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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lue Map Database 
 蔚蓝地图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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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起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里程碑

关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
息公开办法（试行）

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蓄势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相关立法和里程碑

从依法行政到多元共治



2006 – 2019：蔚蓝地图持续关注环境数据
数据来源：以生态环境为主     也包括水利、海洋、住建、工信、国土、发改、气象



PITI 指数：污染源信息公开的量化评价

共188个城市

IPE：120个城市

合作伙伴：68个城市
合作伙伴：安徽绿满江淮、山东
绿行齐鲁、福建绿家园、南昌青
赣、绿色江南，以及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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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I 指数：监管信息公开量化评价，120城市，连续9年





推进环境数据与地理信息结合  企业超标违规记录     随手拍定位污染源

权威数据来源：环保、水利、国土、海洋、住建、工信、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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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环境信息公开大幅扩展



企业环境数据——源自各级环境部门信息公开及
企业信息披露

01 政府环境监管／监察／监测

03 企业自行监测数据

05 企业反馈及整改信息

06 环保、安全事故信息

04 经官方确认的企业投诉举报

02 限停产、环评



2.绿色供应链



倡议消费者利用自己的购买权力
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

推动大型品牌和零售商绿化其供
应链条

2007年3月，联合20家环保组织发起

以绿色消费拉动绿色生产
借助信
息公开

调动市
场力量

绿色
选择



     2010年——绿色选择开启IT产业调研



见证污染，见证大规模改善



见证污染，见证大规模改善



纺织业污染特别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案例：逾千万废水处理达标 
10 million tons of wastewater up to the standard



 CITI 指数  Green Supply Chain CITI Index 

• 评价覆盖380个 
中外品牌

• Covers 380 local and 
global brands

CITI Index covers 198 brands 



Top 30中外领先品牌将蔚蓝企业数据纳入采购标准
Leading brands incorporate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to sourcing standards







数据公开与审计

4
披露与确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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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地图
 

绿色选择管理体系  Green Choice Management System

检索与分类机制

2
IPE数据库

1

IPE Database Classify and 
Screen 

Rec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Disclosure and 
Auditing 



检索与分类机制

一般检索：

以企业名称为关键字在污染
地图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同
时可对地区、污染类型等进
行筛选

高级检索：

将供应商名单以excel文件的
形式导入污染地图数据库，
对供应商环境监管记录进行
批量检索



信息披露——文件清单

情况说明 整改方案
环保部门确
认整改结果

检测报告 在线监测



绿色选择第三方审核——结合公众参与，化解社会矛盾



污染排放转移登记制度（PRTR template）

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已采纳

IPE研发的中国模板已应用于绿色供应链



Supply Chain Climate Transparency Index 



2019-9-20

世界工厂承受环境压力
                     All but one of these emissions flows routes originates in developing regions 

Source: Carbon Trust



Supply Chain Climate Transparency Index     Top 30



Steel

Cement

Real estate
Construction

中国企业：影响巨大，潜力巨大
Local industries: major impact, huge potential 

Carbon footprint:

Roughly 8% of the 
global total



Feedback from Tianjin Yaopi Glass Co., Ltd. Feedback from Haihong Old Paint
 (Kunshan) Co., Ltd.

房地产绿色供应链：中国企业行动
Progress: Expanding from heavily polluting sectors
Landsea pushes glass and paint suppliers to publicly respond for the first time



绿色供应链碳指数及其金融应用研究



3. 实时公开 real-time monitoring 



雾霾引发广泛关注



2013年3月28日，SEE－IPE联合26 家环保和企业组织

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倡议Total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实时发布重点
污染源在线监
测数据

• 系统、及时、完
整发布日常监管
信息

• 公布企业污染物
排放数据







http://www.zjepb.gov.cn/col/col1201434/index.html



• 30个省级平台
• 超过18,000重点污染源企业

全球首次
中国实现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

大规模实时公开

空气 水质

污染源

蔚蓝地图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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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



2019-9-20

水



Series of cases highlighted gaps
• 在中央环保督查中，多次查处重金属污染问题，其中也包括电子企业。

• 2016年底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行动发现，上海地区有18家集中污水处理厂存在出水重金属超标问题，

其中六家废水排放长期不合规。 面对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些废水处理厂宣称“罪魁祸首”实际上

