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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全国低碳技术交易综合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运行 

 

6月18号，伴随着2020在线国际碳博会开幕式的举办，“低碳城-全国低碳技

术交易综合服务平台（www.lowcarboncity.com.cn）”正式上线，成为我国首个

全面覆盖包括技产融合、产品交易、低碳科普、低碳教育、低碳商务、在线商城

、低碳咨询、碳普惠、碳标签、碳积分等服务板块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平台由中

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

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山东财经大学共同建设，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作为产业技术支撑。获得生态环境部、国

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建部及地方政府和产业各界的支持，为我国低碳

人致力低碳发展再次坚实基础建设。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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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需要人类，但人类需要自然” 

2020 中国国际低碳科技在线博览会暨首届碳标签节正式开幕 

 

“自然不需要人类，但人类需要自然”，2020第二届中国国际低碳科技博览

会开幕式宣传片中的结语如晨钟暮鼓，震馈心灵。6月18日，我国低碳发展的国

际名片－2020线上碳博会正式开幕，同期举办首届碳标签节。开幕式在线人员1.3

万人，再次成为全球低碳科技圈的一场盛事。 

本届线上碳博会由中国国际低碳科技博览会组委会主办、中国电子节能技术

协会、中国碳标签产业联盟联合组织执行，开幕式主会场设在山东财经大学，来

自生态环境部、中国碳博会组委会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

创会成员及国内外参展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开幕式。 

因疫情原因，本届博览会采取信息化展示模式，依托“低碳城－全国低碳技

术产品综合服务平台”的各项技术，为参展企业提供为期一个月的线上展示交易

服务，开幕式期间，由主持人带领观礼人员线上巡展包括京东物流、富士施乐（

中国）、美国MCM集团、英利集团、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湖州明朔光电、安徽

朗越能源、南通三建集团等优秀低碳企业代表，新颖的参展形式为企业降低展示

交易成本，获得参展单位的好评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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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碳博会闭幕时间为7月18日。线上碳博会正在进行中，欢迎登录低碳城

平台（www.lowcarboncity.com.cn/），进入碳博会板块了解详情。 

 

 

 

 

�“十四五”期间应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近日，在中国新闻社和能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能源中国——中国未来五为

后疫情时代的高质量增长注入清洁低碳能源”国是论坛上，与会专家建议，“十

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应坚持新发展理念，走绿色低碳环保之路。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从小处着手，中国可

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据他介绍，老旧小区改造的对象，即2000年之前

建造的住宅，若把住宅的屋顶拿出一半来进行太阳能改造，每年可以产生3个三

峡的发电量。 

仇保兴还指出，中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应主动采取措施，降低城市建筑

能耗、农村建筑能耗、城市交通能耗及长距离交通能耗等，由此中国未来的低碳

发展的路径会越走越顺，可以创造出一个中国的低碳发展新模式。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原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指出，中国应向日

本和德国等能效水平高的国家看齐，不断提高节能水平，提高绿色低碳能源的比

重。他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比例，及其他非化石能源占

比，要实行较大力度的电能替代，且是低碳电能替代。就此，中国可稳步降低石

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郑朝晖认为，发展清洁能源应在兼顾短

期基础上着眼长远，夯实低碳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打造更加多元灵活、高效的清

洁能源体系，走一条与环境更加友好，能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的

新的增长道路。 

郑朝晖认为，“十四五”规划期间是风电和太阳能行业进入平价时代的拐点

，是风电等清洁能源走向主流能源的关键一步，新技术的应用，行业集中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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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以及政策环境的进一步的完善，将加快行业从过去粗放式向经济化转变，向高

质量发展迈进。 

 

以零碳电气化为核心，打造中国可持续的未来经济 

 

