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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09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生产消费处，可持续联合国和其他

几个国际组织联合出版了‘Green Meeting Guide: Roll out the Green Carpet 

for your participants’ （英文版）, 《绿色会议指南：为你的参会者铺

上绿地毯》。每年，联合国和各国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会议，相关的产业也消

耗了大量资源和产生废弃物，而 UN 有责任将会议变得更绿色。自 2008 年联

合国秘书长也开展了可持续联合国（Sustainable UN）倡议，这本指南也是

在此背景下完成的。并成为联合国实现自身成为可持续机构和在各种活动进

行温室气体减排的指南。 

 

可持续消费越来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个议题。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于 1994 年由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在 2012 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峰会即里约峰会

的成果文件中通过其 10 年框架计划。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公众对环境和资源也更加关注，可持续消费也正成为趋势。自 2011 年

起，联合国驻华系统与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 组建联

合国中国可持续消费伙伴关系，搭建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并进一步促

进政策刺激。 

 

绿色会议是各参与方实施可持续消费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很有效和有

影响的方面之一。我们越来越感到中国对绿色会议指南的需求正在增加，以

便具体指导会议各方来具体执行。在联合国系统气候变化和环境专题委员会

的指导下， 本指南对环境署的报告进行了翻译并提供了更多案例。通过本指

南，我们希望能为会议组织的各方提供明确的绿色会议的定义及组织和举办

绿色会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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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会议作为重要的沟通和传播手段，是各机构和组织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会

议的种类、方式和规模也是多种多样，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涉及

到场地、设备、交通、住宿、餐饮等方面，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因此，如何

将会议本身绿色化和高效化也是全球所需要探讨和重视的，以减少会议带来的环

境影响。 

 

本指南旨在协助会议组织者和相关合作方绿化自己的会议，以实现对环境和

资源影响的最小化，本指南适用于所有的组织机构。本指南主要参照了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 2009年版「Green Meeting Guide 2009: Roll Out the Green Carpet 

for Your Participants」概述了规划和实施具有环保意识活动的关键要素，并

提供了一份可作为绿色会议活动规划的清单以供参考。报告也提供了一些中国与

国际间的绿色会议案例以供参考。 

 

 

  



1 绿色会议  

会议（ meeting ）与活动（event ）之举办，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为常见

的社会集体行为与公众参与形态。但是，一个会议或活动的举办，是非常消耗资

源与能源的。举办会议或活动使用各种的报告材料、交通、食宿、空调等资源，

而所造成的环境冲击则包括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垃圾、以及纸张、塑料、

食物等资源的消耗。因此，为了减少会议与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近年来世界各

国都加强倡导并推行「绿色会议」。 

 

1.1什么是绿色会议 

“绿色会议”的中心理念，就是将资源善用与环境保护的优先考虑尽早地纳

入会议举办的规划以及准备当中，即在会议的各个部分都能优先考虑对于环境与

生态的冲击。 

 

“绿色会议即是将减少负面的环境影响的概念纳入会议活动的设计、规划及

实施中，以为我们的留下美好的环境家园”。 (UNEP, 2009) 

 

美国环保署将绿色会议定义为：“为了信息交流目的形成集会或人们的集合

行动，可通过详尽的计划，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称为绿色会议(Green 

Meetings)。 

 

美国为最早将绿色会议概念付诸行动的国家，在 1992 年 4 月，美国举行

各州的废弃物预防（Waste Prevention）会议，大约有 50 名各州与当地的废弃

物管理人员参与。会议计划人员将节省材料资源与减少废弃物的理念应用在会议

规划中，为绿色会议提供良好示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于 2009年发布了「Green 

Meeting Guide 2009 (绿色会议指南)」为绿色会议的规划提供了详细的说明指

南。 

 



 

 

1.2 关键要素 

想要成功举办环保节能的绿色会议必须遵循以下事项。绿色会议成功的关键

要素包含：  

1. 影响决策：为了提高绿色会议的成功率，必须确保可持续发展概念是被包含

于整个活动的决策过程中。高层管理人员对于绿色会议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

的。 

2. 提高意识：规划人员、服务提供商、参与者都必须具有绿色环保意识。人们

必须了解为何绿色环保是很重要的并为此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3. 使用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服务和技术：选用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绿色会议的

举办可以增加可持续发展产品（绿色产品）的需求市场，促进该市场发展。 

4. 沟通：所有涉及会议的事项都要充分沟通，以确保会议举行前，举行时和会

议结束后所有相关信息都完整提供。 

5. 测量：测量并量化环境足迹，这些数据可为今后的绿色会议提供参考信息及

案例研究。 

6. 采购：负责采购的部门及人员必须考虑到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所购买的产品

和服务（例如：餐饮服务，纸，电力使用等）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2 绿色会议:管理和沟通 

此章节的主要内容为介绍绿色会议的管理和沟通。 

 

2.1 管理 

管理原则： 

绿色会议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将可持续发展概念纳入了会议规划和实施的

所有流程中-从会议初步规划到会议结束。 

l 绿色会议为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每个成功的绿色会议案例都可当作未来绿

色会议的参考， 并提高加强绿化策略。 

l 绿色会议的更大意义为：为员工、参与者与社会大众提供发展绿色环保意识

的策略。 

l 在会议规划过程中，会议的行动计划、目标说明、责任和期限都应详细记录，

并作为整个会议举行的参考文件。 

l 对于绿色会议活动的监测、报告、标杆和评估程序都应被建立，以评估成果

并吸取经验，改善未来会议活动的规划。也可作为市场营销和沟通的工具，

来推广组织。 

  



2.2实施步骤 

规划实施绿色会议应遵循以下步骤： 

 

  

第0步: 是否真的需要举行会议

• 人员是否必须实际出席会议？是否考虑其他替代方案：电话会议、视频会
议和网路会议？对于规模较小的会议这些都是必须事先考虑的。这样不仅
可以帮助减少因会议举行所产生的废弃物及消耗品，并可减少因会议出
行产生的温室气体及其他空气污染气体，还可减小会议成本。若面对面的
会议举行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必须做出努力以确保会议活动举行所产生的
影响最小化

第1步: 选择地点/举办地

•选择地点与举办地区应基于绿色环保的原则。当在与场地供应商或会议服
务商洽谈时应清楚地传达对于绿色会议的承诺或诉求。

第2步: 开始规划

•应当指派一个专门人员负责规划绿色会议事项，若需要也可指派一个团
队负责协助实施。详细的行动计划可以确保参与者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的
角色和职责，行动计划应包含：会务安排任务清单、进度标准、时间表以
及适当的监控措施。绿色环保的理念也应在早期阶段公开传达。

第3步: 组织与实施

• 绿色措施应该应用在本次会议组织与实施的各个方面-从和与会者和发言
人的沟通到安排交通运输、餐饮服务及住宿等各方面。在本报告第4节的
「绿色会议规划清单」中，将列出具体的活动。

第4步: 报告、监测和评估

• 通过监测和评估会议的有效性和影响可以提高会议活动实施期间的绿色活
动，并在未来做得更好。在会议活动结束后与员工、参与者、公众以及今
后会议合作组织探讨本次绿色会议的成功处及不足处，以评估本次会议的
成效并为今后的绿色会议提供宝贵意见。



