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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刚开始创业时，您可能并没有深入考虑气候变化的问题。而事实上，气候
变化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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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GHG) 含量增加引发了气候
变化并导致全球变暖，给地球环境带来严重损
害。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要求所有企业
到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需要各行各业都采取
审慎的措施。中小企业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因为中小企业是英国经济的引擎，在英国的 590 

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 99%，与企业

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一半都来自中小企业。 

正如许多中小企业一样，您可能已经面临法律
法规、竞争压力、新冠疫情以及英国脱欧带来
的种种挑战。如今又有一个额外的任务——实
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这本《“净零排放”
便携手册》旨在为您提供简单易懂的指南，帮
助您了解并启动“净零排放”。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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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排放”的重要性 
净零排放关乎气候变化，因此事关重大。气候变化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
关。有证据表明，地球正变得越来越热。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有记 
录以来最热的 20 年都出现在过去 22 年，其中最近的年份也是最热的年份。

如今的全球平均气温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上升
了 1°C。大多数专家认为，1°C 的气温上升虽
然看似升幅不大，但它正在引发严重的负面影
响，例如不稳定的天气模式、极地冰层消失和
海平面上升。他们还认为，情况将进一步恶
化。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到 2100 年，全球
气温升幅将达到 5°C。 

科学家和各国政府一致确信，气候变化是由大
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增加所引发的。通过捕获
来自太阳的能量，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使地球
表面及其上方的空气变暖，从而导致了温室 
效应。 

以下是联合国 (UN) 对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定义： 

“简而言之，净零排放意味着我们不再向大气中增加新的

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仍将持续，但我们将通过从

大气中吸收等量的温室气体予以中和。” 

“净零排放”究竟是什么？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5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减少碳排放
二氧化碳是最常见的温室气体。因此，减少碳排放、减少碳足迹和使用低
碳替代品等措施有助于将气候变化的速度及其影响降到最低。这可以通过
三种方式来实现：减少工业生产过程、发电和运输等人类活动的有害排
放；在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之前进行碳捕获并将其安全封存；通过绿化造
林自然吸收二氧化碳，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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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碳排放目标
无论是国家和企业，还是消费者和公民，应对气候变化已日益成为 2020 

年代的重要优先事项。2019 年 6 月，英国议会通过立法，承诺英国到 

2050 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 100%。英国因此成为全球首个立法防止
全球变暖的主要经济体，这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如何为“净零排放”贡献力量 
在英国，不同企业的净零排放进展千差万别。一些企业已经大力投资并实
施了重大变革，而另一些企业的改进则微乎其微，或根本未采取任何行动。 

新冠疫情爆发造成净零排放进展中断并带来额
外的业务压力，这些都加剧了净零排放的紧迫
性。我们的净零排放指标分析报告显示，68% 

的企业因新冠疫情而延误了计划，这个发现也
许并不让人意外。对一些企业来说，英国脱欧
也减缓了净零排放进度。 

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企业对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
真实愿望，70% 的企业领导者确认其组织已经
承诺或正在考虑承诺实现净零排放。 

但在英国，小企业的情况不容乐观，到目前为
止，只有五分之一的小企业承诺实现净零排放
目标。这类企业数量庞大，这意味着整体进展
将受到严重阻碍。 

如何为“净零排放”贡献力量？决定性的第一
步，就是坚定地承诺在企业中实现净零排放 
目标。 

“我们高度重视企业对环境所具有的责
任，并积极鼓励采取相关举措，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大力增加回收，
并提高能源效率。” 

已申请 ISO 14001 环境管理认证的诺丁汉制造商 

2020 年，BSI 与环境管理与评估研究所 

(IEMA) 合作，对英国企业“净零排放”的
进展进行调查。根据对英国各地各行业 

1,000 名高级决策者的调查，我们编写了
净零排放指标分析报告，结果显示：如果
企业继续保持目前的进度，很可能无法实
现政府制定的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 

企业界必须努力应对这一挑战。 

立即行动！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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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障碍 
英国各地的企业在规模和结构方面千差万别，这意味着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有各种不同的途径。其中的关键在于共同合作并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以
扫除前进的障碍。 

