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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探索，
政府两型采购已成为助力湖南转型升级、
推动绿色发展的有力推手。

政府两型采购有力促进了两型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 引导企业注重两型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从产品的生产原材料，到产品的

设计、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再到产
品的循环再利用和废弃物处理全过程，均
须符合两型要求。

传统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业龙头中联重
科， 借助两型产品政府采购加快向环保产
业转型， 形成了 9 大类近 100 种环保产品
的规模，其中餐厨垃圾处理、清扫车等多种
环保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年销售收入
超过 50 亿元，环保等新兴业务已经占公司
业务总量的 45%。 远大两型建筑纳入两型
产品目录后，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两型住
宅产业已作为新的产业增长点写入湖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

“得益政府两型采购，我们去年销售额
增长了 20%左右。 ”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销售经理戴贱军介绍，在
湖南市场上， 中联环境环卫车占有率超过
了 95%，订单绝大多数来自政府两型采购。
“为了符合两型要求，我们在产品设计研发
环节就开始严格遵循两型理念，可以说，政
府两型采购政策的出现， 加快了企业转型
升级的步伐。 ”

两年时间，过亿的采购金额，不仅引导
着市场方向，也壮大了两型企业。 湖南海诺

电梯公司负责人感慨地说：“虽说我们的产
品有节能优势，但企业毕竟年轻，没有政府
两型采购的引导扶持， 不可能有近两年来
年均 25%以上的销售增长。 ”

据了解，4 年多来， 我省先后组织认证
了五批两型产品， 累计受理来自全国 560
余家企业的产品共 2015 个，认定了 171 家
企业的 793个产品纳入《湖南省两型产品
政府采购目录》， 对促进两型产品生产、消
费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湖南两型产品
销售收入 294.8 亿元， 同比增长 67.0%，约
为 2014 年的 2 倍；两型产品政府采购销售
收入 28.8 亿元，同比增长 5.5%；两型产品
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 5303 次， 中标 3499
次，中标率 66.0%。

如今，两型产品在湖南“大行其道”，赢
得了企业和消费者喜爱， 加快了绿色消费
模式的形成。 在株洲，我国首个公交车电动
化城市建成， 新能源汽车向长株潭城市群
推广； 在长沙，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两型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19.3 亿元，比亚
迪思睿、菲亚特菲翔进入公务用车市场，形
成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模式。

政府两型采购政策有效推动了我省两
型产业的形成，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
级。 省财政厅采购处负责人介绍，目前，两
型产品涉及的产业越来越多， 已从单纯的
先进装备制造业扩展到新材料、节能环保、
信息、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获批十周年系列报道之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政府绿色采购是
当今世界的普遍做法，各国都有其特色和经
验，为湖南深化政府两型采购改革提供了有
益借鉴。

1.德国
德国自 1979 年起推行环保标志制度，

规定政府机构应当优先采购环保标志产品
并遵循如下原则 :禁止浪费，产品必须具有
耐久性、可回收、可维修、容易弃置处理等条
件。这些原则在德国 1994 年通过的《循环经
济法》中，得到充分体现。 该法的第 37 章中
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关机关应拟定工作计
划、进行采购、使用有关物品 、拟定建设计
划，采购和使用满足一定的耐用性、维修保
证、可再利用性、废旧利用性规定等的环境
友好型产品和服务。

2.美国
美国《政府采购法》第 23 章专门就绿色

采购做出了详细规定，主要内容包括 :如何
采购生态型 (主要指利用可再生材料生产
的)产品和服务；使用循环材料，如果采购额
超过 1 万美元，就必须按照程序采购环保局
指定类型产品，环保局还为此制定了有关产
品目录；采购对人民健康和环境影响最小的
产品和服务是政府的采购政策。

2005 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明确规定 ，
2007 至 2009 财政年度，“联邦政府消耗电能
的总量中”应有“不少于 3%的可再生能源”；
2010 至 2012 财政年度，应有“不少于 5%的
可再生能源”。

3.日本
2000 年日本颁布的《绿色采购法》中规

定，所有中央政府所属的机构都必须制订和
实施年度绿色采购计划，并向环境部长提交
报告；地方政府要尽可能地制订和实施年度
绿色采购计划。政府机关可采用第三方认证
体系或绿色产品信息系统作为采购绿色产
品的参考准则。该法规定了国家机关和地方
政府等单位有优先采购环境友好型产品的
义务，并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 2003 年政
府复印纸等办公用纸、文具类和仪器类的绿
色采购已占实际采购的 95%以上，2004 年政
府所有的普通公用车都已改装成低公害车。
日本《绿色采购法》通过干预各级政府的采
购行为，促使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产品
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并对公众的绿
色消费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目前全
日本有 83％的公共和私人组织实施了绿色
采购。

4、欧盟
欧盟开展主动性环境采购计划已有 10

多年。 欧盟执行委员会以委托契约的方式，
成立了欧洲绿色采购网络组织（EGPN），主
要收集欧盟各国绿色采购的背景和法律法
规资料、 拟定相关的绿色采购工作手册，为
促使地方政府进行绿色采购提供经验与信
息交流。2004 年 8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政
府绿色采购手册”， 主要用于指导欧盟各成
员国如何在其采购决策中考虑环境问题。为
此，欧盟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采购信息数据
库。欧盟通过“政府绿色采购手册”统一了绿
色采购纲领。欧盟政府绿色采购的特点主要
有:一是有促使地方政府提供经验和信息交
流的网络组织； 二是有统一的绿色采购纲
领，使欧盟各国间相互协调，避免混乱。

作为全国首个两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 国家赋予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最大
的政策是“先行先试”。 试验区将推进政府
两型采购作为两型社会改革建设重点，在
全国率先推进这一“绿色试验”，形成了独
树一帜的国家经验。