2.3沟通 

与所有会议活动相关方有效地传达你的目标和计划是绿色会议的成功关键。 

 

1. 与组织内部和主办方的沟通 

l 有效的举行绿色会议通常需要组织内部和主办方高层的支持与良好的

合作。 

l 因此，早期与组织内部与主办方沟通你的目标和提供建议措施是至关

重要的。绿色行动计划的目标和内容应传达给所有组织内部和合作伙

伴主办方的决策高层，尤其是那些具有特定职责的人员。 

l 邀请主办方参与发展绿化行动计划，如果他们愿意即可要求他们带领

绿色会议规划， 因为他们通常更加了解有关绿色会议的相关布局。 

2. 与参与者的沟通 

l 举办绿色会议的目的及建议措施都应在早期阶段良好的传递给参与者

（如果可能：社会大众）。这可以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真正的达到绿色

会议设定的环境目标。 

l 会议的相关资料， 尤其是会议的邀请函及网路宣传都应让参与者意识

到此次绿色会议的绿色工作并从本身做起。 

l 活动主办地点及会展主办方应利用会场空间展示并推广本次绿色会议

的绿色活动。 

l 利用与会议的相关活动让所有的参与者了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l 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提供专业的培训课程。利用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

意识及知识来同化参与者。 

l 对于服务提供者或个人提供奖励或其他激励，特别是提供创新解决方

案者。 



l 将此次绿色会议的成果包含于会议报告中。 

3. 与服务提供方的沟通 

l 有相当一部分的会议在组织规划时会涉及采购货物及服务：因此绿色策

略也必须针对采购问题做出规划。 

l 绿色会议的标准应包含在机构/主办方和服务提供商的合约中。 

l 如果有些服务提供为不可选择的（如：会议场地有预先设定的餐饮服务

商），那么必须在会议规划时对于涉及采购货物或服务方提出明确的要求，

使他们了解绿色会议的要求和需要。 

l 应与供应商共享具体的绿色会议标准。 

l 参与绿色会议规划的团队与工作者必须给予服务提供者必要的支持。 

 

2.4 测量，监测和报告 

2.4.1测量 

监测绿色会议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不仅对于评估此次绿色会议的成效是很重

要的，也可实时的和外界沟通，并且为将来类似会议活动提供基准。 

 

所有与会议活动相关的数据都应被搜集，数据应包含： 

l 资源的消耗量（按重量）：纸张、水、食物等。连同可持续资源所占的比例

（例如：再生纸、有机或公平贸易食品、水等。）。 

l 废弃物的产生和处理：所有废弃物的生成量，最好能依据不同的废弃物种类

进行分类（塑料、纸张等），并且标示出以不同处理方式处置的废弃物百分

比（例如：回收、堆肥、填埋/焚烧）。 

l 能源消耗：消耗的能源总量，并且分别列出气/电/油/煤/生物质所分别占的

百分比。 若有使用再生能源，也分别列出其所占百分比。 

l 交通：往返会议现场的总里程数，以及使用方法（例如：航空、铁路、陆路

等）。 

 

其他与会议相关的基本信息，如：会议总人数和天数等，都应提供作为参考

数据。 



2.4.2标杆管理与评估 

想要评估绿色会议的成效必须有一个基准线可用于比较。 

l “记录”是设定基本标准的第一步：由于每一次会议的情况都不相同，因此

收集并记录每一次会议活动的资料数据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为将来的会议

活动提供用于评估成效的基准。 

l 在实践中学习：搜集数据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有时可能需要重新建立新的

程序和作法。 

l 从评价中学习：一旦基准被建立，对于绿色会议成效的评价将可以更精确的

进行。 

 

合作和数据交换是关键。参见绿色会议清单。 

 

2.4.3 报告 

举行会议对于环境造成的任何影响都应包含在会议报告中，并尽可能的广泛

交流。 

 

  



3 如何规划一个绿色会议 

3.1 环境影响评价 

本章节主要用于讨论会议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并且提供解决方案。 

环境目标 如何实施 

降低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的排放 l 选择符合绿色建筑规范或使用可再生能源的

会议场地/住宿地点。 

l 选择可减少参与者或产品长途运输的会议场

所/住宿地点。 

l 若长途旅行为不可避免的，则必须抵消温室

气体排放。 

l 在会议活动期间应用节能办公室的实践方

法。 

降低材料消耗及废弃物的产生 l 尽量减少在会议期间（会议前，中，后）所

提供给参与者的材料与服务提供商使用的材

料（如：餐饮服务商）。 

l 避免使用一次性商品，并使用可重复使用或

可回收的商品。减少包装的材料消耗。 

l 在处理废弃物时将可回收的废弃物分开处

理。 

降低用水量 l 选择节约用水的会议场地及住宿场所。 

l 尽可能的减少参与者瓶装水消耗。 

减小对于空气、水及土壤的间接环境影响 l 尽量选择当地的有机食品，避免长途运输。 

l 使用含有较少有害物质的产品，例如：无氯

纸张或无毒的清洁产品。 

 



3.2 会议地点 

 

会议活动的规模大小将会对场地选择造成影响。30 人以下的小型会议，通

常不需要特定的会议地点/设备。 另一方面，对于参加人数为 200 人或以上的会

议则必须在经过严格筛选过程选定的特定会议中心举行。选择场地时，应注意考

虑以下几个方面： 

l 地点：会议场地与住宿地点和市中心的距离必须是可以步行或是使用大众交

通工具到达的，以减少对于本地交通工具（例如：私家车/出租车）的需求

量。 

l 能源：会议是高耗能的活动。通过选择节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日光照明，

可以减少会议活动所需的能源使用。通过管理能源系统，例如空调，减少会

议活动的能耗。 

l 废弃物和采购：会议活动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应优先考虑选择有适当的废

弃物搜集及回收系统之地点举行会议。 

l 管理：场地管理者和经营者其对于改善环境及减少环境影响的承诺是至关重

要的。应优先考虑选择具有环境政策、管理系统和/或行动计划的场地举行

会议活动， 例如：员工及参与者能有良好的沟通以鼓励绿色行为。 

l 餐饮及清洁：餐饮及清洁服务的提供方式都会对环境及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请参考下列餐饮及住宿章节。 

 



3.3 会议住宿 

 

在同一个城市中， 选择不同住宿地点（酒店）所呈现的环保表现有很大差

异。因此会议组织方应找出和推荐最适合的住宿地点提供给会议参与者选择。 

在选择住宿地点时应考虑下列几个方面： 

l 管理：住宿地点本身的管理系统及经营者对于环境保护的承诺是很重要的。

应优先考虑选择具有环境政策、管理系统和/或行动计划的会议住宿地点， 

例如：其员工及参与者能有良好的沟通以鼓励绿色行为。 

l 地点：住宿地点与会议场地和市中心的距离必须是可以步行或是使用大众交

通工具到达的，以减少对于本地交通工具（例如：私家车/出租车）的需求

量。 

l 能源效率和节水：会议期间住宿场所营运所使用的能源及水对于能源消耗有

关键影响。应优先选择安装有能源和水资源高效设备及具有环保意识的住宿

地点。例如：鼓励住宿者不换洗床单及浴巾。 

l 废弃物和采购：住宿地点的营运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应优先选择致力于减

少废弃物产量和拥有适当的废弃物搜集和回收系统的住宿地点。住宿地点应

鼓励购买具可持续性的产品，如再生纸，并减少包装量。 

l 清洁和餐饮：在清洁时使用的化学产品会对人类及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选择

适当的清洁产品并限制其使用量将对环境保护有很大的帮助。 

 