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RMI）与能源转型委员会(Energy 

Transition Commission, ETC) 共同发布《以零碳电气化为核心，实现中国的绿

色复苏》报告。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经济绿色复苏应以零碳电气化为核

心抓手，在实现短期经济快速恢复的同时，推动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未来经济发

展。 本报告旨在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和进程以及近期出台的相关政策

，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提供建议和洞见参考。报告提出了以加速

零碳电气化为核心实现绿色复苏的四大主要方向： 

1. 加速零碳电气化投资：增加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特高压输电线路、

储能和配电网领域的投资，以及加速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 

2. 加强对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新基建”领域投资，如5G、人工智能、物 

联网、数据中心和光纤等一系列关键的未来技术。 

3. 确保传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有效地支持绿色和高能效城镇化进程。 

4. 推广绿色消费，包括支持电动汽车和更高效电力供暖系统的推广。 

2020年5月中国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明了对投资新基础设施建设

，进而推动新形态的更高质量城市发展和加速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支持。在此基础

上，报告认为在考虑中国经济的绿色复苏时，应加速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推动

绿色零碳电气化，并将此项工作上升到与高铁、5G网络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报告指出，电力系统脱碳对于经济复苏计划中其他支柱项目的绿色进程至关重

要。基于现有的政府工作计划，未来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必将消耗更多的电能，

如5G和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高铁网络、铁路系统以支

持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电动汽车的普及等都将产生巨大的电力需求。因此，通

过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支持绿色电气化的配套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以零碳

方式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关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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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确定将于2021年11月举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28日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英国

格拉斯哥举行的公约第26届缔约方大会(COP26)此前因新冠疫情宣布延期后，现

已定于2021年11月1-12日举行。 

COP26即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位于德国波恩的公约秘书处当天公布

了上述决定。这一决定是在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和东道国英国以及本届大会合作方

意大利协商一致后达成的。今年4月1日，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宣布将延后举行

。 

公约秘书处表示，自缔约方大会主席团今年4月举行上次会议以来，秘书处

保持了其工作节奏，并启动了数个旨在推动全社会气候行动和气候雄心的倡议。

缔约方之间的正式谈判和决策进程将安排在今年10月的公约附属机构会议期间

进行。 

“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并非相互排斥。”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埃斯皮诺萨表示，如果行动得当，那么走出新冠危机的复苏进程将通向在

气候领域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道路。 

本届气候变化大会东道国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

英国将继续与各方合作增加气候行动、建设气候韧性、降低碳排放。声明称，2021

年11月这一新会期亦将使得英国和意大利可以利用明年将分别担任七国集团和

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机会去推动更大的气候雄心。 

 

 
 

 

�湖州明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森海Ⅰ系—石墨烯散热LED模组 

 

湖州明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以石墨烯复合材料为核心

技术，专注于高效绿色照明、道路物联网两大核心业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

过与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深度产学研合作，不断拓展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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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材料在导热、导电、力学等方面的研发应用，持续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公

司为“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 服务产业新锐行动”首批6家企业之一，是目前国内

石墨烯应用产业化的领军企业。在“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指导下，公司与

浙江大学成立石墨烯智能制造研发中心，联合打造石墨烯散热LED模组智慧工厂

，实现高度定制化的柔性批量生产，可年产100万套石墨烯散热大功率LED照明产

品、年产10万套风语智慧灯头系列产品。 

森海Ⅰ系-石墨烯散热LED模组产品特点： 

采用RLCP石墨烯复合散热材料、进口大功率LED集成光源、高品质双极恒流

驱动电源及高精度、高透光率光学透镜； 

光效高达180LM/W，寿命长达50000H以上，节能率达75%； 

定制化配光设计，配光均匀、有效光利用率高、眩光小、雨雾穿透能力强； 

结构合理，安全性高，防护等级达到IP67标准，防雷等级达到10KV，防雨、

防雷、防雾，轻松应对各种恶劣环境； 

模组化设计、IP68防水快速接头，组合灵活，安装维护快速方便； 

智能化控制，具有0-10V智能调光、定时调光、红外线可调功率等功能； 

扩展功能丰富，留有大量空间，可扩展智能监控、智能传感器、信号传输等

物联网应用模块。 

应用场所： 

适用于城市道路、人行道、居住区、工业区、广场、公园、学校、别墅、庭

院等场所照明； 

根据客户不同的场景使用和功能要求，结合当地文化特色，量身定制具有不

同风格的路灯照明解决方案。 

作为碳标签评价证书的首位获得者，湖州明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石墨烯在

大功率LED照明领域研究中一直处于先行者和创领者的地位。公司位于“两山理

论”发源地湖州，一直坚守低碳发展之路，以石墨烯材料技术革新LED照明行业

的技术。 

欢迎登录低碳城碳博会展区，搜索“湖州明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发表评

论，给予支持！  

https://www.lowcarboncity.com.cn/Technology-Show-id-12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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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锦浩诚科技有限公司 ：煤层瓦斯增透解吸技术 