围绕政府两型采购， 我省先后制定出
台了《湖南省两型产品政府采购认定办法》
《湖南省两型产品认定标准》《湖南省两型
产品政府采购目录》《湖南省政府采购支持
两型产品办法》、“四位一体”的制度规范体
系。 从两型产品的申报、认定、评审、目录发
布以及目录产品的优先采购措施等方面进
行规范，使政府两型采购有章可循，有规可
依。

为了形成推进政府两型采购的强大合
力，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我省还建
立了由省财政厅、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管
委会、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省质
监局等 6 部门共同参与的政府两型采购联
席会议制度。

在职责分工上， 省财政厅牵头两型产
品认定及管理工作， 负责发布两型产品政
府采购目录，落实两型产品政府采购政策；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管委会、 省质监局牵
头制定并发布两型产品认定规范； 省科技
厅牵头组织两型产品征集及评审； 省经信
委、省环保厅配合做好两型产品认定。

在协调配合上， 省财政厅每年定期举
行“政府采购支持两型社会建设联席会议”
并形成会议纪要， 研究确定并发布两型产
品政府采购目录入围产品， 讨论两型采购
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部署年度两型产品采
购工作任务。

“在政府两型采购过程中， 从市场调
查、政策设计到产品招标评审、认定发布，
都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坚持激活市
场主体活力。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管委会
负责人介绍，“三优先”、“两不歧视”是我省
政府两型采购的鲜明特色。

“三优先”是指对列入《湖南省两型产
品政府采购目录》的两型产品，财政部门优
先安排两型产品的采购预算； 对达到公开
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项目经批准， 可优先
选用竞争性谈判等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两
型产品；评审采用最低价格评标法时，两型
产品可享受 5%-10%的价格扣除， 采用综
合评分法时,价格、技术以及商务评分项分

别可享受 4%-8%分值的加分优惠。
“两不歧视” 是指不歧视中小企业产

品，不歧视外省产品。 绿色产品的评审优惠
可以和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评审优惠
重复享受。 鼓励外省产品申报，并享受同等
优惠待遇，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目前，两
型产品认定企业数量达到 171 家，其中，中
小企业 122 家，占 71.3%；外省企业 31 家，
占 18.1%。

来自广州的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 4267 次，中
标 3069 次，中标率 71.9%。 公司两型产品
实现销售收入 9.65 亿元， 其中政府采购
8.32亿元，占销售总额 86.2%。

陈昂昂

政府采购是宏观经济
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2013
年，长株潭试验区率先在全
国建立两型产品政府采购
制度，向社会传递鲜明支持
生产和使用绿色产品的导
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
作用，引导社会生产生活向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向
转变 ， 促进了湖南绿色发
展。

多年探索，政府两型采
购成为长株潭两型改革试
验的突出亮点，上升为国家
经验，将面向全国推广。

政府两型采购：
撬动绿色产业大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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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护航，形成推进政府两型采购强大合力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湖南绿色发展

【他山之石】

国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一览

时隔 5 年， 焕然一新
的湖南省博物馆隆重开
馆， 湖南知名度最高的辛
追夫人也在 11月 29 日再
度与世人见面。

脆弱的文物， 需要一
套稳定的能源系统来呵
护。 省博物馆参考两型产
品政府采购目录， 通过仔
细考察，认真筛选，最终选
定了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提
供的能源方案， 采购了远
大空调三联供系统确保博
物馆冷、 热、 电的稳定供
应， 为博物馆装上了一颗
既安全又绿色的“能源心
脏”。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黄曙光介绍， 远大
三联供系统将发电机与非
电空调相结合， 以天然气
为燃料带动发电机， 产生
的电力供省博物馆使用，
发电机的废气则驱动非电
空调，向省博物馆供热、供
冷。 这套设备的能源利用
率达 88%以上， 比传统系
统的能效高 4 到 5 倍，碳

排放几乎为零。
通过发布、 参考政府两型采购目

录，最终确定采购目标，这是我省政府
两型采购模式的缩影。

政府采购历来是政府宏观经济调
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顺应绿色革命、低
碳发展的时代潮流， 政府采购低碳环
保的绿色产品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普
遍做法，已成国际惯例。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管委会负责
人介绍，早在 2011 年 10 月，省财政厅
就联合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管委会、省
社科院组成调研组，借鉴国内外先进经
验，开始进行理论探索，开展了政府采
购支持两型社会建设的课题研究。

调研组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 从国内外政府绿色采购的发展趋
势进行可行性论证分析， 从观念、组
织、法制、标准和需求 5 个方面进行整
体性创新设计，形成了研究报告，得到
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支持。

2013年 8月，《湖南省两型产品政
府采购认定办法（试行）》 正式出台。
2013年 12月，省财政厅联合省长株潭
两型试验区管委会、省科技厅，在报省
政府批准后正式出台政府两型采购政
策，走在全国前列。

专家评价， 湖南首创的政府两型
采购，是一项集财政改革、两型改革和
科技改革于一体的综合性原创性改
革，通过两型产品标准体系建设、两型
产品认定、 两型采购等程序化、 规范
化、法治化的绿色制度建设，使社会生
产、社会消费向绿色转型。

� 俯瞰位于长沙环保科技园内的比亚迪汽
车长沙基地，正建设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基地。 郭立亮 摄

一辆磁浮列车驶过生态景观走廊。 辜鹏博 摄

全新开馆的省博物馆有一颗既安全
又绿色的“能源心脏”。 傅聪 摄

中联环境的环卫车被纳入政府两型
采购范围。 资料图片

农村光伏发电设备被纳入政府两型采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