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建设评价内容解释

（试行） 

 

一、评价指标设置 ...................................................................... - 1 - 

二、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 - 2 -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 2 - 

（二）资源产出水平 ............................................................... - 4 - 

（三）减量化 ........................................................................... - 7 - 

（四）再利用和资源化 ........................................................... - 9 - 

（五）污染减量及效果 ......................................................... - 14 - 

（六）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 ................................................. - 15 - 

（七）绿色消费 ..................................................................... - 18 - 

（八）循环文化 ..................................................................... - 23 - 

（九）保障条件 ..................................................................... - 25 - 

（十）循环经济示范县专有指标 .......................................... - 26 - 



- 1 - 
 

一、评价指标设置 

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评价内容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产

出水平、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污染减量及效果、基础设施与

生态环境、绿色消费、循环文化、保障条件等 9个方面，分解为共

41个建设评价类别、67项具体建设评价内容。同时，按照因地制

宜的创建原则，针对常规能源、矿产资源、传统制造业等产业主导

型城市的创建，设置了可选的特色条件，共包含 8项建设指标。以

上各类指标均以创建申请年的上一年为计算基准年。 

循环经济示范县建设评价内容与示范城市类似，分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资源利用水平、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污染减排及效

果、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绿色消费、循环文化、保障条件 9个方

面，分解为 37个建设评价类别、54 项具体建设评价内容，其中，

大部分循环经济示范县建设评价指标与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指

标相同，可直接参考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评价指标解释及数据计

算方法。循环经济示范县建设评价内容中有 5项是特有指标，在本

文“二、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的“（十）循环经济示范县专有指

标”中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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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1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1、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1）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指标解释：可支配收入是指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它非义务

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 

计算方法：统计年鉴中“人民生活”栏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一项。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2、财政能力 

（2）人均可支配财政收入水平 

指标解释：财政收入指政府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个财

政年度）所取得的货币收入（含转移支付）。 

计算方法：市（县）人均可支配财政收入＝市（县）财政收入

÷市（县）常住人口。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财政部门。 

3、结构调整 

（3）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指标解释：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实现的增加

值占市（县）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计算方法：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

                                                             
1
 序号（一）、（二）……和发改环资[2013]1720 号附表中“类型”一、二……一致；阿拉伯数字 1、2……与附

表中“项目”序号一致；（1）、（2）与附表中“指标或水平”的序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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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0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100%；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4）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指标解释：节能环保产业是指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

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的产业，包括高效节能产

业、先进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等三大领域，可参照《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3）》进行核算。 

计算方法：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节能环

保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 

（5）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完成情况 

指标解释：按照国家《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

案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及各省、市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分解任务，

各申请城市（县）完成分解任务的情况。 

计算方法：根据各省、市分解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要求，

申请城市（县）完成该指标的情况。该指标为定性指标，填写 “完

成”或“未完成”。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发展改革部门等，或省工业和

信息化部门公布的结果。需提供上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考核结果，

并附分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量）和落实（完成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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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集中度 

（6）产业园区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指标解释：产业园区是纳入国家开发区审核目录（2006年版《中

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的园区。 

计算方法：产业园区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产业园区增

加值÷市（县）地区生产总值×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各园区管委会。 

    （二）资源产出水平 

5、资源利用水平 

（7）资源产出率 

指标解释：指地区生产总值与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的比值。 

计算方法：资源产出率（元/吨）＝地区生产总值（元，不变

价）÷一次资源消耗量（吨）。 

本地区一次资源消耗量由以下3项构成： 

①本地区化石能源消费当量。由本地区标煤能耗折算，折算关

系式 y=1.1274x, y 为化石能源消耗当量（吨）, x为标煤能耗（吨

标煤）。 

②本地区一次资源消费量。本地区工业企业的一次资源消费

量。一次资源统计应至少包括 10 种：铁矿、铜矿、铝土矿、铅锌

矿、镍矿、石灰石、磷矿、硫铁矿、原木、工业用粮。 

如本地区消耗的特色大宗一次资源（金属矿、非金属化学矿，

不包括岩石、砂土等建筑材料）不在上述范围内，可根据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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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增加统计品种，但不超过 3种。 