 

山西锦浩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山西长治国家高新区内，主要从事煤层瓦斯治

理和抽采研究，以本公司独有的“煤层瓦斯增透解吸技术”实现煤层瓦斯的快速

治理和经济的民用化抽采（如：民用、汽车等用气)，在提升煤矿安全的同时，

实现矿井瓦斯的清洁能源属性，以及大气碳减排的环保效应。该技术具有独立自

主知识产权（一项发明专利“一种基于瓦斯抽采的煤层预裂方法”ZL 2010 1 

0155037.3 和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是标本兼治彻底解决煤矿瓦斯治理难题的

专业技术，能够实现高瓦斯煤层以及煤与瓦斯突出煤层瓦斯快速治理，实现此类

煤矿低瓦斯生产，同时获得高热值的清洁能源，达到高瓦斯矿井和煤与瓦斯突出

矿井的“煤气共采”，提升煤矿的安全、环保、经济效益。 

该技术有如下几个亮点： 

1，本煤层顺层抽采实现“煤气共采”，增透钻孔能够保持经久不衰； 

2，区域条带消突，实现安全快速掘进； 

3，缓解顶板压力 

4，替代炸药进行煤炭开采、工作面遇到陷落柱等地址构造时的岩石处理； 

5，增加产炭块率，提高资源利用率； 

6，安全高效揭露煤层、开石门等特殊条件和环境下的应急应用； 

7，节省成本，达到环保减排又增加收入的目的。 

煤层瓦斯的快速治理和经济的民用化抽采是目前煤炭行业的世界性难题，全

世界所有有煤矿的国家都在研究，该项目在将液态CO2应用于煤矿井下煤层预裂

增透、提高瓦斯抽采效率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欢迎登录低碳城碳博会展区，搜索“山西锦浩诚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更多

关于该项技术的介绍。  

https://www.lowcarboncity.com.cn/Technology-Show-id-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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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气候奖评选通知 

 

 

减少碳排放，是改善气候、维持生态的一剂良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

久之计。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而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设非一日之功，这是一项长远之计，需要持之以

恒付诸行动，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走下去，不断把生态环

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让“绿水青山

”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带来“金山银山”。 

为了给中国低碳科技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和楷模，以榜样的力量推动中国低碳

科技创新健康、快速、稳定发展，2018年，由中国国际低碳科技博览会组委会组

织实施，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行业组织和媒体共同参与下，开启了首届“气

候奖”的评选活动。向全世界广泛推广宣传低碳科技、低碳生活，让更多的人加

入到低碳行动中来。本次评选活动，将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原则

，倾力打造中国低碳科技创新权威荣誉平台，主办方将邀请相关专家与媒体综合

评价候选者。 

中国碳博会气候奖不仅会颁给那些在低碳科技创新方面有影响力的企业，还

会奖励具有投资价值的低碳科技项目、具有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成果，以及

低碳科技创新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企业领袖。 

同时本届“气候奖”将会特别关注疫情期间的“逆行者们”。新型冠状肺炎

爆发以来，许多低碳绿色行业的企业都自发的进行了捐款捐物。疫情初期，医疗

物资以及个人防护物资极度紧张的时候，“逆行者们”从世界各地筹集到了医疗

消毒液、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医用手套等防疫用品，紧急发往抗疫一线。药

品以及生物科技公司第一时间对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以及相关的医疗

器械和药品进行了研究，以保证新冠病人的确诊率和救治率。疫情虽然猝不及防

的汹涌而至，但是只要齐心协力，总能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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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截止时间 

2020年7月15号。 

申报材料 

（一）人物奖申报材料 

个人简历、学历证明、个人业绩介绍、个人在杂志或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及论文、

曾获得其他奖项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二）企业奖申报材料 

企业简介、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业绩、产品或服务介绍、曾获得其他奖项

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三）项目（产品）奖申报材料 

企业简介、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项目介绍（项目背景、项目科学技术内容、项

目创新点、与国内外当前同类项目的综合比较、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等）、项目曾获得其他奖项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申报方式 

进入低碳城网站（www.lowcarboncity.com.cn），注册/登录会员--选择线

上申报-气候奖申报，下载申报表，填写后上传提交。 

 

 

 