3.4会议餐饮 

 
大多数的会议活动都需要提供餐饮服务-从非正式的小吃到正式的宴席。餐

饮的范围涵盖了提供给工作人员及参与会议者的茶点及餐饮全部部分，包括采购

食品、废弃物处理和交通运输。选择餐饮服务时应考虑到下列几个方面： 

l 食品与饮料：不同食物和饮料的种类及其生产的过程对于环境的影响会有很

大的差异。应优先选择本地生产及当季的食品。鼓励使用有机、素食、健康

及公平贸易的食品。如果可能，会议活动应提供桶装饮用水及可回收/可重

复使用之饮水容器。确保餐饮提供商了解参与会议者的人数以避免不必要的

浪费。 

l 废弃物：食品及饮料的消耗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纸类、塑料类、有机类或是其

他类型的废弃物。尽可能的避免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产品包装并确保废弃

物能被适当的收集、回收及处置。 

l 其他：其他方面包括:餐饮服务的供应商，清洁技术，以及餐饮设备的使用

效率，能源和水的环境政策/管理系统。 

 

3.5会议设置 

会议的规划和实施方式将会对整体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从会议开始前与参与

者的沟通至参与者在会议中收到的资料和会议场地的布置。所有会议相关的活动

都可利用事先良好的规划来减少其对于环境的影响。在会议规划过程中应考虑到

下列几个方面： 

 

 



会议活动开始前-与参与者和登记者沟通 

l 纸张使用：会议开始前与参与者的供通，通过使用电子邮件来减少纸张使用，

并且提醒参与者尽量不要打印出资料。邀请函，公告和其他所有相关的文件

应创建为可以方便地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是在网站上下载的形式，并可以轻

松地在计算机屏幕上阅读; 如果有必要将它们打印出来，应该使用对于环境

危害较小的方式，例如：减少文本的页面数量和选择较少的输出颜色等。 

l 登记流程：会议注册流程及相关的通信应使用电子通信（如：电子邮件），

让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注册。 

l 提高意识：参与者的行为对于会议将有很大的影响。参与者应对于自己本身

的行为负责，提高本身的绿色环保意识。 

 

会议期间材料准备 

l 尽量减少材料使用：会议所使用的材料应仅可能的减少。会议应尽可能的无

纸化，利用使用电子设备，如二维码扫描等。应尽量减少宣传材料，会议资

料袋，标志（旗帜，条幅等）和礼品的使用。 

l 尽量使用可持续性材料：所有生产或购买的材料如：礼物、会议资料袋及横

幅应采用可持续性的材料，如有机或可回收材料。 

l 重复使用：尽可能重复使用会议材料（例如，横幅，看台等）。 

 

会议的设置和运行 

l 绿色办公室：通过遵循绿色办公室的基本规则，可以帮助减少会议对环境的

影响。例如，两面打印，收集废纸作为废料再利用，在设备在不使用时随手

关掉电源以及确保垃圾分类收集。会议开始时提醒工作人员和参与者一些应

该遵循的规则，以帮助绿色会议进行。 

 



3.6会议当地交通 

 
会议参与者在参会过程中，可能会在会议举行地的局部地区或城市间旅行 

–例如：到达/出发点（机场，火车站），会议场地，酒店和市中心之间的旅行。

虽然不如国际旅行对于环境的影响大，但会议举行期间当地的交通也会对环境造

成影响，例如： CO2排放和车辆尾气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以减少会议期间当地交通对于环境的影响： 

l 地点：应优先考虑会议场地、住宿、市中心和交通节点之间的交通便利性，

以减少长途旅行的需要。 

l 和参与者的沟通和信息提供：参与者在参会期间的交通最好使用步行或是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安全为前提）。为参与者提供相应的信息（如地图，时

间表和明确的指示）。提供参与者使用低排放的交通工具的特别服务。 

 

3.7会议展览 

贸易交易会或展览会相关的会议通常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必须拥有

一个策略来解决这些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来减少会议展览

对于环境的影响： 

l 材料：参展商通常会提供大量的材料（如：宣传册），但展览过后经常被参

观者丢弃。因此应鼓励参展商尽量减少在展台提供的宣传材料，并且尽可能

的使用可持续性材料。 

l 能源效率：参展商应尽可能减少照明和其他能源需求。 



l 废弃物处理：展览会通常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包括包装材料和展台搭建，

以及丢弃的展示材料和一次性地毯。因此，参展商必须根据当地收集系统严

格遵循废弃物收集规则，并鼓励重复使用展示材料及被丢弃的出版物。 

 

展览组织者应与参展商沟通，提前向他们通报本次会议的绿色战略，使他们

可以减少参展时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4 会议碳中和 

当会议或活动已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来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对于一

些不可避免的碳排放可用购买碳补偿的方式来实现会议碳中和的目标。这种补偿

机制为：一个人所购买的碳补偿，为另一个人投资绿色项目所减少的碳排放量。

以下部分提供了有关如何执行此抵消机制的一些基本信息。 

 

如何实现会议碳中和？ 

l 确定温室气体（GHG）的排放来源 

l 制定和实施战略，以减少碳排放 

l 计算无法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l 收集/分配资金用于剩余的温室气体减排抵消 

l 通过募集的资金来购买碳补偿，实现会议碳中和 

 

4.1确定温室气体（GHG）的排放来源 

会议及活动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为： 

a) 工作人员和参与者的交通（包括长途和本地交通）， 

b) 会议场地，住宿场所，以及办公设施，包括废弃物和水的消耗， 

c) 在会议中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 

 

4.2减少温室气体（GHG）的排放 

一旦相关的排放源确定，会议举办方将可以开始开展减排计划。 

 



例如：可通过避免长途旅行及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来降低碳排放量（利用远程和视

频会议）。较短的行程可以选择火车或长途汽车（火车或长途汽车所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为航空旅行的三分之一） 

 

4.3 计算温室气体（GHG）排放量 

计算会议产生的碳排放量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包含：收集数据和计算温室气

体排放的过程。 

 

会议相关的最主要碳排放源是来自于交通运输。以下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计

算/估算与交通运输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a) 个人计算：通过计算每个人的每个交通行程。这种计算方式可由旅客自己记

录（如：差旅费报销表上），或由主办单位收集资料。 

b) 估计计算：若由于某种原因而无法使用实际数据，比如当会议举办方不知道

参与者从哪来，可以假设参与者来自不同地区的访客数量，并估计其平均温

室气体排放量。 

 

4.4 碳抵销资金 

无法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抵消需要资金支持。在这个方面，联合国提供

了一些经验和实施方法： 

Ø 由参与者，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支付 

Ø 会议举办方代表参与者支付 

 

当参与者的旅行成本由会议主办方覆盖时，会议也应对参与者进行强制性或

自愿性的碳抵消。 

 