③本地区二次资源消费量扣除重复计算后对应的一次资源消

费当量。本地区工业和建筑业企业消耗的二次资源，扣除由本地区

生产的重复计算部分，再折算为对应的一次资源消耗当量。二次资

源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材料（铜、铝、铅、锌、镍）、水泥、水

泥熟料、磷肥、硫酸、木材。扣重部分由各地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

况测算。 

如本地区消耗的特色大宗二次资源（金属材料、化工原材料等）

不在上述范围内，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增加统计品种，并确定相关

折算系数，但新增的对应一次资源种类不超过3种。 

参考折算系数（钢铁折铁矿＝4.4；铜折铜矿＝190；铝折铝土

矿＝4；铅、锌折铅锌矿＝20；镍折镍矿＝120；水泥折石灰石＝0.87；

水泥熟料折石灰石＝1.3；磷肥折磷矿＝2.2；硫酸（100％）折硫

铁矿＝1.45；木材/锯材（立方米）折原木（吨）＝0.9）。 

数据来源：需由具体统计获得，不得进行估算。一次资源及二

次资源消耗数据的统计方式可参考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制

定的资源产出率统计试点工作方案。该统计方法仅适用于创建循环

经济示范城市（县）的地区资源产出率统计核算工作。各地区需提

供测算时间段内的 GDP、各项资源消费量、二次资源扣除重复计算

量、所采用折算系数等原始数据。 

如暂未开展资源产出率统计工作，需说明拟开展的具体时间，

对没有具体时间安排的，此项指标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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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源利用水平 

（8）能源产出率 

指标解释：指一定范围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反映

单位能源的产出情况。 

计算方法：能源产出率（元/吨标煤）＝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不变价）÷综合能耗（万吨标煤）。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7、水资源利用水平 

（9）水资源产出率 

指标解释：指地区生产总值与市（县）总用水量之比。总用水

量包括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农业用水，不包括生态用水。工业用

水指工业新鲜用水量；生活用水指城镇生活用水供水量，包括居民

用水和公共服务用水；农业用水指毛灌溉用水量。 

计算方法：水资源产出率（元/吨）=市（县）地区生产总值（万

元，不变价）÷市（县）总用水量（万吨）。 

数据来源 ：统计部门。 

8、土地利用水平 

（10）建设用地产出率 

指标解释：指二三产业增加值与城市（包括镇）建设用地总面

积之比。 

计算方法：建设用地产出率（元/平方千米）=市（县）二、三

产业增加值（万元，不变价）÷市（县）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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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国土资源部门。 

（三）减量化 

9、清洁生产 

（11）规模以上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率 

指标解释：规模以上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比重。 

计算方法：规模以上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率（%）=开展清洁生产

审核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市（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100%。 

数据来源 ：清洁生产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 

10、节能情况 

（12）节能年度和进度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解释：指城市（县）的节能年度和进度指标完成情况。 

计算方法：单位GDP能耗=市（县）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煤）

÷市（县）地区生产总值（万元，不变价）。 

根据省、市分解下达的节能指标要求，考核市（县）节能年度

和进度指标完成情况。该指标为定性指标，分别填写年度指标和进

度指标的完成情况，“完成”或“未完成”。进度指标是指按年份

累计后的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节能主管部门。 

11、节水情况 

（13）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指标解释：指城市（县）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的新鲜用水量。 

计算方法：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吨/万元）=市（县）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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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吨）÷市（县）工业增加值（万元，不变价）。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水利部门。 

（14）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指标解释：指田间实际净灌溉用水总量与毛灌溉用水总量的比

值。净灌溉用水总量指在同一时段内进入田间的灌溉用水量，毛灌

溉用水总量指在灌溉季节从水源引入的灌溉水量。 

计算方法：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市（县）农业净灌溉

用水总量（亿立方米）÷市（县）农业毛灌溉用水总量（亿立方米）

×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 

（15）非居民用水全面实行定额计划用水管理 

指标解释：制定了当地主要工业行业和公共用水定额标准，非

居民用水全面实行定额计划用水管理。非居民用水指的是国家《城

市用水定额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城市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

机关、部队和所有用水单位各类用水定额，不包括城市居民用水。 

计算方法：提供非居民用水全面实行定额计划管理的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或有关文件。该指标为定性指标，填写“是”或“否”。 

数据来源：水利部门、城建部门、节水主管部门。 

12、节地情况 

（16）工业园区平均建筑密度 

指标解释：指工业园区用地范围内所有建筑的基底总面积与规

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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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工业园区平均建筑密度＝工业园区的所有建筑的基

底总面积÷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国土资源部门。 

（17）集中政府机关办公楼人均建筑面积 

指标解释：指城市（县）集中建设的党政综合行政办公设施及

其附属设施的总建筑面积与相应单位编制人员的比率。 

计算方法：集中政府机关办公楼人均建筑面积（平方米/人）

＝市（县）集中建设的党政综合行政办公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总建

筑面积（平方米 ）÷相应单位编制人员数量（人）。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计部门。 

