the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 SCP) ． Ｒeview of SC polic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reveals connotations of SC，i． e． to facilitate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by further promoting resource and

energy efficiency，to establish sustainable lifestyle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by supporting sustainable business start-ups and adjusting

current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eventually to decoupl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s able to promote resource-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ocial innovation，which is of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s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void the trap of low efficiency and high pollution in growth． Based on the

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policy 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n Europe，North America，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recommendations were drawn from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C practice to China as follows: strategic position of

SC should be identified by developing SC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to boost SC in China; China-specific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SCP should be developed to guide SCP practice in China; business investmen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enhanced given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joint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business and the public in promoting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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