直接从会议预算（或主办单位的一般预算）支付碳抵消金额为最简单管理和

最可靠的方法。但，这不只会增加会议举办方的成本，也无法提高参会者对于碳

中和的意识。 

 



除了要求参与者直接支付碳抵消金额或由会议举办方代表参与者支付，其他

一些创新方法也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用： 

l 邀请各国政府协助信托基金，支承碳抵销成本; 

l 跨机构或组织的内部交易计划，如：在初始分配旅行津贴时进行。 

 

会议举办方的工作人员差旅所需的碳抵消资金，应分配在会议的差旅预算中。 

 

4.5 碳抵消采购 

当碳抵消资金收集完成后，有不同的方法来购买碳补偿。其中主要的方法有

京都议定书下设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或其它碳减排项目产生的减碳指标。

例如通过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和造林产生的减碳指标。 

  



4.6 碳中和案例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联合国气候变化 

天津会议“碳中和”碳汇林项目 

 

2010 年 10月 4-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以下简称“天津会议”)在我

国天津市梅江会展中心举行。来自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多名气候谈判代

表和 NGO代表出席了出席。 

 

天津会议是我国政府首次承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为传播低碳绿色理念，

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唤起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我国政府决定把天津会

议办成一次“碳中和”的国际会议。为此，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气候司指定中

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组织实施这一会议“碳中和”项目。 

 

经清华大学专家测算，天津会议约排放 1.2万吨二氧化碳。中国绿色碳汇基



金会出资人民币 375 万元，在中国山西省襄垣、昔阳和平顺等县营造 5000 亩碳

汇林，未来 10 年可将本次会议造成的碳排放全部吸收。 

 

同年 10月 28日，以油松、紫穗槐、侧柏、山桃等乡土树种为主要造林树种

的造林任务圆满完成。据测算，项目区的农民,预计在碳汇林的管理运行期内,通

过参加碳汇林的营造和经营管理活动,大约可获得 260 万元的劳务收入和相当于

约 700万元价值的林副产品和木材收益。  

(作者：李怒云;联系人：袁金鸿  84238191/15210118220 E-mail:yuanjinhong@thjj.org) 

 

 

  



5 绿色会议规划清单 

此绿色会议规划清单为小型和中型会议（200 人以下）的组织方提供了一套

详细的建议。它涵盖了会议的各个层面。 

 

5.1 会议地点的选择 

下列的建议主要提供给专门的会议场所，但在某些方面也适用于一般会议室。

此规划清单的使用方法为 1)将清单提供给会议举行地点的候选地; 2)要求他们

在符合的项目栏位中勾选。这些信息可以被用于选择会议场地。理想的情况下，

会议场地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会议举行地尽可能选择在机构的总部，而不是临时性的位

置或商业场所，从而减少工作人员的交通。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首先选择有绿色建筑评级系统认可或

其他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场地。 

 

 

 

会议场地应具有环境政策和行动计划，其包含范围：可持

续性采购，节能，餐饮服务，交通运输和废弃物处理。 

 

 

 

会议场地应该对其工作人员提供增进环保意识的培训课

程。 

 

 

 

会议场地应具有交通方便性。理想的地点为：由会议场所

到主要的公共交通连接和市中心能步行到达。 

 

 

 

提供给参与者及演讲者住宿的场地应该是会议场所附近

的酒店。有些会议场地也可提供住宿。 

 

 

 

尽可能的将会议活动产生的所有废弃物分类（如纸张，塑

料，金属，有机物）。垃圾桶应摆放在显而易见的地方。 

 

 

 

会议场地建筑物内的温度应该是可以调节的。  

 

 

 



5.2 会议住宿的选择 

在同一个城市中，不同住宿地点（酒店）所呈现的环保表现有很大差异。因

此会议组织方应找出和推荐最适合的住宿地点提供给会议参与者选择。 

 

此规划清单的使用方法为 1)将清单提供给会议住宿的候选地，2)要求他们

在符合的项目栏位中勾选。这些信息可以用于选择会议住宿场地。理想的情况下，

会议住宿场地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l 管理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应尽可能的选择具有生态标签或其他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的酒店。 

  

酒店应具有环境政策和行动计划，包含：绿色采购、节能、

餐饮服务、交通运输和废弃物处理，并能良好的与客人沟

通。 

  

酒店应提供工作人员环境保护的培训课程。   

酒店应在客房中提供环保相关的信息，并鼓励客人参与。   

 

l 地点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酒店应靠近公共交通枢纽和会议地点（最好在步行范围

内）。 

  

 

  



l 能源效率和节水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酒店应提供客人是否更换毛巾及床单的选择，以节省能源

和用水。 

  

酒店应鼓励客人及工作人员减少用和在无人使用时关闭

灯光和其他耗能设备。 

  

酒店应使用高效节能灯泡和能源系统，并提倡使用自然采

光和通风。 

  

酒店设施应配备节水设备（例如：水龙头和淋浴的流量调

节器，可自动关闭的水龙头和淋浴冲洗器）。 

  

热水加热器和管道应适当的绝缘和维护。   

酒店的楼梯应位于易见处，并摆设有邀请客人走楼梯的标

示。 

  

客人应该能够打开窗户，而不是被迫使用空调系统。   

暖气和空调系统应该是很容易操作的（易于客人自行关闭

系统）。 

  

酒店客房的暖气系统设定应不超过 20℃，空调冷却系统设

定的温度不应与外界的温度相差 6度以上。 

  

用水装置系统应定期维护计划，以免渗漏。   

 

l 废弃物及采购-酒店的采购和包装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尽量减少对纸张的需求，如果必须使用，确保它是双面印

刷。酒店使用的纸制品（包括纸巾，电脑用纸，卫生纸，

擦手纸及提供给客人的纸张）应含有高量的再生纸（理想

  



为 100％），并完全或基本无氯（TCF或 ECF）。 

尽量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物品。如果必须使用一次性物品，

请确保他们是可回收的，并有适当的回收系统。 

  

如洗发水和肥皂，应购买大包装并使用可填充容器分装。

如果不可能做到，酒店应该指示管家部员工避免每天更换

耗材，除非他们是空的。 

  

酒店应提供适当的回收系统。为客人提供的一次性产品

（如迷你酒吧或其他免费项目），包装应可回收。 

  

送至客房的报纸不应有多余的包装。   

 

l 废弃物及采购-废弃物的收集及处置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酒店产生的所有废弃物应单独收集到相应的分类收集处

（如：纸张，塑料，金属，有机）。酒店应提供给客人和

工作人员足够的垃圾桶，并放置于显着的地区。 

  

 

l 清洁服务（也适用于场地及餐饮）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酒店应实行环保清洗。包括： 

l 酒店的清洁人员或清洁承办商应进行环保清洁培训。

培训应包括：清洁剂的选择，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

的设备和机器，废弃物管理，以及其他健康，安全和

环境方面的知识。 

  

l 应减少消毒液的使用量。   

l 在可能范围内，应使用有生态标签的清洁产品。若无   



法使用有生态标签的产品则必须选用： 

n 不被归类为对人体健康或环境有害的清洁产品。   

n 易生物降解的产品。   

n 不包含 EDTA、NTA、Apeos的产品。   

n 不包含超过 25％（重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的产品。 

  

n 不包含超过 0.5％（重量）磷的产品。   

  