关于开展2020年电子低碳标识通知 

 

为响应国务院《“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2020年完善

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要求，结合我国碳标签星级评价体系化建设，中

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低碳经济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低碳委”）与中国碳标签

产业创新联盟决定正式启动首批“低碳电子标识”认定工作。 

低碳电子标识包含可公开的单位基本信息、单位网站信息、低碳认证信息等

内容并显示在网站显著位置的电子标识。该标识将会为大众展示条理清晰的企业

信息，点击该电子标识，可显示会员及相关单位的单位名称、单位类型、单位地

址、业务职能、碳标签认证信息、网站名称、网站域名、标识编号及签发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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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有关认定事宜如下： 

 

申报时间 

首批标识认定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18日。 

申请资质（满足任一项即可申报） 

（一）低碳经济专业委员会会员或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理事会成员单位； 

（二）已获得产品碳标签星级评价证书或者低碳产品供应商证书的单位； 

（三）“气候奖”获奖单位； 

（四）碳博会推荐产品、技术授证单位； 

（五）获批全国绿色智造样板工厂/成长工厂示范项目单位； 

（六）全国低碳技术中心/低碳工程实验室共建单位； 

（七）“中小企业低碳产业化基地”建设单位； 

（八）碳标签星级评介标准参编单位； 

（九）获国家级协会推荐企业。 

申报方式 

进入低碳城网站（www.lowcarboncity.com.cn），注册/登录会员--选择-低碳电

子标识申请，下载申报表，填写后上传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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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势再起航/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

（扩大）会议成功召开 

 

 

 

2020年5月15日，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简称“联盟”）第一届理事会

第三次（扩大）线上会议在山东财经大学召开。理事会各级成员重点就全国低碳

技术产品综合服务平台、2020线上碳博会和2020年联盟既定计划工作进行讨论，

同期发布电子低碳标识及第四十五期《低碳经济简报-碳标签专刊》。 

会议由山东财经大学校长、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赵忠秀主持，按

议程逐项召开。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理事长黄建忠，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秘书

长刘家顺、低碳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朱良琪、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

李鹏、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联想集团、英利集团、威立雅资源

再生（杭州）有限公司、湖南东尤水汽能节能有限公司、中节能（贵州）建筑能

源有限公司、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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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朗越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亚华低碳科技有限公

司、中碳绿林宝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动向国际、生态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易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中澈（北京）环境能

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广东省绿色生态发展评估与推广

中心、深圳通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伊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美国环保

协会等联盟成员及有关单位出席会议。联盟顾问生态环境部科技委委员、原政策

法规司司长彭近新发来书面致辞。联盟秘书处及山东财经大学执行了此次会议的

筹办及组织工作。 

 

赵忠秀理事长向大家梳理了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形势及复工复产的思考，

并向与会嘉宾说明了本次理事会会议的举办原因。指出，联盟需要从新出发制定

规划，踏踏实实开展下一个工作，在各成员的共同拥簇下，促进碳标签事业的发

展。 

黄建忠理事长提出，疫情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破坏了企业之间的供应链

。此时正是企业需要行业协会的帮助时候，行业协会需提供平台，帮企业将之前

打断的供应链重新连接起来。并提醒大家在抓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同时，也要

抓好抗疫工作，不能有厌战情绪、麻痹思想，两手都要硬，一手继续抓抗疫，一

手抓生产。 

彭近新司长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举办碳博和碳标签节，建立低碳技术综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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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当前形式下很有必要，也很有为，对企业很有价值，同时也可以大大提升

