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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建绿色企业评价方法，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诚信

作为本土评级事业的开拓者，一直致力于绿色项目、绿色企业评价方法学研究，

为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事业发展贡献应有力量。此次发布绿色企业评价方法，是中

诚信结合国内外绿色企业评价体系实际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及衢州市的相

关法规及行业特点制订的，旨在增加绿色企业的公开透明和可量化性，进一步推

动衢州市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为各类绿色政策落实提供依据。

绿色企业的评价旨在反映企业对于资源、能源及环境所产生正面效应和负面

效应的程度。本报告系统阐述和说明了绿色企业评价的方法，详细介绍了评价符

号、评价流程、信息来源以及指标体系，旨在帮助衢州市绿色金融参与者了解绿

色企业考评的方向，并能够推进绿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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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绿色企业评价方法（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衢州市管辖区域内企业的绿色评价，本方法不对被考察对象的

资金偿付能力进行评价，此评价结果可以作为授信企业在绿色信贷风险决策时的

参考。

2. 编制依据

①《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

②《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③《绿色信贷指引》（2013年）；

④《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五年规划纲要》

⑤《衢州市“十三五”时期绿色金融专项发展规划》

⑥《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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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方法

3.1方法内涵

衢州市绿色企业评价是通过企业经营过程中对环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

绿色评价，根据企业的业务表现、行业表现、环境表现、社会表现、公司治理、

资质与荣誉六个维度的表现进行评价，其中资质与荣誉为加分项。旨在通过构建

层次分析模型对企业的是否为绿色以及绿色程度进行评价，并出具独立的评价结

果，为衢州市绿色金融相关配套扶持政策的落实以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决策提供依

据。

评价结果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在评价结果有效期内，将根据

定期或不定期的跟踪评价情况，决定评价结果的维持、变更、暂停或中止。

3.2方法内容

本方法采用条件准入限制和指标评分卡评价两步，通过条件准入模式对进入

绿色评价范围的企业进行条件限定，满足条件的准入企业根据指标评分卡进行评

价，评价出是否为绿色以及绿色程度。具体如图 1。

图 1 绿色企业评价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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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条件准入限制

条件准入限制是指，被评价企业满足以下九项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即直接判定

为非绿色企业：

（1）近三年有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或一般突发环境

事件次数超过 1次且未处置到位；

（2）近三年有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或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次数超过 1次且未处置到位；

（3）近三年有重度环境行政处罚、中度环境行政处罚次数超过 3次、轻度

环保行政处罚次数超过 6次1（中度行政处罚以 2次轻度计算）且未按要求改正

违法行为。

（4）近三年有重度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中度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次数超过 3

次、轻度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次数超过 6次2（中度行政处罚以 2次轻度计算）且

未按要求改正违法行为。

（5）近三年有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节约能源行

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处罚次数超过 6次且未改正完成。

（6）上一年环境行为诚信等级是黑色等级或被环保局纳入黑名单企业。

（7）上一年度被纳入经信系统失信企业黑名单。

（8）属于衢州市落后产能淘汰企业。

（9）属于衢州市重点要求整治企业。

3.2.2指标评分卡评价

满足条件准入限制的企业进入指标评分卡评价。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评

价体系，包括业务表现、行业表现、环境表现、社会表现、公司治理、资质与荣

誉（加分项）6个一级指标以及 19项二级指标和 41项三级指标。每层指标相对

上一层因素的权重进行计算后得到单排序权值，再用上一层因素本身的权值加权

综合，得到层次总排序权值，最后通过对指标评分与层次总排序权值得到绿色企

1 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8号)进行划分，轻度为罚款或警告；中度为责令停产整顿；

重度为责令停产、停业、关闭等以上处罚。

2 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5 号)进行划分，轻度为罚款

或警告；中度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开采的煤炭产品、采掘设备；重度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

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施工以上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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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评分结果。

（1） 确立绿色企业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绿色企业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为可量化、可比较、可操作，同时充分考虑了

被评价对象的共性特征、区域特点和行业特点，按照科学、实用及合理的原则，

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于需要根据企业业务评分的指标，在评价从事多项业务的

企业时，以业务收入占比最多的业务为评价对象。各级指标详情如表 1所示：

表 1 绿色企业指标评价体系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1-1

业务

表现

业务规模 企业规模

1-2-1
发展能力

亩产税收

1-2-2 绿色业务收入占比（%）

1-2-3 研发投入占比（%）

2-1-1

行业

表现

省级政策属性 产业支持

2-2-1
地方政策属性

绿色金融产业支持

2-2-2 产业转型升级支持

2-2-3 园区产业支持

3-1-1

环境

表现

资源消耗

（生产运营）

原材料消耗

3-1-2 常规水资源消耗

3-1-3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3-2-1

污染排放

（生产运营）

水体污染物（一般废水污染物）

3-2-2 大气污染物（一般废气污染物）

3-2-3 土壤污染物（一般固废、农药化肥等）

3-2-4 其他重点污染物（危废、致畸、致突变和致癌物等）

3-3-1
环境增益

（产品/服务）
资源节约；污染减排；生态保护；灾害防控

4-1-1

社会

表现

环保监管

近三年环境行政处罚情况

4-1-2 近三年突发环境事件

4-1-3 环境行为诚信等级

4-2-1
安全监管

近三年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情况

4-2-2 近三年生产安全事故

4-3-1 经信监管 近三年节约能源行政处罚情况

4-4-1
自我监督

社会信息公开

4-4-2 社会责任报告

4-5-1
其他负面表现

（近三年）

偷税逃税

4-5-2 被告败诉

4-5-3 其他监管黑名单

5-1-1 公司

治理
环保组织架构

企业环保部门

5-1-2 环保责任人（专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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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绿色制度体系