 

5.3 会议餐饮的选择  

大多数的会议活动都需要提供餐饮服务-从非正式的小吃到正式的宴席。餐

饮的范围涵盖了提供给工作人员及参与会议者的茶点及餐饮，包括食品采购、废

弃物处理和食品相关的交通运输。 

 

下列的建议旨在提供会议组织者在选择餐饮方面的标准。 

 

食品和饮料的消费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纸张，塑料，有机和其他类型的废弃物。 

 

l 废弃物-餐具，陶器，玻璃，纸张和亚麻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避免使用一次性物品。使用可重复使用的餐具，玻璃器皿

和床单（避免使用纸杯，塑料杯或聚苯乙烯杯; 不提供餐

巾纸或桌垫;，不提供塑料餐具，及一次性桌布）;避免使

用铝箔。 

  

如果必须使用一次性用品，则需确保它们使用高回收率或

以植物为基础的材料制成，并提供适当的回收系统。 

  

避免使用瓶装的果汁和水。   



用于餐饮的纸制品应为含有高量的再生纸（理想为

100％），并且完全或基本无氯（TCF 或 ECF）。 

  

 

l 包装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避免发放单包装食品和调味品（例如，罐装牛奶，奶油，

人造甜味剂，黄油，西红柿酱，醋，芥末，果酱，盐，胡

椒粉，早餐麦片）。 

  

提供适当的回收系统。产品应提供可重复使用或可回收的

包装。 

  

 

l 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置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所有的餐饮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应单独收集到相应的收

集处（如：纸张，塑料，金属，有机物）。 

  

在明显处提供足够的废弃物收集桶（箱），并有明确的指

示 - 特别是在厨房和用餐区。 

  

告知膳食供应商参加者的确切人数，以避免浪费。   

收集的废油，并把它提供给回收商。   

雇用之餐饮公司应负责会议期间所有餐饮相关的废弃物

收集和处置。 

  

 

l 食物和饮料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注释 



(是： 请勾选) 

使用当地种植和生产的食品和饮料。菜单应使用该地区的

时令食材。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有机食品和饮料。产品应尽可能满足

区域或国际有机标准认证。 

  

提供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如咖啡，茶，糖等）。   

如果会议由私人餐饮承办商承包，则必须设定一个特定的

产品比例，如：本地的、有机的、和/或公平贸易产品。 

  

提供肉类产品的数量最小化，并提供素食餐饮的选择（肉

类产生的二氧化碳比非肉类产品多）。 

  

使用饮水机提供饮用水来取代瓶装水。   

鼓励餐饮供应商列出菜单上的当地产品。   

告知膳食供应商参加者的确切人数，以避免浪费。   

 

5.4会议设置的选择 

会议的规划和实施方式将会对整体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所有会议相关的

活动都可利用事先良好的规划来减少其对于环境的影响。 

 

l 与参与者和登记者的沟通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尽量使用电子通信（如电子邮件，网站），而不是印刷品。   

设置电子登记系统，允许参与者提交表格和图片。   

鼓励参与者使用可持续发展/更环保的交通方式到达会场： 

l 对于较短的旅行，尽量选用火车来代替汽车/长途汽

车和飞机。 

  

l 当火车不提供服务时，尽量选用汽车/长途汽车而不

是飞机。 

  



l 在驾驶汽车时，如果可能的话使用混合动力汽车及小

排量汽车。 

  

l 如果飞行是唯一的选择，请选择直飞并选择搭乘经济

舱。 

  

提供给参与者公共交通的网站链接。   

提供一个参与者间的沟通平台，用以组织和共享汽车，公

交车和/或的士的搭乘信息。 

  

通过电子邮件鼓励参与者参加“绿色行为”活动，并提供相关信息。 

l 只打印你所需要的文件。   

l 自备笔和纸。   

l 尽可能的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l 选择会议主办方推荐的酒店。   

l 当离开酒店客房时关闭所有电源。   

l 不要求每天更换床单和毛巾。如果酒店提供这项节能

选项。 

  

l 回收废弃瓶，易拉罐，纸张等。   

 

l 会议材料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任何与会议相关的纸张（宣传材料，程序，标志）尽可能

为 100％的再生纸（再生纸含量最低 65%），并且完全或基

本无氯。 

  

会议需要的材料应尽可能的在会场/会议地点打印，而不是

从总部运送到会议现场。 

  

发送给参与者的袋/包，条幅，礼品及其他物品，尽可能选

用本地生产的产品。  产品应使用有机或可回收的材料制

作，并且可重复使用。产品应避免含有潜在有害化学物质，

  



如： PVC。 

笔应仅根据需求提供。并且应选用再生材料制作和可再填

充的笔。 

  

提供给参与者的宣传包/册中，只包含绝对必须的材料。相

关文件应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在会场准备有限数量的备用

文件副本，或打印/复印设施。 

  

鼓励参加者保存他们的会议材料，直到会议结束。   

本次会议所使用的材料（如横幅，标语，标牌，卡位）应

设计为可重复使用，让他们可以在其他会议重复利用。 

  

避免使用光面纸出版物。   

l 会议设置和运行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调整会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使会议尽量符合无害环境的

准则。 

  

在会议开始时提醒工作人员和参与者帮助绿色会议运行，他们应该遵循一些相关规则，包括： 

l 打印和复印两面，并尽量少用彩色复印。   

l 收集废弃的纸张，印刷和信纸重用使用。   

l 在不使用时关闭灯和设备电源。   

l 会议登记服务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应根据相应的分

类（如：纸张，塑料，金属，有机物）单独收集，并

使用所提供的专用垃圾箱。包括了所分别搜集复印机

和打印机的墨盒和电池。 

  

确保所有使用的电子设备，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   

应提供给参与者及工作人员足够数量的垃圾桶，并且明确

的标志/指示其所在位置。 

  

提供一个专用区域供参加者返回可重复使用的材料（如：

笔）。 

  

尽量少使用装饰性元素如：花卉，横幅等。   



减少参与者登记时的纸张浪费- 例如：简短的登记表格，

电脑系统登记。 

  

提醒发言者和与会者在不使用时关闭设备电源（如投影机

和笔记本电脑）。 

  

 

5.5会议举办地当地交通的选择 

会议组织者应提供适当的信息供参加者选择酒店及其出行方式。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会议地点和住宿酒店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对当地交

通的影响关系重大。 

  

提供给参加者明确的交通指示，例如：到达/出发点（火车

站，机场）、会场、住宿及市中心之间的公共交通地图。

这些应该在会议前通过电子邮件，或是放置于宣传袋/手册

中提供给参与者。 

  

提供工作人员或当地志愿者陪伴参加者由酒店/车站到会

场（利用步行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公共交通是不可行的，会议组织方应提供酒店、会议

场地、和/或到达/出发点（火车站，机场）之间的班车服

务或汽车共享计划。 

  

提供给参加者免费的公共交通车票   

 

  



5.6会议展览 

贸易交易会或展览会相关的会议通常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必须拥有

一个策略来解决这些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 

 

核心建议 

建议 是/否  

(是： 请勾选) 