碳标签联盟的影响力。疫情下互联网平台成为新亮点，是契机也面临挑战，需要

联盟企业广泛交流，深化合作，形成合力，更多发挥好联盟的力量，用好联盟的

智慧和资源禀赋，更好促进产业低碳可持续发展。借全国低碳产品技术交易综合

服务平台建设之机，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低碳之路。对联盟行业影响力表示殷

切期望。 

李鹏秘书长对联盟秘书处组织情况进行汇报。分别就2020在线低碳科技博览

会（简称“2020碳博会”）、第一届碳标签节、低碳技术交易综合平台（简称“

低碳平台”）以及低碳学院建设的进展情况向与会代表做了详细介绍，并发布2020

年下半年工作计划。计划引起积极反响，出席成员纷纷对秘书处几项工作表示认

可并建言建策。  

会议期间，李鹏秘书长现场发布了电子低碳标识服务申请通知和第四十五期

《低碳经济简报-碳标签专刊》。电子低碳标识服务将为联盟成员单位和其他合

作单位提供低碳身份认证服务，帮助公众更好地识别环保低碳的示范企业，在推

广各低碳企业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联盟的影响力。 

随后，联盟各成员就联盟工作的开展以及碳博会、低碳城各项工作的落实纷

纷进言献策。 

最后，黄建忠理事长总结发言。黄建忠理事长强调了此次会议召开的必要性

，表示低碳工作不能松懈，需要持续推进。同时，建议联盟秘书处借会议的机会

收集各参会人员对于各项活动的建议，同时主动去了解各单位的需求，希望联盟

在之后的工作中做些什么。联盟接下来要做好工作安排，贯彻落实会议工作，电

子节能技术协会将会全力支持，创造条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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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伊信信息成为低碳经济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单位 

 

 

 

2020年3月，北京伊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信信息）成为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低碳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伊信信息总经理刘

东海为低碳经济专委会执行委员。 

2020年5月15日，伊信信息受邀参加了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三

次(扩大）理事云会议。 

北京伊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伊信信息，英文全称：Beijing IT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o.，Ltd.，简称：“ITCS”，创建于

2019年，总部位于北京市，分别在上海、河北、江苏、陕西、福建等地成

立子公司。现有员工70多名，管理层均为业内著名企业的资深人士，核心

人员从业时间超过二十年，团队经验丰富、人脉宽广，拥有多年大数据产

业运作及管理经验。同时，伊信信息拥有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中心、中关村

智能智造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日本伊藤忠商事、KDDI株式会社、

北京永瑞律师事务所、上海数据港、大唐高鸿等知名专家顾问团队的支持

。 

北京伊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投资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单位，致力于行业大数据应用、配套数据中心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全国性网络平台构建，长于整合信息化产业资源，为行业用户提供全面综

合解决方案。同时，伊信具备完善的产业资本运作能力（合作伙伴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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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包括：日本伊藤忠商事会社、新加坡吉宝置地集团、中金资本、中信银

行等），可以为用户带资建设数据中心，同时通过专业的项目评估、项目

咨询、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与政府、运营商、ICT

厂商、行业客户形成生态产业链，满足从用户自用到市场化营销的全面需

求。 

目前公司所持项目中国体育云、智能医疗康养大数据(北体大产业集团合作

）；渭滨智能大数据（宝鸡市政府）；海门云谷大数据产业园（南通海门

）；土楼云谷大数据产业园（福建龙岩）；AI疫情应急大数据一体化平台

建设；智慧城市应急管理数据平台（360合作）等均已启动并逐步实施落地

。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低碳经济专业委员会（简称“低碳委”）是由中国

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发起，主管部门批准成立，

同时作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低碳认证技术委员会电器电子碳标签工作

组职能单位，在低碳评价认证、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及国际贸易领域

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着力于中国碳标签评价、低碳经济领域信息化、国

际贸易、人才培训、标准制定、鉴定认证、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

工作。拥有低碳智库、中国碳博会、工信部人才培训基地、低碳技术创新

联盟、低碳金融服务中心、工业固体废弃物产学研合作联盟等多个国家级

平台。业务上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委指导。 

伊信信息作为委员单位，将发挥作为低碳委员单位的自身优势，积极配合

和支持低碳委的工作，并不断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与低碳委共同进步，

协同发展，并积极推动“低碳经济”在行业内的应用，为绿色发展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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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中国碳标签产业创新联盟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及合作单位；中国电子节能技 

术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消费品

质量安全促进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上海交通

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中国散装水泥推广发展

协会、山东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院、海南大学低

碳经济研究院、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工业和信息化部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生态环境部气候司、科学技术部社发司、农业农村部社会事

业促进司；各省市发展和改革委、生态环境厅（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局）；

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及其他相关单位； 

 

 

责编、设计：黄璐  董伟  王蒙              编审：李鹏                

网址：www.lowcarboncity.com.cn            E-mail: lct@lct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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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需要关于碳标签方面的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若您对产品碳标签，企业碳足迹以及供应链足迹中和任何一款项目感兴趣， 

请致电低碳经济专业委员会 010 6385 3305  

 

扫码关注碳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