企业绿色发展战略

5-2-2 企业环保管理制度

5-2-3 企业能源管理制度

5-2-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3-1
环保执行情况

台账记录

5-3-2 执行报告

5-3-3 环境信息公开

5-4-1 保险风控 绿色保险

5-5-1 管理优化 管理优化

6-1-1 资质

与荣

誉

资质认证 产品认证/服务资质

6-2-1
荣誉称号

环保类

6-2-2 技术创新类

（2）确立绿色企业指标评价权重分值

①构建判断矩阵

确定指标后，按照构建好的层次结构，对每个层级下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按照重要性程度评出等级，一般按照表 2所示划分为 9个等级，形成下级指标对

于上级指标的判断矩阵，详见式（1），其中Wij表示相对于第 j列因素，第 i行

因素的重要性程度。

表 2 因素对比量化标准

因素比因素 量化值

同等重要 1

稍微重要 3

较强重要 5

强烈重要 7

极端重要 9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2,4,6,8

②矩阵一致性检验

通 过 构 造 的 判 断 矩 阵 ， 可 得 到 最 大 特 征 值 ， 并 通 过

和 ，检查决策思维的一致性，因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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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数较多，很难完全满足一致的要求，因此通常设定 0.1为检验阈值，即检验

系数 CR小于 0.1视为一致性检验通过。

③确定指标权重值

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对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

各指标权重值，即指标 B1权重为ω1，B2权重为ω2。

④抽样调整权重

对企业进行抽样，收集抽样企业的资料文件，通过指标评分卡对其进行评分，

并进行合理性检验，不合理再返回第一步继续调整指标权重，最终确定最终的指

标权重。

⑤得到各指标分数值

总分以 100分满分+5分浮动附加分计算。根据确定的三级指标对于二级指

标、二级指标对于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对于总分的权重，得到各一级指标、二级

指标、三级指标的分数值。

3.3 评价结果

3.3.1指标评价得分

在指标评分卡中，根据准入企业对各三级指标满足程度不同，每项三级指标

分为不同等级的得分系数（0~1）。企业的评价得分按照式（2）计算。

式中，S 为企业的指标评价得分；i 为一级指标序号；j 为二级指标序号；k 为三

级指标序号；n 为一级指标的最大序号；m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下最大的二级指标

序号；l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第 j 个二级指标下最大的三级指标序号；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 个二级指标下的第 k 个指标的得分系数； 为第 i 个一级

指标下的第 j 个二级指标下的第 k 个指标的分数值（满分值）。E0为满足准入条

件成为准入企业所获得的基础分，设定为 15分。

3.3.2评价结果符号及定义

企业评价结果体系共分为三级，分别为 QG-1、QG-2、QG-3和 N-QG。根据

抽样企业的指标评分区间分布特点以及衢州市绿色企业需求的主观合理划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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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级符号及相关定义详见下表 3。最终得到企业是否为绿色和绿色的程度等

级。

表 3 绿色企业评价体系符号及定义

等级 评分* 表现

QG-1 ≥85
企业经营业务绿色表现能力出色，环

境、经济和社会贡献值极高

QG-2 70（含）-85
企业经营业务绿色表现能力很好，环

境、经济和社会贡献值很高

QG-3 60（含）-70
企业经营业务绿色表现能力较好，环

境、经济和社会贡献值较好

N-QG 未准入或 0-60
企业经营业务绿色表现能力较差，环

境、经济和社会贡献值较低

*注：等级分数区间将根据评价结果进行适应性调整，可根据不同产业、行业分类设定不

同的分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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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标评价体系

本评价体系中一级指标共计 6项，分别为业务表现、行业表现、环境表现、

社会表现、公司治理、资质与荣誉。同时，每项一级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又具体细

化为若干指标分项，根据企业满足每个指标项的程度划分不同指标得分系数差

异。

4.1 业务表现

企业对环境的友好和不利的影响程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上跟企业的经营业务

的规模正相关，企业的业务规模越大对环境社会的影响和贡献越突出。同时企业

业务方面亩产税收、绿色业务和研发业务的能力对环境社会的影响也息息相关。

因此，本一级指标下纳入业务规模、发展能力 2项二级指标。

4.1.1业务规模

企业的业务规模，本二级指标纳入企业规模为其三级指标。通过企业规模反

映的业务规模经济上的表现。

企业规模指标根据《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文件中规定

的方式，按照企业的上一个完整统计年的企业的营业收入、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

分为大中小微 4个等级的企业规模。衢州市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 844家，

其中大型企业占比 1.42%、中型企业 9.12%、小型企业 83.06%、微型企业 6.4%，

因此对于不同企业规模给与不同的指标得分系数，具体如表 4所示。

表 4 企业规模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3 0.6 0.8 1
企业规模 微型企业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4.1.2发展能力

企业的发展能力，本二级指标纳入亩产税收、绿色业务收入占比、研发投入

占比 3项三级指标。亩产税收反映企业的生产价值，绿色业务收入占比反映的绿

色业务能力表现，企业收入中用来研发支出的占比来考量企业的发展能力对环境

的潜在影响大小和对社会的贡献。

（1）亩产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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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税收是衡量纳税人占用土地面积与税收贡献度的重要经济税收分析指