是上游企业，它们未经许可就将污水排入管道，有的污水超过预处理标准，这些企业中包括许多电

子制造商。

• 2017年，长江沿线个别省份不法企业从陆路、水路跨省偷排危险废物事件屡屡发生。这些

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与一些不正规的环保公司签订了低价危废处置协议。

• 2017年11月，长江铜陵段截获了从水路非法转移的7000余吨固体废物，其中2000余吨工业废物被直

接倾倒在江滩上。这些倾倒物中，含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酸洗污泥。据安徽省环保厅称，

该物质含酸性，还有部分重金属，会对水生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 除跨省非法倾倒外，有的企业则对危险废物采取就地非法掩埋。

• 2018年3月，生态环境部对江苏省盐城市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严重环境污染及当地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不力问题开展专项督察。督查发现，厂区两处危险废物填埋区域均未采取防渗措施。危险废

物填埋区域发现废水中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浓度严重超标。

土壤 海洋 企业



基于数据的微举报  
新媒体时代政府／民众形成良性互动



                                                       
                                                 大型企业对超标违规做出整改说明



案例：“微举报”撬动规模减排



2020：污染攻坚战；2035：总体达标



2020：污染攻坚战；2035：总体达标



数据众包的初步尝试
First attempt for crowd sourcing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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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地图首次和两部委举报平台互联



4. Dynamic environment credit / risk assessment

环境信用／风险动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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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地图数据引入绿金委平台



绿色金融应用实例——大型国有银行下属支行/分行

推动贷款企业通过蔚蓝地图平台确认违规记录类别及整改完成情况

l IPE已经协助多数企业依据绿色选择流程，通过IPE蔚

蓝地图平台，向社会做出披露。

l 1家企业“杭州XXXX制品有限公司”除了涉及监管记

录以外，蔚蓝地图数据库还收录了其2018年的两条监

管记录，均与水污染相关。

Ø 违法事实1：暗管、旁路等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污，或

无治污设施直排；处罚手段：罚款4万元整

Ø 违法事实2：污水超标排放；处罚手段：罚款4万元整

Ø 目前在数据库中风险值为48分，黄牌。

1、XX工具有限公司（已不涉及生产）

2、XX纸业有限公司（已备案）

3、XX家具有限公司（已备案）

4、XX绣品有限公司（已备案）

5、XX家纺有限公司（已备案）

6、XXX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备案）

7、XX服饰有限公司（已备案）

8、XX幕墙科技有限公司（已备案）

9、XX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备案）

10、XX机械有限公司（尚未回复邮件）

11、XX机械有限公司（尚未回复邮件）

12、XX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已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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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百万
级企业动
态评价

       企业基本信息、风险值、风险等级（与环境部四色系统一致）

基于150万条企业超标违规及经官方确认的公众投诉举报记录

      基于蔚蓝地图15亿条企业监测和排放数据

回应金融机构需求

开发基于环境大数据的动态评价体系



  蔚蓝地图：支持一家城商行建立环境风控体系

监管记录

信用等级

信用评分

信息公开指数

区域政策舆情



风险预测与管理

基于蔚蓝大数据

与专业机构合作

动态风险评估

工具持续升级





江苏天嘉宜化工
3月21日，江苏盐城响水陈家港镇的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

公司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566人受伤。



5. 蔚蓝生态链 Blue eco-chain



污染攻坚 ＋ 环保督察 —— 监管力度大幅加强   



环保部两微与环保组织
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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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的历史性进步      从 2,000 到 1,500,000





 brands 
利益方*

信息化＋智能化解决方案

蔚蓝地图 
Blue Map

实时推送 同步获取

simultaneous push notifications

在线监测，行政处罚 
monitorng data

公众投诉 reporting

企业
Facilities

自动报表 reporting form 自动报表 reporting form

实时推送 push notifications

利益方*：还包括社区、NGO、媒体、政府、采购品牌、银行、投资者、保险公司、评级机构等 

生态链

针对超标或异常及时反馈

Feedback on violations

沟通／致信 engagement

约定反馈／确认流程 agreement on disclosure / verification

推动自主整改披露
ensure self disclosure

EcoChain: automated solution f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推动供应商企业改进逾8500家



2019-9-20
蔚蓝地图：平均每周推动百家企业整改／披露

Blue Map: Green Choice of the Week









环保组织和社区公众借助在线监测数据开展公众监督









基于环境大数据，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构建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贸易和投资绿色转型

• Share lessons and good practices
• Work with brands to prevent migration of pollution



回
顾
与
展
望

诚
邀
十
一
月
在
京
研
讨



网站:        www.ipe.org.cn
手机:        13601023029
APP:             蔚蓝地图

致谢不懈推进
期待更多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