根据您所在行业面临的具体挑战，净零战略的具体实施将有所不同。基于净
零排放指标分析报告的调查结果，我们总结了以下需要考虑的重要步骤： 

兼顾收益和成本 

44% 的企业认为，成本是实现净零排放的最
大障碍。持有这种看法的小企业比例更高，达
到了 51%。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变化意味
着额外的成本，从而为自己设置障碍。当然，
净零排放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
要进行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在以下推荐措施
中，尽管一些措施作为有价值的投资，带来的
是无形的收益，例如提升企业在环保方面的声
誉、增加竞争优势和提高员工积极性，但也有
许多措施将为企业带来显著的成本效益。纵观
全局很重要。 

寻求指导 

相比大型组织，小企业对于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更加缺乏信心。即便如此，要实现目标，多达 

83% 的企业仍然需要更多的指导，并且这种需
求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业界领先企业对于净
零排放的了解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中小企
业面临的主要障碍可能还是不够了解净零排放
对企业的影响。事实上，近三分之二的业界领
先企业并不确定他们完全理解净零排放对企业
的影响。或许您也是其中之一？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If so, you can access advice from a range of source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consultants and specialist 
associations. Government is the most common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many leaders, but 
businesses with fewer than 50 people cite local 
government as their most likely source of future 
guidance. In addition, if you have access to 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 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they could also be helpful. 

Make a plan

Inevitably, this gap in understanding can cause SMEs 
to be slower to apply the necessary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lanning and, ultimately, achieve progress 
towards net zero.  

While there may well be a case for you to ‘pick the 
low hanging fruit’ – that is, implement any easily 
achievable measures that will give you rapid benefits 
–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look for substantial longer-
term gains. Try to find an approach that suits your 
business model, and then continue to review and 
evolve this approach to reflect your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needs.

“Our company is installing solar panels 
throughout. We already keep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s low. We are shifting 
to recycled materials and minimizing use 
of paper. We still need to work on car 
emissions to and from the workplace.”
UK business surveyed in BSI’s Net Zero Ba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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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敢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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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从政府、顾问和专家协
会等各种来源获取建议。对许多企业领导者来
说，政府是最常见的信息来源，但是对于员工
人数少于 50 人的企业，地方政府最有可能成
为未来获取指导的来源。此外，如果可以接触
到当地企业伙伴关系和商会，也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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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计划 

在应用必要的战略思维和规划方面，这种理解
上的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小企业的进展相对
缓慢，最终影响净零排放目标的实现。 

虽然您可能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走捷径”，即
实施那些容易实施并能快速获益的措施，但寻
求长期的实质性收益也很重要。您可以根据自
己的业务模式，尝试寻找适合的方法，然后
不断反思和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 
需求。 

“我们公司正在全面安装太阳能电池
板，并将能耗保持在较低水平。我们
正转为使用回收材料，并尽量减少纸
张的使用。但我们仍然需要解决上下
班途中的汽车排放问题。”

一家接受 BSI 净零排放指标分析报告调查的英国企业 

案例分析 
斯托克一家中型制造商的合规经理确信，公司应用 ISO 50001 能源管
理标准降低了能源成本。例如，在公司场所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投
资回收期为八年，而在现场的某些区域安装 LED 照明的投资回收期
还不到一年。 

他评价称：“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承担
着义务，并且这与投资回报有关。ISO 

50001 提供了花费的结构和理由，并计
算了实际节省的费用。”该标准还有助
于赢得新的业务：“每年有许多客户来
访，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太阳能电池板
和 LED 照明等改进举措。在投标或竞价

的前期，我们会接受评估，此时我们会
专门提及 ISO 50001。” 

他 补 充 说：“ 要 成 为 中 标 企 业 ， 可 持
续性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而  ISO 

50001 证实了我们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实施的重要举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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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 

净零排放是全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集体
努力，一起应对。您不妨拓宽视野，将目光投
向企业之外，向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并作出重
大变革的公司学习。即便只是参与有关净零排
放的开放式对话，您也能够为知识共享做出贡
献，并满足更多人对变革的需求。 