标之一。本方法引用该指标目的在于比较同等用地资源下企业的经济能力。因此

根据企业的亩产税收满足条件不同给予不同的得分系数，具体如表 5所示。

表 5 亩产税收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0.3 0.6 0.8 1
亩产

税收

<0.5倍衢州

市平均值

[0.5（含）- 0.8]
倍衢州市平均值

[0.8（含）-1]
倍衢州市平均

[衢州市（含）-
浙江省]平均值

≥浙江省平

均值

注：浙江省亩产税收平均值为 22万元作为比较值，衢州市亩产税收值为 11.3万元作为比较值。

（2）绿色业务收入占比

绿色业务收入占比指标，指的是企业上一完整统计年的业务满足《绿色债券

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或《绿色债券发行指引》或《绿色信贷指引》（2013

年）或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绿色信贷情况统计表》类别的收入

占企业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企业绿色业务收入占比不同该指标的得分系数也不

同，占比越高则该项指标得分系数越高，具体如表 6所示。

表 6 绿色业务收入占比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Y=2（x-0.1）
0.8

1
绿色业务收入占比 ≤10% x∈（10%，60%）

中型企业

x≥60%

（3）研发投入占比

研发投入占比指标，指的是企业上一完整统计年的研发支出费用占企业业务

收入的比例。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不同该指标的得分系数也不同，占比越高则该项

指标得分系数越高，不同年收入设定不同的最高研发投入占比，具体如表 7所示。

表 7 研发投入占比指标评价

年收入 研发投入占比 得分系数

＜5000万元
X∈[0，6%)
中型企业

Y=50/3*x

X≥6% Y=1

5000万元（含）~ 2亿元
X∈[0，4%) Y=25*x

X≥4% Y=1

≥2亿元
X∈[0，3%) Y=100/3*x

X≥3% Y=1

4.2 行业表现

企业业务所属行业与政策支持产业是否符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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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发展方向是否合理。本评价方法纳入省级政策属性和地方政策属性为本一级

指标的 3个二级指标。

4.2.1省级政策属性

省级政策属性指标，根据企业业务是否符合省级政策导向中所支持的产业判

断。该指标的具体得分系数如表 8所示。

表 8 省级政策属性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1

省级政策属性 不符合 符合

鉴于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的需求，《浙江省“十三五”规划》中

提到了“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并明确了重点支持的产业范围，包括 8 个主

要目标和 11个专项行动。因此将是否符合《浙江省“十三五”规划》中提到了“811

美丽浙江建设行动”中的支持产业作为该项指标的评价依据。

8个主要目标：包括绿色经济、环境质量、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灾害防控、生态人文、制度创新等。

11个专项行动：绿色经济、节能减排、“五水共治”、大气防治、土壤防治、

“三改一拆”、美丽乡村、生态屏障、灾害防控、生态人文制度创新。

其中，①绿色经济行动：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现代生态循

环农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环保设备制造和综合环境服务产业，节能环保低碳

技术及产业、提升旅游景区品质，大力推进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药品安全、防灾

减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太阳能、风能等

绿色可再生能源，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淘汰高能耗、

高排放落后产能，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

②“五水共治”：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③“三改一拆”：

公路、铁路洁化绿化美化，以种植绿化和垃圾清理，主要骨干河道、平原河网的

清淤、疏浚、清障、保洁、生态护岸等综合治理，建立长效保洁管理制度，废弃

矿山的复垦、复绿及景观修复工作；④美丽乡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农村绿化与生态建设、村庄道路、河湖水系沿岸和庭院绿化，农家乐

休闲旅游业和农村电子商务，养老养生、运动健康、文化创意等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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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地方政策属性

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积极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深

入贯彻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衢州市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建立区域性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在延续衢州市“绿色

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的总体思路下，本方法结合浙江和衢州产业特点和

绿色金融发展特点，对企业所属的产业是否符合衢州市政策产业导向进行判断评

分。分为以下 3项三级指标。

（1）绿色金融产业支持

在《衢州市“十三五”时期绿色金融专项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到了绿色

金融发展重点支持的产业领域：农业领域支持以绿色种植、生态养殖、废弃物综

合利用“三位一体”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推进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

品认证；工业领域支持以“巨化模式”为典型代表的循环经济模式；服务业领域

支持现代物流、信息服务。

（2）产业转型升级支持

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应符合区域产业政策的规划，走差异化、特色化、多

元化的发展道路，形成错位竞争、百花齐放的格局，避免“千人一面”的绿色金

融体系。因此，重点支持的绿色企业应符合衢州市本地发展规划。在《衢州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衢州市的重点在于传统产业转型，

明确提出了重点鼓励支持的产业类型。

支持的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水生

态保护、清洁空气、土壤净化工程、森林衢州建设；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循环经

济、新能源工程、旅游大健康工程；高新特色产业：产业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氟硅钴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水生

态保护指“五水共治”；清洁空气包含光伏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水能等清

洁能源应用，集中供热和煤改气，除尘、脱硫脱硝系统改造提升；土壤净化工程

包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综合防治，垃圾分类处理，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固体废渣综合利用配套等建设，危险废物、污泥和城乡生活垃圾

焚烧处置设施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农药减量、控害增效”工程，

推行集中养殖、集中治污和清洁养殖；森林衢州建设指的是森林公园建设、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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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复、城镇绿化；循环经济包含节能减排工程，有机食品，绿色建筑、绿色交

通、绿色矿山；新能源工程具体是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等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旅游大健康工程指的是国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建设；产业