（四）再利用和资源化 

13、农业废弃物利用水平 

（18）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综合利用的秸秆重量占秸秆总重量的比例。秸秆

综合利用包括秸秆气化、饲料化、秸秆还田、编织和作为燃料，但

不包括野外（田间）焚烧、废弃等。 

计算方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重量÷

秸秆产生总重量×100%。 

数据来源：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农业部门、统计部门。 

（19）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集约化、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通过还田、沼气、

堆肥、培养料等方式利用的畜禽粪污量与畜禽粪污产生总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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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计算方法：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畜禽粪污利用

量÷畜禽粪污产生总量×100%。 

数据来源：农业部门。 

14、工业废弃物利用水平 

（2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各工业企业当年综合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量（包

括对往年贮存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的量，不包括处置量）占

当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百分比。 

计算方法：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量÷（当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100%。 

数据来源：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 

15、建筑废弃物利用水平 

（21）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量占建筑废弃物产生总量的

比率。建筑废弃物是指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对各类建筑物、构筑

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设或拆除、修缮过程中所产生的渣土、弃

土、弃料、余泥及其他废弃物。 

计算方法：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

量÷建筑废弃物产生总量×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98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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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水资源再利用水平 

（22）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工业重复用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的比率。工业重

复用水量指工业企业生产用水中重复再利用的水量，包括循环使

用、循序用水、一水多用和串级使用的水量（含经处理后回用量）。

工业用水总量指工业企业厂区内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水量，等于工业

用新鲜水量与工业重复用水量之和。 

计算方法：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重复用水量÷工

业用水总量×100%。 

数据来源：节水主管部门、统计部门。 

（23）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量占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总量的比率。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量指城镇生活污水

经过污水处理厂（或污水处理装置）净化处理，达到再生水水质标

准和水量要求，并用于农业、绿地浇灌和城市杂用（洗涤、冲渣和

生活冲厕、洗车、景观等）等方面的水量。 

计算方法：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率（%）=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再生水利用量÷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总量×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环境保护部门。 

17、再生资源回收水平 

（24）城市建成区规范化回收站点比例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规范化回收站点占全部回收站点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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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规范化回收站点指按照商务部[商改发20号]《关于加强再生资

源回收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商务部[商办改函(2007)103号] 

《试点城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范》要求建设的回收站点。 

计算方法：城镇建成区规范化回收站点比例（%）= 规范化回

收站点数量÷全部回收站点数量×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门。 

（25）主要再生有色金属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主要有色金属回收量占产生量的比率。 

计算方法：主要再生有色金属回收率（%）=主要有色金属回收

利用量÷主要有色金属生产量×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门、供销部门。 

（26）废钢铁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废钢铁回收量占产生量的比率。 

计算方法：废钢铁回收率（%）=废钢铁回收量÷废钢铁产生量

×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门、供销部门。 

（27）废纸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废纸回收量占产生量的比率。 

计算方法：废纸回收率（%）=废纸回收量÷废纸产生量×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门、供销部门。 

（28）废塑料、废橡胶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废塑料、废橡胶回收量占产生量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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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废塑料、废橡胶回收率（%）=废塑料、废橡胶回收

量÷废塑料、废橡胶产生量×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门、供销部门。 

（29）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量占产生量的比率。 

计算方法：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率（%）=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量÷废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供销部门。 

18、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水平 

（30）城区餐饮企业废弃物集中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城区获得相关部门许可或备案的单位回收的餐厨

废弃物量占餐厨废弃物产生总量的比率。餐厨废弃物是指食堂、餐

饮企业等产生的废弃物，不包括居民家庭产生的厨余垃圾。 

计算方法：城区餐饮企业废弃物集中回收率（%）=城区获得相

关部门许可或备案的单位回收的餐厨废弃物量÷城区餐厨废弃物产

生总量×100%。 

餐厨废弃物产生总量=生活垃圾产生量×1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卫）部门、发展改革部门、

统计部门。 

（31）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城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总量占回收总量的比率。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量是指餐厨废弃物回收总量减去处置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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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弃渣、废水等非资源化量之后的量。 

计算方法：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总量÷餐厨废弃物回收总量×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卫）部门、发展改革部门、

统计部门。 

    （五）污染减量及效果 

19、污染物减排的年度目标 

（32）实现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排年度目标 

指标解释：按期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化学需氧量（COD）、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任务的情况。 