注释 

告知参展商参与绿色会议的条件。   

参展商应有义务：（其注册的条件） 

l 装饰、地毯和展示材料应由再生材料制成、和/或可

重复使用。 

  

l 尽量减少使用照明等能源需求。   

l 所有产生的废弃物必须分开收集到相应的分类处（如

纸张，塑料，金属，有机物）。 

  

l 使用再生纸含量高（理想为 100％），并且完全或基本

无氯（TCF 或 ECF）的纸制品。 

  

l 应限制出版物和宣传册的数量。利用信息登记表取代

名片搜集， 并提供电脑及 USB端口供下载信息使用。 

  

l 提供的促销品，尽可能使用环保材料，如有机未漂白

棉或回收生产的材料。并且避免使用 PVC。 

  

l 将商品包装最小化，并且使用可重复使用和/或可回

收材料。 

  

l 收集和重复使用与会者丢弃的出版物。   

应使用环保材料搭建展台（包括：合法和可持续采伐的木

材）。最低要求，采用的所有材料必须是可回收的。 

  

 

  



6 应用：绿色会议案例 

6.1 国内案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努力打造为“会议名城”，希望借

助会议业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现今中国正提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发

展，因此中国会议活动也需与“低碳、环保、绿色”的潮流相匹配。 

 

l 北京奥运 

 
“北京奥运会将给世界体育运动与环境保护树立一个新里程碑和新标

准，”2007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副执

行主任沙发尔·卡卡海尔在北京举行的《北京 2008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环境审查

报告》发布仪式上，对北京 2008年奥运会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确保 “绿色奥

运”所做出的努力赞赏有加。  

 

这份报告指出，北京在 2008奥运会为绿色奥运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北京 2008年奥运会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十个方面的措施： 

  1、规划选址。线路和场馆选址符合城市规划的体育和文化设施用地范围，

避开水源、自然、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地区。 

  2、清洁能源。场馆建设将节能作为重要原则，广泛采用节能器具，设计中

充分利用自然光、通风等技术。奥林匹克公园、各场馆的路灯、草坪灯、公共厕



所照明、绿地灌溉等，全部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奥林匹克公园周围地热资

源可提供 50 万平方米采暖，可满足奥运村 47 万平方米使用量，制冷采用 16℃

—17℃的地下水和热泵技术。奥运村洗浴热水每天 1143 立方米则采用太阳能集

热管技术。 

  3、清洁交通。利用公共交通组织奥运交通，制订公交优先政策，奥林匹克

公园内采用零排放车辆与超低排放车辆。奥运村建设自行车道，鼓励骑用自行车。 

  4、保护资源。节水、节能是奥运设施建设和活动组织中的重要原则，设施

建设将采用各种节水、节能建筑材料和设备。回收使用处理后的污水。奥林匹克

公园每天排水 1．1 万立方米，其中 30％处理后作为洗车、冲地和绿化灌溉用，

70％处理后用于公园内大面积绿地灌溉。 

  5、废物管理。限制使用一次性物品。场馆和有关商业、旅游设施内全部实

行垃圾分类收集，其中 60％的废纸、塑料、易拉罐回收使用，35％的有机物进

行堆肥处理，5％的石砾填埋。医疗废弃物则必须单独处理。 

  6、绿化植树。奥运工程用地绿化面积占总面积的 40—50％。奥林匹克公园

建设了一块 760 公顷的绿地。尽量选择适宜的本地绿化品种。 

  7、绿色产品。部分辅助设施、材料和器具使用可再生或再生材料制作。印

刷品尽量使用再生纸。 

  8、高新技术。2004年北京实现现有 ODS替代。燃料电池技术用于奥运会使

用的部分机动车。采用 GPS全球定位系统，减少车辆绕行和堵塞，及减少污染物

排放。新型建筑材料技术，如：可降解大气污染物的“纳米”技术建筑涂料。 

  9、清洁施工。施工中，各项活动必须与上述环保措施保持一致，采用降尘、

降噪、合理运输等措施，并且保证不影响市容和周边居民生活。 

  10、环境教育。在长达 8年的准备工作中，全市将有数万名儿童、家庭参加

建设绿色校园、绿色社区等活动，这有利于提高民众环保意识。 

 

l “‘赢在中国’国际会议研讨会”-国家会议中心 

2009年的 9月 7日，“‘赢在中国’国际会议研讨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

办，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的首席执行官到会演讲。研讨会由北京市旅游局

与国际奖励旅游协会(Site)中国分会主办，国家会议中心协办。 



    国家会议中心秉承了举办绿色会议的理念，在协助北京市旅游局筹办这次研

讨会时，提出了许多“绿色”措施，例如：会议通知使用电子邮件，不发传真；

会场空调温度严格设定在 26度；没有背景板，只使用投影仪；不提供纸张和笔，

参会者必须自己携带笔和笔记本；没有塑料瓶装水，仅提供玻璃杯和冰水；咖啡

不提供袋装糖，只提供散装糖；胸卡回收再利用；参会者被要求尽量坐地铁而不

要驾车来开会…等。 

 

    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代表

和众多国内参会者都十分赞赏国家会议中心的做法。国家会议中心在努力实践绿

色会议标准上，起到了不错的示范效果。 

 

l 甲骨文全球大会（Oracle OpenWorld）-国家会议中心 

 

2010 年 12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甲骨文全球大会

（Oracle OpenWorld），是面向 IT 行业技术人员、合作伙伴和业务用户规模最大

且最为重要的全球会议。大会内容包含了 250场专题讲座、80家合作伙伴展示、

90多场技术演示、全球技术精英的主题演讲及上机操作和数场联谊活动等。 

   

Oracle 公司从 2008 年起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实践绿色活动（Green 

Event）。Oracle 公司所举办的活动，均依照绿色活动的标准进行管理和操作。

本届大会也是 Oracle 公司 2008年在中国最大规模的绿色实践项目。 



大会的绿色实践 

Ø 绿色实践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甲骨文全球大会的绿色愿景：通过活动中的绿色创意与可持续性的活动实践，

贯彻甲骨文品牌文化中对环境友好内容的实现。 

  

可持续性活动实践的原则为 4R：Rethink/Reduce/Reuse/Recycle，即：重

新思考活动如何与可持续性的商业目标相一致、如何减少能源消耗、如何重新利

用能够重复使用的资源、如何回收活动剩余的资源。 

 

Ø 大会绿色实践亮点 

此次大会无论是在计划的制定、实施，与来宾的沟通，还是与合作伙伴及供

应商的合作上，均体现了以下几大特点：   

u 务实 

环保的行为可能会给参会者带来不便。此次大会的绿色措施中，有些是明确

的要求，例如：无纸会议，不提供瓶装水等，有些是鼓励参会者共同参与的行为，

例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这些内容，都已事先公布在网上，与参会者提前达

成共识。在环保的理念和行为还不普及的大环境下，只有以务实的心态与各利益

相关方充分的沟通，一同寻求替代方案，一同推广环保的理念，绿色会议才有实

现的可能。 

 

u 注重细节 

    在餐饮的绿色措施中，则采购 100 公里以内的本地生产产品、菜品的装饰物

为天然可食用的产品，并鼓励参与者减少用餐中更换餐具的次数等。这些对于细

节的要求，使得此次会议活动成为真正的绿色活动，而不只是流于形式的口号。 

 

u 效果可量化 

大会中所有的绿色措施，都依照 SMART（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levant,  timely）原则制定了量化的标准，以确保各项措施的效果可以衡量。