转型升级有装备制造（高端装备制造、环保装备制造、智能电网输变电设备制造、

高端汽摩配制造），新材料（电子化学品、氟新材料、有机硅材料、化纤新材料、

动力电池材料、膜材料）；其他特色产业具体有特种纸、新能源（光伏）、水产业、

时尚家居和休闲用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现代服务业包括现代物流、商

贸流通、旅游休闲、电子商务、大健康养生、现代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服务、

文化创意。

（3）园区产业支持

此外，在《衢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鼓励了

不同的园区有各产业的重点发展产业。

区域规划的工业类具体划分如下：白沙片区：高端装备制造、环保装备制造、

时尚家居和休闲用品；东港片区：高端装备制造、环保装备制造、智能电网输变

电设备制造、高端汽摩配制造、特种纸、新能源（光伏）、水产业、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制造；航埠开发区：高端汽摩配制造；高新园区：电子化学品；高新片

区：氟新材料、有机硅材料、动力电池制造；中韩产业园：化纤新材料；巨化集

团：膜材料；东港柯城工业园区：膜材料；衢江开发区：特种纸。

区域规划的农业类具体划分如下：江山南带：森林特色农林业；衢江、龙游

南带：发展地方特色农林业；常山、衢江北带：突出地方特色农林业；龙游北带：

发展富硒特色农业；开化：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绿色有机农业。

鉴于此根据以上政策的产业导向，企业满足与否将得到不同的得分系数，具

体如表 9所示。

表 9 地方政策属性指标评价

地方政策属性指标
得分系数

0 1
绿色金融产业支持 不符合 符合

产业转型升级支持 不符合 符合

园区产业支持 不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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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环境表现

企业生产或运营过程中，需要有资源的消耗输入和污染物排放输出以及生产

出产品或者带来服务未来使用带来的环境增益。这些途径对会对外界环境造成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将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环境增益作为 3个二级指标

对企业的环境表现进行评价。

4.3.1资源消耗

企业生产运营所需的资源主要包括原材料的消耗、水资源的消耗、能源的消

耗，其中水资源的消耗重点主要在于常规水资源的消耗、能源消耗的重点主要在

于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常规水资源和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程度对自然资源影响

更为直接。因此将原材料消耗、常规水资源消耗、万元增加值能耗作为 3个三级

指标对资源消耗指标进行评价。

（1）原材料消耗

由于受评企业来源于不同产业的不同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各不相同且差异

很大，因此主要将企业是否消耗原材料、是否节约原材料作为该项指标的得分差

异。

是否节约材料可根据企业是否综合利用废弃资源判断等方式判断，可参考中

国家《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中约定的资源综合利用的范畴

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意见等，同时也可根据企业是否采取节约原料的措施判断。

（2）常规水资源消耗

常规水资源指的是地表水、地下水，区别于非常规水源（雨水、再生水、海

水、空中水、矿井水、苦咸水等）。企业用水的需求也都不同，因此主要考虑企

业是否消耗常规水资源、是否节约常规水资源作为该项指标的得分差异。

企业节约常规水资源消耗可参考以下方式判断：

①用水要素未下降的情况下，年度用水量低于衢州市用水办下发的核定的用

水计划（定额）5%以上；

②可证明使用节水工艺、技术、装备，具体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全国节水办公室发布的《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

备目录（第一和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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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可证明使用非常规水资源的消耗占所有用水的一定比例（10%）以上；

④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

⑤获得衢州节约用水奖励；

⑥征收了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的直接否认节水。

等等。

（3）万元增加值能耗

不可再生能源指的是自然界中经过亿万年形成，短期内无法恢复且随着大规

模开发利用，储量越来越少总有枯竭一天的能源称之为不可再生能源（煤、原油、

天然气、油页岩、核能等），包括直接和间接的不可再生能源。区别于可再生能

源（太阳能、水力、风力、生物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等）。因此

将企业的万元增加值能耗指标作为考量企业在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方面的评价指

标。

此外，以上节料、节水的判断也可参考企业是否有正在正常运营的可判定

为节料、节水项目的情况判断。

以上三个资源消耗的指标评价情况详见表 10。
表 10 资源消耗指标评价

资源消

耗指标

得分系数

0 0.3 0.6 0.8 1
原材料

消耗

消耗且无节

约
—— —— 消耗且有节料 基本无消耗

常规水

资源消

耗

消耗且无节

约
—— —— 消耗且有节水 基本无消耗

万元增

加值能

耗

>1.6倍衢州

市万元 GDP
能耗值

[1.4-1.6（含）]
倍衢州市万

元 GDP能耗

值

[1.2-1.4（含）]
倍衢州市万元

GDP能耗值

[1-1.2（含）]
倍衢州市万元

GDP能耗

≤衢州市万

元 GDP能耗

值

注：衢州市万元 GDP能耗值为上一年度能耗值，2017年度为 0.86吨标准煤。

4.3.2污染物排放

企业生产运营对外排放的污染物主要直接或间接的排放到水体、大气、土壤

环境中，排放到水体环境中的污染物以废水的形式排入，排入到大气环境中的污

染物主要是以废气的形式排入，排入到土壤中的污染物主要包括一般固废、农药、

化肥等。这些污染物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此外，这些污染物中还包括一些危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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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畸物、致突变物和致癌物等产生极其恶劣的环境生态影响且需要重点控制的污