计算方法：根据分解下达的污染物减排指标要求，当地主要污

染物的实际减排量与上级主管部门分配的年度减排目标进行比较，

分行填写各具体指标的完成情况，每行填写“完成”或“未完成”

（需提供有关证明）。 

数据来源：上级环境保护部门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文件和有关

统计资料；上级环保部门核实的污染物实际减排结果。 

20、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33）年AQI小于或等于100的天数 

指标解释：建成区内认证监测点位的每日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

执行。如暂没有开展AQI数据监测，可用API数据替代，但需注明。 

计算方法：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100（二级）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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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空气质量级别为二级以上的天数。 

数据来源：环境监测部门。 

21、辖区地表水环境质量 

（34）城市规划区地表水Ⅳ类及以上水体比例 

指标解释：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确定城市规划区地表水水体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区内地表水Ⅳ类及

以上水体比率。 

计算方法：城市规划区地表水Ⅳ类及以上水体比例（%）=城市

规划区地表水水体中达到和优于Ⅳ类标准的省控监测断面数量÷城

市规划区地表水体省控监测断面总数×100%。 

数据来源：环境监测部门、水利部门。 

   （六）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 

22、建成区道路交通 

（35）人均道路面积 

指标解释：建成区内拥有的道路面积与建成区常住人口的比

值。 

计算方法：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人）=建成区内拥有的道路

面积÷建成区内常住人口。 

数据来源：交通管理部门、统计部门。 

（36）主要干道高峰时段平均车速 

指标解释：建成区主要干道早晚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 

计算方法：由交通部门在建成区主干道设立监控点，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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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主要干道高峰时段的年平均车速（千米/时），需提供具体的统

计测算方法。 

数据来源：交通部门。 

23、排水系统 

（37）新城区雨污分流，老城区有雨污分流改造计划 

指标解释：新城区实施雨污分流，雨水收集、排放系统按《室

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1版）规定的高限建设。老

城区有雨污分流改造计划。 

计算方法：该指标为定性指标，填写“是”或“否”，并提供

有关证明。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环境保护部门。 

24、生活污水处理与排放 

（38）城镇生活污水达标处理率 

指标解释：指经市（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并且能够达到《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9819-2002）相应等级的生

活污水处理量占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比率。 

计算方法：城镇生活污水达标处理率（%）=处理后达标的城市

生活污水量÷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100%。 

数据来源：环境保护部门、环境监测部门。 

25、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 

（39）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标解释：无害化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数量占城乡生活垃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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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量的比率。无害化处理是指处理后使生活垃圾不再污染环境，目

前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方法。 

计算方法：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乡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量÷城乡生活垃圾清运量×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卫）部门、环境保护部门。 

（40）城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小区比例 

指标解释：城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小区数目与城区居民

小区总数目的比例。 

计算方法：城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小区比例（%）=城区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小区数÷城区居民小区总数×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卫）部门。 

26、园林绿化 

（41）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内城市常住人口平均每人拥有的公共绿地

面积。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区级、居住区级各类公园、

街旁游园等（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计算方法：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人）=建成区公共绿地

面积（平方米）÷建成区常住人口数（人）×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园林部门等。 

27、绿色建筑 

（42）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 

指标解释：城市（县）新建建筑中执行国家《绿色建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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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50378-2006）的建筑占全部新建建筑的比率。 

计算方法：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城镇新建建筑

中执行国家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数量÷新建建筑总量×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43）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面积 

指标解释：指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的面积。公共建筑

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是指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办公建筑空调、采

暖、通风、照明、热水等用能系统的节能改造。 

计算方法：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开展节能改造项

目清单及涵盖面积。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节能主管部门。 

28、生态保护 

（44）辖区内无滥垦、滥伐、滥采、滥挖现象 

指标解释：能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辖区内

无滥垦、滥伐、滥采、滥挖现象。 

计算方法：地方政府提供有关证明资料、文件以及现场查看。

国家进行信息检索和查证。该指标为定性指标，填写“是”或“否”。 

数据来源：农业部门、国土部门、林业部门、水利部门、环境

保护部门。 

    （七）绿色消费 

29、绿色产品推广 

（45）大型商超节能产品销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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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是指大型商场、超市销售的节能产品数量占销售总

量的比例。节能产品是指根据国家《高效节能产品推广财政补助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定义，在满足使用功能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依

