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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索新消费 ，
企业在行动

密

在 国 家“2030 年
实现碳达峰”
“2060 年
实现碳中和”远景目标
号召下，低碳消费与低
碳生活日渐成为社会
倡导和日益普及的生
活新方式，同时也对连
锁经营及网络消费平
台企业持续推动绿色
运营、践行环境与社会
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我国提出“碳达
峰碳中和”双碳目标迎
来 2 周年之际，由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
“低碳 2 周年企业在行
动”——“碳”索新消费
主题活动日在京举
行。星巴克、迪卡侬、
福奈特等来自零售业、
餐饮业、生活服务业等
行业的代表企业分享
了各自在推进绿色低
碳生活方面的探索和
实践经验。

全产业链减碳
据星巴克相关负责人介绍，星巴克
着眼于“从一颗生豆到一杯咖啡”旅程中
的每一个环节，通过采取全面举措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从种植、生产、包装一直
到门店，星巴克的每一步都遵循着绿色
的理念，希望每一杯咖啡都真正成为可
以让未来更好的
“明日的咖啡”
。
2021 年 9 月，星巴克全球首家环保
实验店——星巴克向绿工坊，在上海前
滩太古里正式开业。向绿工坊店内约
50%的建筑材料，预计都可在未来被循
环利用、升级改造或是降解。通过一系
列提高门店能效的积极举措，每一家通
过认证的绿色门店，相较 2019 年一家同
等大小的普通星巴克门店，每年预计将
减少约 10.57 吨的碳排放量、约 301.7 吨
的用水量。目前，星巴克绿色门店已陆
续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等地开
出。星巴克中国发布的 2025 战略发展
愿景显示，预计至 2025 年，星巴克将在
全国开出约 2500 家绿色门店。
星巴克还通过创新可持续包装，促
进可回收、倡导循环使用。预计到今年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所有星巴克热饮杯
盖都将有望全面升级为易回收的聚丙烯

材质；而通过增加瓦楞纸高度并降低纸
已在 23 省份 70 家门店成功运营。
的厚度，在保证隔热效果的情况下，星巴
克杯套整体用材可减少 12%，预计一年
构建多元绿色场景
可减少 100 吨用材。
迪卡 侬 则 从 产 品 的 设 计、研 发、生
“自 1997 年创立以来，福奈特始终
产、物流到最终端销售，打造全产业链
倡导节能降耗，致力绿色发展。”福奈特
的减碳能力，呈现给消费者更低碳以及
相关负责人表示。例如，福奈特正在实
对环境更友好的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
施的“干洗机冷却水再利用”项目——
让消费者能轻轻松松享受低碳生活方
通过增设储水箱、水位控制、增压泵等设
式。
施，实现对干洗过程中所产生冷却水的
据悉，迪卡侬中国目前为消费者提
再利用，避免直排，从 2000 年开始，全国
供超过 2000 多种生态设计产品。从用
每一家福奈特门店平均每天节约用水
更环保的面料和工艺制成的衣服和鞋子
1000 升以上。
到碳排放更低的运动装备，无论是跑步
福奈特为会员免费提供可重复使用
还是骑行，无论是露营还是整个运动场
的棉制品的衣物收纳袋“福袋”，减少门
景都可以降低碳排放。其目标是 2026
店塑料制品手提袋的使用同时也减少了
年实现 100%产品采用生态设计。例如，
顾客使用一次性盛衣袋的浪费。此外，
迪卡侬拥有一辆自行车或一顶帐篷的碳
福奈特还将衣架回收与会员管理体系绑
排放数据，然后在设计、生产技术、包装
定起来，开发适合衣架回收的多款兑换
解决方案和运输解决方案等方面持续创
礼品，提高客户回收意识，提高资源利用
新，
不断降低产品的碳排放。
率。
除此之外，迪卡侬还将加速为顾客
华润万家旗下的 Ole'精品超市则以
提供更多的维修解决方案、更多的二手 “对个人有益、对环境友好”为选品原则，
商品销售服务以及更多的租赁解决方
筛选 100 余个品牌近 2000 件环保商品，
案。迪卡侬的维修工作室覆盖全国所有
并给予会员环保购 10 倍积分激励，鼓励
门店，提供球拍穿线、自行车维修和保
会员更多地选择环保商品。联合 Ole'绿
养、帐篷和桨板的维修服务等等。迪卡
色伙伴以“永续生活的 N 种选择”为话
侬二手童车业务
题，通过灵感食谱、可持续会员课堂、环
保商品积分兑换等活动形式，持续为消
费者的低碳生活提案。截
至 目 前 ，活 动 线