染物。因此将一般水体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和其他重点污染物作为

4个三级指标对污染物排放进行评价。

（1）水体污染物、大气污染物

国标、地标、行标对不同企业排放入水体、大气环境的污染物排放浓度有详

细限制要求，各地环保局对不同企业也会有排放总量的许可限制。因此，将企业

是否排放、是否达标排放、是否较最高排放限值有减排作为该项指标的得分差异。

污染物排放情况可参考企业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污染物类别、许可排放浓度、

许可排放量情况等方式。是否减排可考虑参考以下方式：

①企业承诺更加严格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限值并享受国家或地方的减排优惠

补贴；

②多余排污权交易卖出；

③排污许可证上，申请排放限值低于国家或行业标准限值的（减排低于国

际标准则参考国际标准）；

④可证明企业有正在正常运营的可判定为超低排放的废气治理和废水处理

项目。

（2）土壤污染物、其他重点污染物

土壤污染物指标得分差异主要为是否排放、是否将固废资源化处理循环使

用，是否合理处置或达标排放。其他重点污染物得分差异主要为是否排放和是否

达标排放或合理处置，一般固废和危废各企业一般应环保要求委托有资质的固废

处理机构处理。其他重点污染物排放限值较低暂不考虑其是否减排的情况。

以上四个污染物排放指标评价情况详见表 11。
表 11 污染物排放指标评价

污染物排放指标
得分系数

0 0.3 0.6 0.8 1
水体污染物（一般废水

污染物）

达标排

放
—— 减排

减排低于

国际标准
基本无排放

大气污染物（一般废气

污染物）

达标排

放
—— 减排

减排低于

国际标准
基本无排放

土壤污染物（一般固废、

农药化肥等）

合理处

置
—— ——

资源化/减
排

基本无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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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点（危废、致畸、

致突变和致癌物等）

达标排

放/合理

处置

—— —— —— 基本无排放

4.3.3环境增益

企业生产的产品供给和运营所带来的服务的对象是直接对外界产生影响的

末端口，企业的产品/服务在未来使用或运营会带来一定的环境影响，但由于企

业所属产业行业差异巨大，产品和服务差异也巨大，无可统一考量的指标，因此

该项指标主要根据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未来使用或运营是否可有利于增加可预估

的环境改善判断。环境增益主要体现在有利于资源节约、污染减排、生态保护和

灾害防控，该指标具体评价的得分系数详见表 12所示。

①资源节约：企业提供的服务是处理加工废旧资源、中水回用、节水工程和

节能等使他人达到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能源节约与替代化石能源、水资源节

约与非常规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效果；或者生产的产品使用能产生资源节约的效

果。

②污染减排：企业提供处理废水、废气、固废、危废等污染物的服务，使他

人排放至外界环境的污染物减少，起到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改善的作用。

③生态保护：企业在生产经营湿地治理、动植物保护、林木种植、生态农牧

渔养殖，可起到生态保护的作用。

④灾害防控：指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系统、重要江河堤防及河道整治工程、

水土流失治理、草原、森林生态保护等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服务或产品。

表 12 环境增益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0.8 1

环境增益 资源节约；污染减排；生态保护；灾害防控 无 一项 二项及以上

4.4 社会表现

企业经营过程中，社会监管机构对于企业的监管以及企业自我监督的表现都

反映了企业在社会中表现，因此将环保监管、安全监管和自我监督中有关环境的

表现指标作为 3个评价社会表现的二级指标。另外将其他一些负面的社会表现也

纳入其中。

4.4.1环保监管

根据衢州环保局对企业的监管方式，选取近三年环保行政处罚、近三年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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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事件、上一年度环境行为诚信等级作为 3个三级指标评价企业的环保监管指

标。

（1）近三年环保行政处罚

衢州市环保局依据国家环保部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中的行政处罚种类，

对企业在违反环境保护方面进行行政处罚，企业的行政处罚历史情况直接反应企

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情况，因此根据近三年企业环保行政处罚频次和严重程度予

以不同的指标得分系数扣分。详见表 13。

按照处罚的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罚款或警告）、中度（责令停产整顿）；重

度（责令停产、停业、关闭及以上处罚）。每次中度处罚和轻度处罚给与不同等

级的扣分（重度一次及以上、中度次数超过 3次、轻度次数超过 6次为一票否决）。

表 13 环保行政处罚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4 -0.2 0

近三年环保行政处罚 中度/次 轻度/次 无

（2）近三年突发环境事件

环保局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也会进行严格防控监管，根据企业近三年发生的

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给与不同的指标得分系数的扣分（两次及以上一般事故

或一次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为一票否决）。详见

表 14所示。

表 14 突发环境事件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4 0

近三年突发环境事件 一般 无

（3）环境行为信用等级

根据衢州市环保局的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结果企业上一年度的环境

行业信用等级进行情况进行指标评价。环境信用等级分为绿色、蓝色、黄色、红

色给与不同得分系数，黑色（黑名单）为一票否决；对于未参与环境行为信用等

级的企业根据产业不同给与不同得分差异。详见表 15所示。

表 15 环境行为信用等级指标评价

行政处罚指标
得分系数

-0.4 0 0.6 0.8 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5%A2%83%E8%A1%8C%E6%94%BF%E5%A4%84%E7%BD%9A%E5%8A%9E%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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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为信用等

级
红色 黄色

蓝色/
未参评（二产）

未参评（一、三

产）
绿色

4.4.2安全监管

根据衢州安监局对企业的监管方式，选取近三年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近三年

生产安全事故作为 2个三级指标评价企业的安全监管指标。

（1）近三年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衢州市安监局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中的行政处罚种类，对企业在违反安全生产方面进行行政处罚，企业的