采取全面措施 

要实现净零排放，降低能耗显然是企业最常用
的措施，48% 的企业将其作为主要措施。但不
能只局限于降低能耗，因为其他因素也能发挥
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许多企业已承诺在不同的时间段实现净零
排放目标，但了解实现这一目标真正需要的变
革力度非常重要。采取全面措施更有可能获得
成功，这包括落实管理体系和测量体系。 

我们的研究表明，作为企业净零战略的一部
分，降低能耗和减少浪费是企业最常用的措
施。通过降低企业设施等区域的能耗，并妥善
管理废料（例如通过产品设计，在生产中杜绝
使用不必要的能源密集型材料），许多企业的
碳排放将大幅减少。 

包裹 
电力 

BSI 净零排放指标分析报告还表明，对于拥有 

11 至 50 名员工的小企业而言，碳减排是明确
的优先事项。这可能是因为小企业的能源和废
料成本相对较低，为了吸引投资和客户，他们
热衷于展示碳减排。为此，他们可能会采取减
少出差和改用电动汽车等减排措施，但未必能
降低能耗或减少浪费。 

积极创新 

对许多致力于实现净零排放的企业来说，碳抵
消是第一个重大里程碑。碳抵消是指通过投资
植树造林和可再生能源等计划，吸收大气中等
量的二氧化碳，对碳排放进行补偿的过程。

但碳抵消并不能减少碳排放。因此，我们需要
果断的变革和更多的创新。 

通过考虑碳抵消之外的方法，您将学会识别并
制定碳减排计划。例如，围绕员工出行制定可
持续性政策，可以是减少出行的激励计划，也
可以是电动汽车补贴。采取更全面的措施和开
创性的创新，才有机会创造真正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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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投资 

随着企业对净零排放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所
需的技能也应与时俱进。如果不对创新的工作
方式及其所需的技能进行投资，企业有可能面
临进展缓慢的风险，甚至可能无法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对中小企业来说，对人才进
行投资并确保他们拥有必要的创新技能变得愈
发重要。这一点可能也同样适用于您的企业。 

采用有效工具 

遵循公认的标准机构制定的良好实践将帮助您
充分考虑面临的挑战，并在实现净零排放的道
路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实施标准就是在企业内部应用久经验证的良好
实践，从而建立并维护稳健、可靠的管理过
程。标准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可帮助小企业高
效、安全和有效地实现目标。

“在我看来，标准是为企业赋予严谨性
的过程。有了严谨性，企业就可以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采用的每一个
新标准都在增加企业的严谨性，并最
终使我们对社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已实施多项商业标准的伦敦中小企业 

根据 BSI 净零排放指标分析报告，97% 的企业
已采取净零排放措施，其中多达 93% 的企业使
用国际标准或指南进行碳减排，这个消息令人
鼓舞。 

中小企业使用这些标准的比例为 37%，显然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您是否也考虑在企业中实
施标准呢？ 

众多国际标准组成的工具包， 
将助力企业 

实现净零排放。 

标准为“净零排放”助力 

众多国际标准组成的工具包，将助力企业实现
净零排放。包括： 

•   ISO 14001 环境管理标准 

•   ISO 14064-1 和 ISO 14064-2 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   ISO 14064-3 温室气体声明确认和验证的规范
及指南 

•   ISO 14021 环境标志和声明及 PAS 2060 碳中
和标准 

•   PAS 2050 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认证 

•   ISO 50001 能源管理标准

尽管实施标准就能让企业从中受益，但官方认
证可以向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证实程序的质
量、有效性和可靠性，从而为企业带来显著的
竞争优势。例如，在获得 ISO 14001 环境管理
标准认证的企业中，74% 的企业提升了企业声
誉，63% 的企业将直接成本节约归功于此标
准，61% 的企业员工士气得以提升。此外，越
来越多的大型组织要求其供应商（通常是小企
业）提供标准认证。 

通过实施商业标准，企业将有效增强组织生存
力，融入提升业务绩效的卓越习惯，同时也为
业务增长提供了稳固的框架。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净零排放”便携手册 



While most businesses that have committed to net 
zero have done so with an overall target deadline 

in place, the majority have not committed to 
timings for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energy 
reduction, greater use of recycled materials, 
clean energy or reduced transport emissions. 