据能源效率国家标准，能源效率较高的用能产品（能效等级2级及

以上）。 

计算方法：大型商超节能产品销售比例（%）=大型商超能效等

级2级及以上产品销售量÷大型商超全部能效等级产品销售量

×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节能主管部门。 

（46）绿色照明产品推广量 

指标解释：绿色照明产品是指由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查中心

以照明产品能效限定值、能效评价值、节能产品认证实施规划、产

品的安全要求和性能要求等为依据认证后的绿色照明产品。 

计算方法：绿色照明产品的消费量（个）。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节能主管部门。 

（47）城市新型墙体材料的建筑应用比例 

指标解释：指使用符合城市限粘、县城禁实指导意见的新型墙

体材料的量与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满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国办[2005]33号）

和《“十二五”墙体材料革新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1]2437号）

的要求。 

计算方法：城市限粘、县城禁实目标完成比例（%）=使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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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材料的建筑面积÷新建建筑面积×100%。 

数据来源：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墙改办）。 

（48）城区节水器具普及使用比例 

指标解释：指城区生活节水器具使用量与城区生活用水器具总

量的比值。节水型器具是指符合国家《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164-2002）要求的产品。 

计算方法：城区节水器具普及使用比例（%）=城区生活节水器

具使用量÷城区生活用水器具总量×100%。 

数据来源：节水办。 

（49）再制造产品销售额 

指标解释：指维修服务市场的再制造产品的销售额。 

计算方法：需要提供销售的品种。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30、可再生能源 

（50）城区非化石能源使用户数占总户数比例 

指标解释：城市建成区使用太阳能、地热、风能、生物质能等

非化石能源的居民户数占总居民户数之比。 

计算方法：非化石能源使用户数占城区总户数比例（%）=城市

建成区使用非化石能源的居民户数÷城市建成区总居民户数

×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供电部门等。 

31、一次性用品消费 



- 21 - 
 

（51）星级宾馆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费推行程度 

指标解释：指不主动提供一次性产品或出台减少一次性产品消

费措施的星级宾馆占本地区全部星级宾馆的比率。 

计算方法：星级宾馆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费推行程度=不主动提

供一次性产品的星级宾馆÷当地星级宾馆总数×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门等。 

32、限塑令执行 

（52）大型商超包装物限塑比率 

指标解释：指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

购物袋的通知》的要求，实行限塑的商超数量，与地区大型商超总

量的比率。 

计算方法：大型商超包装物限塑比率（%）=实行限塑的商超数

量÷地区大型商超总量×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环境保

护部门等。 

（53）集贸市场塑料购物袋合格率 

指标解释：指集贸市场中塑料购物袋合格的比率。 

计算方法：集贸市场塑料购物袋合格率（%）=集贸市场合格塑

料购物袋的数量÷集贸市场塑料购物袋的总数量×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环境保

护部门等。 

33、过度包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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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市场过度包装商品治理情况 

指标解释：指市场商品中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商品过度

包装工作的通知》（国办[2009]5号）对过度包装商品的治理情况。

过度包装是指超过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发布的《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中包装物新国标的包装。 

计算方法：介绍过度包装商品治理情况，具体开展的工作和出

台的政策措施。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环境保护部门。 

34、绿色出行 

（55）绿色出行（公交、地铁、自行车）比例 

指标解释：指绿色出行次数与总出行次数的比例。绿色出行是

指采取相对环保的出行方式，主要指采用公交、地铁、自行车等出

行方式。 

计算方法：绿色出行（公交、地铁、自行车）比例（%）=公交、

地铁、自行车次数÷总出行次数×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交通部门等。 

（56）公共交通工具中新能源汽车比例 

指标解释：指公共交通工具中新能源汽车数量占公共交通工具

总量的比例。新能源汽车是指《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

理规则》规定的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

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的汽车。 

计算方法：公共交通工具中新能源汽车比例（%）=公共交通工

http://baike.baidu.com/view/3957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67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67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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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新能源汽车数量÷公共交通工具总量×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交通部门等。 

（57）出租车电话、网络叫车比例 

指标解释：指采用电话、网络预定等叫车方式使用出租车的出

行次数占出租车出行总次数的比例。 

计算方法：出租车电话、网络叫车比例（%）=采用电话、网络

预定等叫车方式使用出租车的出行次数÷出租车出行总次数

×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交通部门等。 

35、绿色采购 

（58）政府节能环保、再生利用产品采购率 

指标解释：指市县政府节能环保、再生利用产品采购额占市县

政府采购此类产品总额的比例。节能环保产品指国家许可的认证中

心遵照《中国节能环保产品认证规则》认证后的产品；再利用产品

是指使用回收的再生原料加工制成的产品。 

计算方法：政府节能环保、再生利用产品采购率（%）=政府节

能环保、再生利用产品采购额÷政府采购总额×100%。 

数据来源：财政部门、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八）循环文化 

36、宣传 

（59）开展循环经济特色宣传活动 

指标解释：循环经济相关部门开展循环经济特色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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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地方主管部门提供开展循环经济特色宣传活动情