行政处罚历史情况间接反应企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情况，因此根据近三年企业环

保行政处罚频次和严重程度予以不同的指标得分系数扣分。详见表 16。

同样，按照处罚的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罚款或警告）、中度（责令停产整

顿）；重度（责令停产、停业、关闭及以上处罚）。每次中度处罚和轻度处罚给与

不同等级的扣分（重度一次及以上、中度次数超过 3次、轻度次数超过 6次为一

票否决）。

表 16 安全行政处罚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4 -0.2 0

近三年安全行政处罚 中度/次 轻度/次 无

（2）近三年生产安全事故

衢州市安监局对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也会进行严格防控监管，根据企业近三年

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严重程度给与不同的指标得分系数的扣分（两次及以上一

般事故或一次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为一票否决）。

详见表 17所示。

表 17 生产安全事故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4 0

近三年生产安全事故 一般 无

4.4.3经信监管

衢州市经信委对企业关于节能、能源使用等相关情况的违法行为会进行行政

处罚，行政处罚类型包括：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处罚程度一般较轻且频率较低，因此将近三年责令限期整改发生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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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扣分项，每次扣 0.4分。（近三年发生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为一票否决，责令限期改正 6次以上为一票否决。）详见表 18。
表 18 生产安全事故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4 0

近三年节约能源行政处罚 /次 无

4.4.4自我监督

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自主对外披露本企业的信息（可能包含含环境相关信

息）以及社会责任报告（包括环境贡献），让社会大众对企业进行监督、了解企

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让企业的管理运营透明化。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强制社会

信息公开，且其中需包含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因此将企业社会信息公开、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作为 2项三级指标，具体如表 19所示。

表 19 自主公开信息指标评价

自主公开信息指标
得分系数

0 0.8 1

社会信息公开 无 —— 有

社会责任报告 无 —— 有

4.4.5其他负面表现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还有其他方面与环境相关度较低的社会表现，但对企业对

外界环境也存在一定的潜在影响。因此也将给予一定的评分指标进行评价。企业

近三年是否逃税漏税、是否有诉讼被告且败诉、是否被其他监管机构纳入黑名单。

具体评分系数如表 20所示。

表 20 其他负面表现指标评价

自主公开信息指标
得分系数

-0.2 1

偷税逃税 有 无

被告败诉 有 无

其他监管黑名单 有 无

4.5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方式不同、管理能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企业对外界环境

的表现，尤其是环保相关的管理方面，因此将企业环保组织构架、绿色制度体系、

环保执行情况、保险风控以及管理优化作为 5个二级指标评价公司治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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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环保组织架构

对于需要进行环保管理的企业，企业在组织架构上是否设置专门的环保部门

和环保责任人专职岗位是进行环保管理的上层建设。因此将此两项作为 2个三级

指标评价企业。具体得分系数详见表 21所示。

表 21 环保组织架构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1

企业环保部门 无/强制要求 有/无需

环保责任人（专职岗位） 无/强制要求 有/无需

4.5.2绿色制度体系

企业在管理上是否形成绿色理念的发展战略，企业领导层绿色环保意识是否

强烈是企业治理绿色化的基础。对于需要进行环保管理和能源管理的企业，企业

制定详细具体的环保和能源管理制度体系是企业进行环保和能源管理的有力保

障和执行依据。因此将企业绿色发展战略、企业环保管理制度、能源管理制度和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 项作为 3 个三级指标评价企业。具体得分系数详见表

22所示。

表 22 绿色制度体系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0.6 1

企业绿色发展战略

企业战略无绿色理

念，领导层绿色意识

薄弱

企业战略包含绿色

理念，领导层绿色

意识薄弱

企业战略包含绿色

理念，领导层绿色意

识强烈

企业环保管理制度 无/强制要求 有/无需

企业能源管理制度 无/强制要求 有/无需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无/强制要求 有/无需

4.5.3环保执行情况

对于需要进行环保管理的企业，企业在具体进行环保管理后环保执行的真实

情况是管理的目的所在。因此将企业环保执行后的台账记录、执行报告、环境信

息公开三项作为 3个三级指标评价企业。具体得分系数详见表 23所示。

表 23 环保执行情况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1

台账记录 无/强制要求 有/无需

执行报告 无/强制要求 有/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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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公开 无/强制要求 有/无需

4.5.4保险风控

衢州市针对企业推行绿色保险补贴专项行动，鼓励企业参加绿色保险，降低

其环境污染、生产事故的风险等，因此将企业是否参投绿色保险作为评价指标。

绿色保险目前分为环境污染责任险、安全生产事故责任险，未来可能将增加其他

险种。该类保险对于一、三产中不涉及环境、安全风险事故的企业无需参保。不

同类型保险都参加不累加计算，以最高分计。指标得分系数主要如表 24所示。

表 24 绿色保险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0.6 0.8 1

环境污染责任险 无 参保其他险种 参保安全险
参保环境险/

无需

4.5.5管理优化

另外，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的管理体系若为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将有利于

企业的发展和减小对环境的影响、增加对环境的改善。因此根据企业是否有第三

方认证的管理体系判断，详见表 25所示。

可参考企业是否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1；或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GB/T 23331-2012；或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证书等等。