Of the top six measure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an average of 72 per cent of 
respondents admitted that there is 

no specific completion date for 
achieving success.

 This book is a straightforward ‘how 
to’ guide to make it easier to get 
you started ….and pledge your 
organization to a realistic net 
zero target. And now is the time 

to take that first step.

Act now!

1918

定制 
结构创新 

木材回收 

案例分析 
一家位于约克郡的小企业创始人兼总经理
表示，“ISO 14001 向客户和员工证实了
我们关注环境并建立了有效的环境管理体
系。它让我们在减少对环境的整体影响和
保持盈利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

他补充说，“ISO 14001 表明我们遵守法律
法规要求，所有对环境潜在的影响都将获
得评估、测量、监视和改进。它带来的收
益包括减少能源和材料消耗，降低废料管
理成本，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在承担环境责
任的同时在商业上保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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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行动！ 
尽管大多数承诺实现净零排放的企业都设定

了总体目标期限，但大多数企业并未承诺
采取具体措施的时间，包括降低能耗、增

加回收材料和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及减少
运输排放。在目前实施的前六项措施

中，平均 72% 的受访者承认没有设定
具体的完成时间。 

 本手册旨在为您提供简单易懂的
指南，帮助您了解并启动“净零

排放”，同时为组织设定实事
求是的净零排放目标。是时候

迈出第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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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 

实现净零排放 

后续行动 

承诺企业实现净零排放 

兼顾收益和成本 

寻求指导 

制定计划并分析回顾
协作 

采取全面措施 

积极创新 

投资技能 

采用有效工具 

立即行动！ 

H
B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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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GHG) 含量增加引发了气
候变化并导致全球变暖，给地球环境带来严
重损害 

• 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要求所有企业到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 

• 净零排放意味着我们不再向大气中增加新的
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仍将继续，但
是会从大气中吸收等量的温室气体来抵消 

• 小企业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英国的 

590 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 99%，
与企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一半都来自
中小企业 

• 但在英国，只有五分之一的小企业承诺实现
净零排放目标。许多企业的进展微乎其微，
甚至毫无进展 

• BSI 的研究发现了阻碍继续行动的障碍，您
可以采用战略性方法、获取可靠的指导、利
用合适的工具，以此扫除障碍 

• 有效工具包括公认的商业标准，可帮助您管
理并减少碳排放。标准还可以融入提升业务
绩效的卓越习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固的
框架 

• BSI 将为您提供助力。我们将助力您的企业
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采取有效措施，同时提
升企业绩效、增强组织生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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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 BSI 网站：https://www.bsigroup.com/zh-CN/

电话：400 005 0046

邮箱：infochina@bsigroup.com

官方微信
扫描二维码，关注 BSI 官方微信，随时了解最新标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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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BSI？ 
BSI 成立于 1901 年，是英国国家标准机构。依托传承百年的丰富经验，
BSI 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组织开展了广泛合作。我们了解小企业，深
知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BSI 致力于依据自愿原则、在达成共识的基础
上制定标准，帮助企业实施良好实践，提升产
品、服务和系统的质量及安全性，确保企业经
营的可持续性。由 BSI 管理、利益相关方主导
的英国标准、PAS 和 FLEX 等标准，都与国际标
准和欧洲标准保持一致，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这些标准也完全适
用于助力企业界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我们相信，通过清晰的标准指导和共享的行业
最佳实践，您可以专注于碳减排并成功应对气
候变化的挑战，同时这也将使企业业务获益。 

通过实施标准，企业在净零排放方面的进展可
以成为常规的成功衡量标准，向客户证实企业

重视可持续发展，并具有社会意识。同时，这
也将赋予企业真正的竞争优势。

对 BSI 而言，业务可持续性是头等大事。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实现全球社会和环
境重大进步宏伟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支持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努力使我们的活动与之
保持一致。BSI 旨在帮助组织更好地理解可持
续发展目标，将其转化为企业环境下的目标并
引入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保持一致。标准为实现这一目标并展示企业责
任提供了绝佳的途径，同时也将有效增强组织
生存力。 

有关净零排放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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