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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绿色领跑产品榜入围确认表（示例）

企业名称（公

章）
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

产品类别 电动洗衣机

产品名称 1 强力洗衣机

产品型号
□C801 100U1 □C802 100U1 □C801 85U1 □C802 85U1

□MW10018BYD71U1 □MW8518BYD71U1

已列入政府部

门绿色产品相

关名录情况

产品名称 2 分区洗顶开全自动洗衣机

产品型号 □FMS100-B261U1 □FMS100-B261U1（金）

已列入政府部

门绿色产品相

关名录情况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注：请在产品型号方框中打勾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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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评价标准清单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 GB/T 35601-2017

2. 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 GB/T 35602-2017

3. 绿色产品评价 卫生陶瓷 GB/T 35603-2017

4. 绿色产品评价 太阳能热水系统 GB/T 35606-2017

5. 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GB/T 35607-2017

6. 绿色产品评价 陶瓷砖（板） GB/T 35610-2017

7. 绿色产品评价 纺织产品 GB/T 35611-2017

8. 绿色产品评价 木塑制品 GB/T 35612-2017

9. 绿色产品评价 纸和纸制品 GB/T 35613-2017

10.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规范第 1部分：家用洗涤剂 GB/T 32163.1-2015

1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规范 第 3部分：杀虫剂 GB/T 32163.3-2015

12.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规范 第 4部分：无机轻质板材 GB/T 32163.4-2015

13. 再生天然橡胶 评价方法 GB/T 35502-2017

14.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房间空气调节器 T/CAGP 0001-2016，

T/CAB 0001-2016

15.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电动洗衣机 T/CAGP 0002-2016，

T/CAB 0002-2016

16.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家用电冰箱 T/CAGP 0003-2016，

T/CAB 0003-2016

17.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吸油烟机 T/CAGP 0004-2016，

T/CAB 0004-2016

18.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家用电磁灶 T/CAGP 0005-2016，

T/CAB 0005-2016

19.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电饭锅 T/CAGP 0006-2016，

T/CAB 0006-2016

20.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储水式电热水器 T/CAGP 0007-2016，

T/CAB 0007-2016

21.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空气净化器 T/CAGP 0008-2016，

T/CAB 0008-2016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84.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86.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87.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88.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89.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0.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1.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2.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3.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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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纯净水处理器 T/CAGP 0009-2016，

T/CAB 0009-2016

23.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商用电磁灶 T/CAGP 0017-2017，

T/CAB 0017-2017

24.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商用厨房冰箱 T/CAGP 0018-2017，

T/CAB 0018-2017

25.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商用电热开水器 T/CAGP 0019-2017，

T/CAB 0019-2017

26.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智能坐便器 T/CAGP 0021-2017，

T/CAB 0021-2017

27.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电水壶 T/CEEIA 275-2017

28.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扫地机器人 T/CEEIA 276-2017

29.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新风系统 T/CEEIA 277-2017

30.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室内加热器 T/CEEIA 279-2017

31.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厨房厨具用不锈钢 T/SSEA 0010-2018

3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锂离子电池 T/CEEIA 280-2017

33.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打印机及多功能一体机 T/CESA 1017-2018

34.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电视机 T/CESA 1018-2018

35.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微型计算机 T/CESA 1019-2018

36.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智能终端 平板电脑 T/CESA 1020-2018

注：

（1）国家标准全文检索网址：

http://www.gb688.cn/bzgk/gb/index

（2）绿色设计产品团体标准下载网址：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

7542/n5920352/c6038353/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5.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7.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8.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399.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01.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0.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1.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2.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4.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57953.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57954.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4.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6.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7.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57955.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7.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8.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42812.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29.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30.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part/6038431.pdf
http://www.gb688.cn/bzgk/gb/index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03835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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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绿色产品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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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申请企业应当准确、如实填报。

二、所属行业请依据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填写；单位性质依据营业执照中的类型填写。

三、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可加附页。

四、评价报告应按照规定格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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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中文：

英文：

通讯地址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邮编

成立日期 有效期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报工作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二、申报产品信息表

产品名称 中文： 产品类别

英文： 产品型号

产品品牌 产品专利

产品功能描述

主要技术参数

近三年产品产销情况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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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量

产品销售收入

三、产品具备绿色设计特点的描述

从产品原料选择、有毒有害物质减量或替代、清洁生

产工艺技术、包装及运输、资源化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置

等方面以及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简要描述产

品所具备的绿色设计特点。

四、适用标准情况

适用的相关标准信息，指标先进性说明。

五、符合相关评价标准情况说明

按照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等标

准评价指标要求，对照基准值，逐项列表提供各指标的实

际值及相应的证明文件来源，并给出总体自评价结论。

六、相关证明材料

1.企业法人证书复印件、注册商标证明（授权书）；

2.标准符合性证明材料（例如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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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可选项）：依据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标准进行评价的产品，鼓励按照绿色设计评价标

准中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要求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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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绿色先锋企业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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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申请企业应当准确、如实填报。

二、所属行业请依据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填写；单位性质依据营业执照中的类型填写。

三、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可加附页。

四、评价报告应按照规定格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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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通讯地址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邮编

注册机关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有效期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报工作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单位简介

（至少应包含：企业的主营业务介绍、主要产品、生产情况、

所获荣誉情况等）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绿色先锋企业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

实、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抽查和核验。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

应责任。

法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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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先锋企业创建情况

重点描述企业在管理体系建设、能源资源投入减量

化、产品品质控制、环境污染预防及资源综合利用、绿色

供应链建设、品牌建设、绿色技术创新、社会责任履行等

方面的主要做法、措施和亮点。

1.管理体系建设情况。主要描述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等企业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2.能源资源投入减量化情况。主要描述企业清洁能源使

用情况，企业在节能低碳、节水节材、循环利用、生态环

保以及使用新能源等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

3.产品品质控制情况。主要描述产品绿色设计理念的体

现，列明绿色产品占企业产品的比例、绿色产品市场销售

量占企业产品销售量的比例，描述为提高产品品质企业实

施的技术或管理措施。

4.环境污染预防及资源综合利用情况。主要描述企业污

染物处理设备、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固体废弃物、

噪声、温室气体的排放及管理等现状，以及相关标准的落

实情况，列表提供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产品

废气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率、废水处理回用率、节能环保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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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绿色供应链建设情况。主要描述企业在绿色供应链建

设与管理方面开展的工作。

6.品牌建设情况。主要描述企业在品牌建设上开展的工

作，按照《品牌价值 质量评价要求》（GB/T31041-

2014）、《品牌价值 服务评价要求》（GB/T31042-

2014）、《品牌价值 技术创新评价》（GB/T31043-2014）

等标准，比对分析企业执行标准的符合性情况，描述品牌

在行业中起引领作用的体现情况。

7.绿色技术创新情况。主要描述企业在绿色技术、工

艺、模式等方面自主创新的情况，包括研发经费占营业收

入比例等指标的体现。

8.社会责任履行。主要描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按

照《社会责任指南》（GB/T 36000-2015），比对企业执行

标准的符合性情况。

三、相关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相关执行标准的目录清单；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三年内安全、环保设备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无重大

安全和环保事故证明；

4.如有认证，提供相关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