表 25 管理优化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0.8 1

管理优化 无
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等

环境/能源管理体系

认证/通过清洁生产

审核等

4.6 资质与荣誉（加分项）

企业若拥有资质、产品认证、荣誉称号等其他方面的优势，体现了企业本身

的先进，因此将企业的资质认证、荣誉称号作为 2项二级指标加分项。

4.6.1资质认证

其中资质认证主要包括企业所提供服务的资质和企业生产产品的认证。因此

将此作为三级指标给予企业加分。需要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和服务资质本项指标不

https://www.baidu.com/s?wd=%E7%8E%AF%E5%A2%83%E7%AE%A1%E7%90%86%E4%BD%93%E7%B3%BB%E8%AE%A4%E8%AF%81&from=1012015a&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H9bPWPWPWIWPWPWuW6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srjc1n1nzrjbYnjTsrHmd
https://www.baidu.com/s?wd=%E7%8E%AF%E5%A2%83%E7%AE%A1%E7%90%86%E4%BD%93%E7%B3%BB%E8%AE%A4%E8%AF%81&from=1012015a&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H9bPWPWPWIWPWPWuW6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srjc1n1nzrjbYnjTsrHmd
https://www.baidu.com/s?wd=ISO14001&from=1012015a&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H9bPWPWPWIWPWPWuW6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srjc1n1nzrjbYnjTsrHmd
https://www.baidu.com/s?wd=%E8%81%8C%E4%B8%9A%E5%81%A5%E5%BA%B7&from=1012015a&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H9bPWPWPWIWPWPWuW6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srjc1n1nzrjbYnjTsrHmd
https://www.baidu.com/s?wd=OHSAS18001&from=1012015a&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H9bPWPWPWIWPWPWuW6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srjc1n1nzrjbYnjTsrH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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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与环境资源相关的认证、资质给与更高的加分，不同类别的资质、认证可

累计加分。最高分不超过加分项维度总分值。具体评价系数详见表 26。
表 26 资质认证指标评价

指标
得分系数

0 0.8 1

产品认证/服务

资质

满足强制性要

求/无强制要求

其他认证

/资质等

节能/节水/环境标志等认证产品，环保服

务资质等

4.6.2荣誉称号

企业在国家、浙江省、衢州市所获得的荣誉证号，尤其是环境和先进技术相

关的荣誉，间接反映企业对环境的友好程度，因此将企业获得我不同荣誉等级给

与不同的得分系数，每个指标内不同级别不累计加分，以最高分计。详见表 27

所示。

表 27 荣誉称号指标评价

荣誉称号

指标

得分系数

0 0.3 0.6 1

环保类 无 市级绿色企业等 省级绿色企业等 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等

技术创新

类
无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等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等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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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标权重分值

绿色企业评价总分为 100分满分＋5分浮动加分。确定每层级指标相对于上

一层及权重，主要根据层次分析法和直接主观确定权重，鉴于 AHP方法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对于一些重要性程度差异较大、指标较多的指标，采用 AHP方法

进行权重确定，对于一些数量较少的指标，采用直接主观确定方式进行权重确定。

5.1一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一级指标的业务表现、行业表现、环境表现、社会表现、公司治理 5项指标，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 5项一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

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3）所示。另，加分项资质与荣誉加分项直接

赋予其 5分的分值。

A=

式（3）

计算得到矩阵 A的 CR值为 0.0013＜0.1，则 A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

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一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28所示。

表 28 一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一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业务表现 10.11% 10.11

行业表现 10.11% 10.11

环境表现 48.46% 48.46

社会表现 21.20% 21.20

公司治理 10.11% 10.11

5.2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六个一级指标项下各有不同数量的二级指标，各二级指标相对于所属一级指

标的权重分值确定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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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业务表现、行业表现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业务表现、行业表现项下二级指标分别为 2项：业务规模、发展能力和省级

政策属性、地方政策属性，所以根据两者重要性差异直接主观确定其权重。结果

表 29所示。

表 29 直接主观确定业务表现、行业表现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业务表现
业务规模 25% 2.53

发展能力 75% 7.58

行业表现
省级政策属性 25% 2.53

地方政策属性 75% 7.59

5.2.2环境表现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环境表现项下二级指标为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环境增益三项指标，采用层

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3项二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

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4）所示。

B1=

式（4）

计算得到矩阵 B1 的 CR值为 0.0516＜0.1，则 B1 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30所示。

表 30 环境表现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二级指标 权重 分值

资源消耗 33.25% 16.11

污染排放 52.78% 25.58

环境增益 13.96% 6.77

5.2.3社会表现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社会表现项下二级指标为环保监管、安全监管、经信监管、自我监督、其他

负面表现五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5项二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

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5）所示。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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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

计算得到矩阵 B2 的 CR值为 0.0034＜0.1，则 B2 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31所示。

表 31社会表现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二级指标 权重 分值

环保监管 43.84% 9.29

安全监管 25.02% 5.30

经信监管 8.14 1.73

自我监督 14.86% 3.15

其他负面表现 8.14% 1.73

5.2.4公司治理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公司治理项下二级指标为环保组织架构、绿色制度体系、环保执行情况、保

险风控、管理优化五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5项二级指标之间

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6）所示。

B3=

式（6）

计算得到矩阵 B3 的 CR值为 0.0173＜0.1，则 B3 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32所示。

表 32 公司治理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二级指标 权重 分值

环保组织架构 12.80% 1.29

绿色制度体系 17.17% 1.74

环保执行情况 22.22% 2.25

保险风控 22.2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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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优化 25.60% 2.59

5.2.5资质与荣誉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资质与荣誉项下二级指标仅为 2个，所以根据两者重要性差异直接主观确定