1 -8 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新注册数量翻番
■ 本报见习记者 顾鸿儒
近日，公安部副部长刘钊在 2022 世
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表示，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1099 万辆，同比增长 65%；今年 1~8 月
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汽车达到 322 万
辆，同比翻番。我国汽车智能化趋势也
在明显加快，L3 级以上高度自动驾驶技
术逐渐在城市出租车、干线物流、末端配
送等特定场景和限定区域开展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汽车行业
正迎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网联化、
电动化飞速推进，以新能源汽车为主体
的智能网联汽车快速进入到人们的生活
中。
据了解，目前，相关部门深入推进国
家智能交通综合测试基地建设和无锡国
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多家企业开展
安全驾驶能力测试，地方积极拓展测试
道路和场景。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在 28

个城市发放 8200 多副测试号牌，开展测
试公路道路 6900 多公里。
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和应用，汽车
所扮演的角色从单纯的代步工具逐渐变
成除了家和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
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理事长张相
木表示，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已经上升为
国家战略，且取得了长足发展。据权威
机构统计，目前 L2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
渗透率已经达到了30%，
智能网联汽车的
兴起，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和法规的推
动。我国目前已经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智
能网联汽车，
标准研究、
准入管理、
运营管
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已经成为政
府及相关研究机构的重点落实任务。
“公安部积极支持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创新发展，聚焦自动驾驶汽车上路测
试通行、交通事故责任等问题，积极推动
道路交通安全法完善修订，推出国家车
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指南，十项技术标准
申报编制，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创造良
好的法规标准环境。
”
刘钊表示。

目前，交通部正式将百度列为交通
强国的试点单位，在高精地图、智能汽
车、智能道路、云平台、智能交通产业生
态等方面开展试点。刘钊表示，交通部
门下一步将积极支持北京、上海等有条
件的地方开展创新应用先试先行，持续
创新智能网联汽车安全行驶规则仿真验
证技术，推进车路协同、数字身份和信息
安全交互等试点应用，构建智能网联汽
车运行安全基础保障机制，协同推进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钊表示，公安部将与相关部门一
道加强法律法规前瞻性研究，加大智能
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的政策支
持，积极推动“十四五”全国道路交通安
全规划中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监管任务
的落实。建立健全新技术、新业态的交
通安全管理体系。加强服务供给，出台
车间改革、试点出场及查验汽车登记新
模式，便利新能源货车城市通行等一系
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举措，推进城市
道路路口精细化治理和智能化提升，为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上传播量超
过 1500 万，超过
200 万 会 员 参 与
Ole'的环保活动，影
响近八成会员选择自备
袋。
据 介 绍 ，今 年 10 月 ，
Ole'将在全国 25 个门店取消
一次性可降解塑料购物袋，上
市可多次循环使用的环保购物
袋，并以“自备袋 100 分”系列环保
活动，持续引导消费者践行低碳消
费，
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
为提升公众对塑料再生制品的认
知，从而更加有意识地参与餐盒分类
回收，美团开发了多款塑料餐盒回收
再生制品。如为美团单车装上由塑料
餐盒回料制成的挡泥板，联合喜茶推
出了再生手机壳、行李牌和环保袋，还
将回收餐盒制作成了名片、钥匙扣、再
生砖等，让再生制品成为环保潮流单
品。
目前，美团单车已经落实回收
塑料在挡泥板部位的批量应用，
利
用率可达 70%，其中 15%的材料
来源于美团外卖的餐盒。经测
算，
该举措可实现一辆单车和
电单车分别减少碳排放885
克和 1084 克，长期助力
循环经济发展，为实
现双碳目标作出
积极贡献。

近年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
激励技术创新、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发展环
境，有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并取得了积极
成效。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在
2022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表示，今年上半
年，具备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销量超 288
万辆，渗透率升至 32.4%，同比增长 46.2%，新一
代电子电气架构、车用操作系统、大算力计算芯
片、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全国开放各
级测试公路超过 7000 公里，实际道路测试里程
超过 1500 万公里，自动驾驶出租车、无人巴士、
自主代客泊车、干线物流以及无人配送等多场景
示范应用有序开展。17 个测试示范区、16 个“双