况。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及各有关部门。 

（60）制作播放循环经济公益片，宣传材料 

指标解释：循环经济相关部门制作播放了循环经济公益片、宣

传材料。 

计算方法：地方提供循环经济公益片、宣传材料情况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及各有关部门。 

37、教育 

（61）建设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或相关设施 

指标解释：辖区内建设有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或相关设施，

并定期开展循环经济相关培训与宣传。 

计算方法：地方提供已开展的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及其设施

的清单，提供有关资料并可接受现场查看有关设施。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或教育部门。 

（62）中小学课外教育中有明确的循环经济内容 

指标解释：中小学课外教育中有明确的循环经济相关内容，有

中小学循环经济教育相关教材。 

计算方法：地方提供中小学课外教育中循环经济内容的证明。 

数据来源：教育部门。 

38、创意文化 

（63）循环创意文化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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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地方有关循环创意文化开展情况。 

计算方法：地方提供循环创意文化活动开展情况。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及各有关部门。 

（九）保障条件 

39、统计数据完整度 

（64）有较完善的循环经济相关统计数据 

指标解释：循环经济相关部门开展了循环经济相关数据统计工

作，有较完善的统计体系。 

计算方法：循环经济相关部门开展循环经济相关数据统计工作

的有关情况，填“较完善”、“已开展”或“待健全”。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统计部门。 

40、上级政府支持程度 

（65）上级政府对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城市责任明确，进行了工

作部署，并落实了资金补助 

指标解释：上级政府明确了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城市的责任，进

行了工作部署，并落实了资金补助。 

计算方法：地方提供上级政府对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创建

活动有关支持的方式和措施，包括责任分工、方案部署等。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及各有关部门。 

41、财政支持力度 

（66）设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指标解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明确设立了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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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计算方法：地方提供有关循环经济专项资金的证明材料，包括

设立年份和专项资金额度。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及各有关部门。 

（67）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支出 

指标解释：指用于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地方财政

支出。 

计算方法：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地方财政支出（万

元）=生态环保投资额+节能减排投资额+循环经济投资额。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财政部

门、建设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 

    （十）循环经济示范县专有指标 

3、结构调整 

（4）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比率 

指标解释：指农产品种植面积中，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面积占农产品总种植面积的比率。这三类农产品均需要通过正

规国家机构认证。 

计算方法：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比率（%）=有

机、绿色和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农产品总种植面积×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农业部门等。 

11、节肥节药情况 

（15）农药化肥使用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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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单位面积耕地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数

量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程度。化肥施用量要求按折纯量计算。折纯

量是指将氮肥、磷肥、钾肥分别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钾

的百分之百成份进行折算后的数量。复合肥按其所含主要成份折

算。 

计算方法：农药施用强度=农药施用数量（千克）÷播种面积

（公顷）；农药使用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程度=1-当地农药施用强

度÷全国平均农药施用强度×100%； 

化肥施用强度＝化肥施用数量（千克）÷播种面积（公顷）；

化肥使用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程度=1-当地化肥施用强度÷全国平

均化肥施用强度×100%。 

数据来源：农业部门、统计部门。 

12、农业废弃物利用水平 

（17）废农膜回收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回收利用的废农膜重量占使用的农膜总重量的百

分比。 

计算方法：废农膜回收利用率（%）=回收利用的废农膜重量÷

使用的农膜总重量×100%。 

数据来源：农业部门、统计部门。 

14、生物质资源利用水平 

（20）农村沼气普及率 

指标解释：农村使用沼气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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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农村沼气普及率（%）=农村使用沼气的户数÷农村

总户数×100%。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农业部门、能源部门。 

15、水资源再利用水平 

（21）农田节水综合利用技术普及率 

指标解释：使用节水综合利用技术（综合利用各类节水技术）

的农田面积占总农田面积的比例。 

计算方法：农田节水综合利用技术普及率（%）=使用节水综合

利用技术的农田面积÷总农田面积×100%。 

数据来源：农业部门、水利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