所有的实施数据在活动后都会形成分析报告，便于日后进行追踪和归档。 



例如，在活动结束后 1周内，会议场地需提交详尽报告，以说明活动在绿色实践

方面的成果。报告内容包括： 

  * 节能节水报告 

  * 餐具的消耗数量、每餐食物的消耗量 

  * 以下物品的重量或数量：可循环利用的物品（纸、塑料、玻璃、铝制品、

瓦楞纸等）、垃圾（不可循环利用的物品） 

  * 餐饮服务中提供的本地生产产品百分比 

  * 餐饮服务中提供的有机生产产品百分比 

  * 再生纸百分比 

  * 清洁用品的名称及环境认证标志 

  * 活动所使用的餐具数量 

  * 参与客房中“继续使用毛巾/床单”计划的参与者数量 

   

l 企业绿色会议实践 

“绿色会议”的理念，就是将资源善用与环境保护的优先考虑尽早地纳入会

议举办的规划与准备中，即在会议的各个面向都能优先考虑对于环境与生态的冲

击，例如:视频会议、少用纸张、使用回收纸、黑白或双面打印或不用一次性塑

料杯等。如：DHL、Epson、及 Sony 等跨国公司都表示，很早就开始采取视频会

议，特别是在 2008金融海啸之后，为了节省经营成本，企业大量透过网络会议；

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化文件已经非常普遍。 

 

Ø Epson提升会议效率 

除了采取视频会议，提升会议效率也是减碳的方式之一。Epson表示，公司

规定开会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而且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如果超过时间，

秘书有权关掉简报画面或麦克风，藉此训练员工的组织能力，也节省办公资源。 

 

Ø Sony：绿色教育就是机会教育 

企业推动绿色会议或办公室节能，除了推动者本身要有环保知识和热情之外，

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员工主动配合。Sony公司表示，「绿色教育就是要机会教育」，



开会时看到员工携带饮料或瓶装水，就会提醒「你知道这个饮料杯会消耗多少能

源吗？」。此外，为了节约办公能源，还请管理员重新设定电梯，减少不必要的

移动，有时也会让员工多等一会，增加爬楼梯员工的数量。长期下来，员工多能

养成习惯；而公司也会提供环境周报，增加员工绿色知识，以及各部门配有环境

稽核员，协助办公节能及绿色教育的推动。 

 

Ø DHL策划「地球日奖」 脑力激荡绿创意 

DHL身为物流运输业的龙头产业，承诺在2020年提升碳效率30％，也持续向

供货商进行环境稽核，并且协助客户从事碳中和。DHL策划「地球日奖」，鼓励

大家投稿绿色创意；每年422当天发起员工爬楼梯行动之，也正积极筹备Go Green

回收中心。明确的碳效率目标、长期搜集环境信息、每个单位都设有绿色大使等，

都是DHL能推动绿色行动的原因。 

 

l 碳阻迹绿色会议案例 

碳阻迹为企业机构提供碳排放量化、管理的软件产品和咨询解决方案，促进

企业碳管理以及碳减排。专注并专业于环境领域的软件及咨询解决方案，成为节

能减排和低碳社会的推动力。 

 

碳阻迹为大中型会议提供碳排放量的核算。其内容包括：会议的宣传资料，

会场布置，嘉宾的交通、食宿，会议产生的能耗以及废弃物等。 

 

案例 1：阿拉善基金会 2012 绿色契约会议碳核算及碳中和 

碳阻迹受托于阿拉善基金会为 2012 绿色契约活动提供会议碳排放核算。此

次碳核算包括嘉宾的交通、会议食宿以及会场用能产生的碳排放，并且碳阻迹还

为阿拉善 300位会员企业家制作了个性化的个人碳足迹报告，同时提供碳中和方

案，并建议到阿拉善地区种植梭梭树以抵消本次会议产生的碳排放，从而实现此

次中国企业绿色契约对话暨中国企业家公益之夜的零碳目标。 

 



 

 

案例 2：易社 2012美国行碳排放计算 

碳阻迹公司受托于易社(ECSEL)30位中国社会企业家 2012美国培训活动提

供全程碳排放计算。计算过程包括飞行、地面交通、住宿、饮食以及培训场所用

电产生的碳排放，并且通过购买绿色碳汇将本次美国之行产生的碳排放进行抵销，

实现碳中和。 

 

6.2 国际案例 

l 欧洲风能协会的绿色会议实践 

2008年，欧洲风能协会（EWEA,以下简称“协会”）开始“绿化”其举办的

各项会议活动。     

 

协会的成员为占据了全球风力市场 90％的各大厂商。协会承诺要实施各项

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计划，是因为环境因素是风力产业发展的根本。2008年，“协

会”宣布了实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承诺，保证降低活动、运营、交通和管理等方

面带给环境的不良影响。协会还颁布了供应商行动准则，明确要求供应商遵守坚

持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原则。 

 

协会认识到，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无法评估会议对全球环境影响的程度，也

无法降低带给环境的不良影响。因此协会聘请了 MCI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服务公司，

为协会制定通用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计划。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会议管理公司

——MCI 会议暨奖励旅游策划管理公司的分公司。 

 



“2009年欧洲风能大会”于马赛的 Parc Chanot 会议中心举行，面积为

161,000 平方英尺，共有 8,300名参会者和 300多家参展商。MCI考核会议总体

的环境评分是 42%，这一分数是根据以下八个方面的审查结果得出的：旅游目的

地、住宿、场地、交通、餐饮、展会服务、公关和营销及现场办公室。“2009

年欧洲风能大会”的审查结果并指出每位参会者的能耗指标是：1,257磅碳排放、 

14.4磅废弃物、27.7 加仑水、1.8千瓦时能量，再循环利用率为 11%。  

 

欧洲风能大会结束 5 个月后举办的“欧洲海上风能大会” MCI考核会议总

体的环境评分上升为 56%——这一分数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协会”的

严格管控，并且会议举办地是一座旅游城市（斯德哥尔摩拥有自己严格的绿色计

划）和便捷的交通服务（方便使用公共交通往返会议场地）。 

 

l 美国建筑师协会 (AIA)的绿色会议行动 

美国建筑师协会 “绿化”其举办的各项会议活动，使其更加环保。以下为

协会推行绿色会议所实行的措施： 

 

材料 

u 赞助方的标志牌应使用可多次使用的纸板和大豆油墨打印。 

◆  回收代表证。 

◆  会前会后向参会者发送电子版参会人员名录表（不提供打印版名录表）。 

◆  使用回收纸打印代表证 

◆  会议注册和会员申请使用电子资料和电子影像管理方法，减少纸张使用。 

◆  在 AIA网站上增加绿色会议资源专区，每个月提供一次绿色会议指导意

见。 

◆  代表证不使用绸带。 

 

对参会者的宣传和教育 

◆  在大会说明书和委员会会议宣布中增加绿色会议的信息。 

◆  不再打印发言人的演讲稿。 



◆  为每个会议建立一个可以交流的网络平台，发言人的演讲稿可放到该平

台上。 

 