环境。
记者在现场得知，
未来，工信部将从四方面推
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第一，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建立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协调新机制，加快推进车路协
同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跨行业、跨领域融合
发展的痛点、堵点，
形成促进产业发展的合力。
第二，激励技术创新，支持重点大企业牵头、
大中小企业参与，鼓励引导跨行业跨领域协同创

我国组合驾驶乘用车渗透率上升
■ 本报见习记者 顾鸿儒
智”试点城市完成 3500 多公里道路智能化升级
改造，
装配路侧网联设备 4000 余台。
智能网联汽车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载
体，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
向。中国积极探索
“单车智能+网联赋能”
的车路
云融合发展思路，发挥政策法规引领作用，促进
我国汽车产业规模质量双提升。工业和信息化
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郭守刚表示，作为汽车行
业主管部门，工信部坚持多措并举，在技术标准
创新、测试示范试点、政策法规完善等方面协同
发力，努力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

新，加快关键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操作系统等新
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增强产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
第三，强化政策引导。组织开展智能网联汽
车准入管理和上路通行试点，修订完善智能网联
汽车标准体系，加强功能安全、数据安全等重点
标准的制修订，
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第四，深化国际合作，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用好多双边合作机制及
国际交流平台，在技术创新、标准法规、测试示范
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提升家电服务 带动千亿市场

“百带千”为家电售后服务
“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今年 7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联合发布
了《关 于 促 进 绿 色 智 能 家 电 消 费 若 干 措
施》，明确提出实施家电售后服务提升行
动。加强服务标准化建设、培育售后服务
领跑企业、培育家电领域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示范企业等成为家电服务业现阶段重
点工作之一，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
以 此 为 契 机 ，结 合 实 施 高 质 量 售 后 服 务
135 行动计划，联合 TOP20 家电服务业品
牌企业以及其他重点企业、TOP100 家电
服务商，共同推动家电售后服务高质量发
展。

9 月 20 日，
“中国家电服务商权益保护
日”当天，协会在线上举办了以“提品质·树
品牌·争创家电售后服务领跑企业”为主题
的“ 百 强 家 电 服 务 商 带 动 千 亿 市 场 ——
2022‘百带千’
大聚会”
。
会上，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副主席郭赤
兵解读了商务部等部门《关于促进绿色智
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郭赤兵深入浅出，
着重解读了《若干措施》中的实施家电售后
服务提升行动，从解读中了解到，协会在商
务部指导下，依据 GB/T 28841-2012《家
用电子电器维修业服务经营规范》、SB/T
11172-2016《家电维修服务质量评价规
范》等标准，建立售后服务领跑企业评价指

标体系，从企业规模、业务量、服务满意度、
投诉率等方面开展评价工作，培育了一批
家电售后服务领跑企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转
变，我国正在从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
转型，服务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
机遇，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家
电服务业，在深化和丰富家电服务业‘局
变全盘’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积极推进‘百
强家电服务商带动千亿市场’的‘百带千’
发展计划，旨在支持百强服务商的快速、
健康、有序发展。”家电服务商大会组织主
席朱小浦在说明支持 TOP100 服务商发展
的“百带千”发展计划时表示，大会组织将

从建立和完善用户数据体系、支持创建家
电服务业品牌和 TOP100 服务商品牌、实
施家电服务业和 TOP100 服务商的人才培
育发展计划、加强服务产品化，制定服务
产品目录、制定实施上门服务全流程用户
体验系列标准，提升用户满意度，提供战
略咨询、标准、渠道、传媒以及新零售、平
台、信息等技术，金融、保险、培训，公共电
话，设备仪器仪表、材配、职业装、汽车等
专业服务的企业与家电服务商间的合作
等六个方面支持 TOP100 家电服务商做大
做强。
会上，海尔智家、电信号百、苏宁帮客、
安时达等 TOP20 家电服务业品牌企业分

享了落实高质量售后服务 135 行动计划，
在提质、降本、增效、扩容等方面的具体做
法及取得的成果。阳光雨露、帝伯乐等服
务提供商从专业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方面进行了分享。
此外，会议发布了 2022 年度大会组织
成 果 ，包 括 TOP20 家 电 服 务 业 品 牌 、
TOP100 家电服务商品牌、重点家电企业
“百带千”贡献率、侵害家电服务商权益典
型案例、上门服务人员对品牌企业工服满
意度、家电产品维修性技术（维修时间测
试）案例。同时，立项《家电上门服务全流
程用户体验操作规程》和《家电上门服务全
流程用户体验评价标准》团体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