其权重，如表 33所示。

表 33 资质与荣誉项下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二级指标 权重 分值

资质认证 60% 3.00

荣誉称号 40% 2.00

5.3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5.3.1安全监管、自我监督、环保组织构架、荣誉称号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安全监管、自我监督、环保组织构架、荣誉称号 4个二级指标下的三级指标

项仅为两个，所以根据两者重要性差异直接主观确定其权重，如表 34所示。

表 34直接主观确定的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安全监管
近三年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情况 30.00% 1.59

近三年生产安全事故 70.00% 3.71

自我监督
社会信息公开 40.00% 1.26

社会责任报告 60.00% 1.89

环保组织构架
企业环保部门 60.00% 0.78

环保责任人（专职岗位） 40.00% 0.52

荣誉称号
环保类 60.00% 1.20

技术创新类 40.00% 0.80

5.3.2发展能力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发展能力项下三级指标为亩产税收、绿色业务收入占比、研发投入占比三项

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3项三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

度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7）所示。

C1=

式（7）

计算得到矩阵 C1的 CR值为 0.0516＜0.1，则 C1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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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35所示。

表 35 发展能力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亩产税收 31.08% 2.36
绿色业务收入占比 49.34% 3.74

研发投入占比 19.58% 1.48

5.3.3地方政策属性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地方政策属性项下三级指标为绿色金融产业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园区

产业支持三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3项三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

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8）所示。

C2=

式（8）

计算得到矩阵 C2的 CR值为 0.0516＜0.1，则 C2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36所示。

表 36 地方政策属性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绿色金融产业支持 31.08% 2.36
产业转型升级支持 49.34% 3.74

园区产业支持 19.58% 1.49

5.3.4资源消耗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资源消耗项下三级指标为原材料消耗、常规水资源消耗、万元增加值能耗三

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3项三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

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9）所示。

C3=

式（9）

计算得到矩阵 C3的 CR值为 0.0516＜0.1，则 C3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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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37所示。

表 37 资源消耗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原材料消耗 19.58% 3.15
常规水资源消耗 31.08% 5.01
万元增加值能耗 49.34% 7.95

5.3.5污染排放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污染排放项下三级指标为水体污染物、大气污染物、万元增加值二氧化碳排

放量减少率、土壤污染物、其他重点污染物 5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对此 5 项三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

阵，如式（10）所示。

C4=

式（10）

计算得到矩阵 C4的 CR值为 0.0139＜0.1，则 C4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38所示。

表 38 污染排放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水体污染物-一般水污染物 24.63% 6.30
大气污染物-一般废气污染物 24.63% 6.30

土壤污染物-一般固废、农药化肥等 29.79% 7.62
其他重点-危废、致畸物、致突变物和致癌物等 24.63% 6.30

5.3.6环保监管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环保监管项下三级指标为近三年环境行政处罚情况、近三年突发环境事件、

环境行为诚信等级三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3项三级指标之间

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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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式（11）

计算得到矩阵 C5的 CR值为 0.0516＜0.1，则 C5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二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39所示。

表 39 环保监管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近三年环境行政处罚情况 19.58% 1.82

近三年突发环境事件 49.34% 4.59

环境行为诚信等级 31.08% 2.89

5.3.7其他负面表现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其他负面表现项下三级指标为偷税逃税、被告败诉、其他监管黑名单三项指

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3项三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度

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12）所示。

C6= 式

（12）

计算得到矩阵 C6的 CR值为 0.0088＜0.1，则 C6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40所示。

表 40 污染排放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偷税逃税 29.70% 0.51
被告败诉 16.34% 0.28

其他监管黑名单 53.96% 0.93

5.3.8绿色制度体系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绿色制度体系项下三级指标为企业绿色发展战略、企业环保管理制度、企业

能源管理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采用层析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4项三

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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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C7= 式

（13）

计算得到矩阵 C7的 CR值为 0.0516＜0.1，则 C7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

算归一化向量，得到各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41所示。

表 41 绿色制度体系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企业绿色发展战略 35.64% 0.62
企业环保管理制度 19.36% 0.34
企业能源管理制度 12.43% 0.2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2.57% 0.57

5.3.9环保执行情况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环保执行情况项下三级指标为台账记录、执行报告、环境信息公开，采用层

析分析法确定权重，对此 3项三级指标之间的主观认为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

较进而形成判断矩阵，如式（14）所示。

C8= 式

（14）

计算得到矩阵 C8的 CR值为 0＜0.1，则 C8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归

一化向量，得到各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如表 42所示。

表 42 环保执行情况项下三级指标权重及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分值

台账记录 33.33% 0.75
执行报告 33.33% 0.75

环境信息公开 33.34% 0.75

6. 局限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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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价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以下局限性可能导致评价结果与绿色企业的实

际表现存在差异。

首先，绿色企业评价是基于所选定的来源可靠的信息进行分析，相关信息的

真实性由信息提供方负责，评价人员不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保证，评价结果的准

确性受到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及时性的影响。

其次，评价人员对于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情况、相关资料文件

及其它公开或来源可靠的非公开信息）解读结果的不同，可能影响相关指标的打

分结果。

最后，本评价方法旨在通过出具独立的评价结果，协助投资者进行绿色企业

投资活动，为相关绿色金融配套扶持政策的落实提供依据。为提高评价透明度，

对评分卡内容进行简化处理，所采用的指标不可避免地存在有限性。本方法学将

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区域产业政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任务定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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