签订合同 

◆  向酒店分发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问卷，酒店需完成问卷并连同建议书一并

交回。 

◆  在 AIA 与酒店的合同中添加绿色环保条款。 

 

餐饮 

◆  散装供应。 

◆  会议上不提供植物装饰及活体食物。 

◆  不提供瓶装水。（从 2007年开始餐桌上只提供水壶或玻璃杯）。 

交通 

◆  提供公共交通服务。 

◆  汽车尽可能使用生物柴油。 

◆  鼓励参会代表从机场共乘车离开。 

◆  与提供环保车辆的租车公司 Hertz公司签订合同。 

 

技术 

◆  收集旧手机用于捐助。 

◆  向当地教堂、学校和收容所捐赠电脑。 

 

AIA 办公区域内绿色会议行动 

◆  所有纸杯、托盘和餐具均使用 100%甘蔗纤维产品。  

◆  按实际确定人数订购参会人员的食品（捐赠剩余食品）。 

◆  提供用于收集垃圾、瓶子/塑料/罐头、白纸/纸张的容器。 

◆  捐赠老旧物品（例如：向当地贫困学校捐赠款式过时的文具用品。）。 

◆  为员工提供可多次使用的杯子而不是一次性杯子。 



◆  使用绿色清洁用品。 

◆  提供公平贸易咖啡（咖啡价格中含对咖啡农民的补贴）。 

◆  购买散装咖啡。 

◆  早餐时果汁装在大壶里按需求取用而不提供独立装瓶的果汁。 

◆  停止提供瓶装水。 

◆  通过网络预定餐饮服务。 

◆  停止提供桌布。 

◆  选用陶瓷餐具而不是一次性托盘的酒店。 

◆  停止提供鲜花。 

 

l 2012 年伦敦奥运会 

 

奥运是全世界人类的体育盛典，环保是全世界的热门焦点话题。伦敦奥运会

完美的将低碳演绎得淋漓尽致。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是第一届在整个项目中测量其碳足迹的奥运会，并且为

第一届承诺通过“零废物战略”来实现 - “零废弃物”的运动会。在整个奥运

会期间归功于其可持续及低碳发展的规划，减少约 400,0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奥运会相关的 100％废弃物由填埋场转移，其中 62％的废弃物用于再利用，回收

或堆肥。 此外，奥运场馆 99％的废物被重复使用或回收。 

 

以下为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为致力于推行绿色环保所实行的措施： 

建筑 

Ø 主场馆-伦敦碗 

奥运会主场馆”奥林匹克体育场”-“伦敦碗”特殊的可拆卸式结构，就像一个



可组装的模型玩具，未来可依照需求变化为多种用途。为了响应环保主场馆比其

他体育馆的钢铁使用量减少了75％，另一大特色则是主场馆的构造主要使用了工

业废弃物，可减少40％的碳排放量。主场馆顶部则采用废弃管道进行建设，场馆

底部的设计也减少了钢筋混凝土的使用量。 

 

Ø 游泳馆 

游泳馆因座位数量不够，需要把座位由原来的2500个增加到1.75万个。因此在原

场馆加装了一“海浪”型的 “翅膀”。奥运会结束后，这一双“翅膀”将拆除

再利用。加装的座位在建造时尽量使用铆钉，以方便场馆的拆卸回收。伦敦奥运

会也和下一届奥运会举办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联系，看是否巴西主办方需要

这些拆除材料，使之可以回收在使用。 

 

Ø 罗德板球场 

从1814年起，罗德板球场便开始举办板球比赛；至今，它都是世界顶级的板球场；

伦敦奥运会期间，罗德板球场被改造为射箭比赛场地。罗德板球场只需在结构上

稍作改动便能成为伦敦奥运会的射箭比赛场地，因此不需再重新为射箭比赛搭建

新的场馆。奥运会之后，该馆的训练、热身以及比赛场地的射箭设备都将分配给

英国各地的俱乐部和学校继续使用。 

 

Ø 篮球馆 

篮球馆为奥运会搭建的临时场馆， 并且和手球馆为同一场馆。在伦敦奥运会期

间，将篮球馆改造为手球的比赛场地只需12小时便可完成。此一馆两用的措施也

为伦敦奥运的一大绿色环保实践。 

 

Ø 建材禁止加包装 

为了减少垃圾量，奥委会跟承包商达成协议，要求产品不需加装任何包装。 

 

 

 



能源 

Ø 风力 

风力在伦敦奥运会上被广泛应用。奥林匹克公园中，竖立着7个风轮发电机。7

个风力发电机均具有双重功能，不仅可为路灯提供约40％的能源，还可为可再生

能源的整体目标做出贡献。这些风力发电机与奥林匹克公园的能源供应系统相互

链接，风力所产生的电力可为奥林匹克公园白天的能源网提供可再生能源，以及

夜晚路灯照明提供所需能源。 

 

材料 

Ø 纸张 

在奥运会的媒体中心，大多数的电脑都需要由奥运会工作人员连接至打印机才能

打印文件。在每台电脑旁，都贴有告示标语，“您所需的比赛信息都可以通过INFO

信息系统查询，请减少使用纸质打印”。此项措施旨在让媒体参与人“望而却步”

从而减少打印机及纸张的使用。 

 

Ø 开幕式烟花 

伦敦奥运开幕的烟花，均采用无烟无味的环保烟花。据伦敦奥运烟花生产商称，

一般的烟花用的是二基粉或者三基粉，会造成环境污染并具有危险性，但使用甲

基粉可以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此举降低大大的降低了开幕式烟花所带来的环境

影响。 

 

交通 

Ø 媒体交通 

为降低因交通工具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及减少能源的使用量，奥运会提供的媒体班

车并不提供空调。主办方的主要目的是想鼓励大家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尽管所

有的参与贵宾都可以享受专车服务，但每人也额外获赠了一张地铁卡。许多参与

贵宾在感受到伦敦地铁的方便和快捷后，都选择了以地铁代替班车，这确实减少

了专车的使用率。 



Ø 街头自行车出租 

筹办奥运会期间，英国政府投资5亿英镑完成这个街头自行车项目。在伦敦剧院

区和金融区，每300米就能看到一个自行车停放处，方便大众使用。这项可持续

发展计划将伦敦改变为以骑自行车和步行为主的绿色城市，其最终目标是让自行

车占伦敦十分之一的交通流量，这样每年可减少约16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l 2013 华沙气候大会(COP19) 

COP 是在联合国框架下世界气候大会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

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这一会议也被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19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延续，COP19在 2013 年 11月 11-22日在欧洲波

兰举行，为期 12 天。 

 

波兰政府授权专门为 COP19开发了手机应用，提供参会者利用手机来查询会

议相关资讯。参会者可使用手机由此下载应用程序：http://goo.gl/SHFniQ。 

 

参加会议者可利用此手机应用来可以随时随地浏览最新的COP19相关信息，

例如:会议议程; 会场地图; 会议期间相关生活服务等资讯。利用此IT技术可大

量地减少会议期间的材料（纸类）使用。 

  



以下为 COP19 手机应用程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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