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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单位理事会、监事会及理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刘春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闵瑞麒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单位全体理事均同意审议本报告。  

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单位对捐赠人的实质承

诺，捐赠人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 理解计划、预测与承

诺之间的差异，敬请捐赠人注意捐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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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机构 

青悦核心价值观： 

公平，正义，进取，高效 

我们在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更关注如下蓝色字体：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所有权和经营结构： 

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2015 年 1 月在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注册为民办

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为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我们致力于利用信息技术推进中

国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使命：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路径及方法论：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5 月 18 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青悦实现使命的路径： 

充分借助信息化力量，推进各地，各行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践行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工作风格：依法，理性，专业 

员工人数：全职工作人员 5 人，兼职与实习生 5 人。 

联系我们： 

官网：www.epm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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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青悦环保、青悦 ESG、排污许可行动者 

微博：@上海青悦环保 

邮箱：support@epmap.org 

 

二、外部环境 

从世界范围来看 

新冠疫情的持续，中国的持续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中美关系成为影响２０２1 年的

重大事件，对全球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生态环境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后工业化时代，污染产能，固体废物等相当部分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积极采取行动，但在减排，资金，技术等责任分担

等方面仍有不同意见，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中美在格拉斯哥发表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声明。

发达国家企业及社会相对来说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并推出 ESG，PEF 等

组织与产品等层面等评价指标体系，但也有相当部分西方企业 ESG 披露及绩效等质量较

低。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及中等发展国家还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生态损害，

环境污染仍然高发，未来可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气候变化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

负面影响，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更加的重视气候变化，并承诺了碳达峰和碳中

和的具体时间表。 

欧盟可能会在２０２３年征收碳边境调节税，会对全球包括中国企业出口到欧盟的产

品的碳足迹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有可能触发贸易战。 

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对于疫情后的绿色复苏更加重视。 

2021 年全球气候极端事件频发，欧洲发生严重洪灾，美国发生规模龙卷风灾害，地

球平均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冰川及冰山加速融化，稀有物种灭绝等仍然在发展中。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重塑，将对

个人和企业，国家等发展模式带来冲击，预计中国将充分把握这次技术革命，也必然会给

生态环境保护带来正面影响。 

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就业转移导致的民粹高涨等弊端初显，贸易保护主义泛

起，全球化包容性增长压力变大，中美竞争长期化，并牵涉全球力量格局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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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全球发展还极不均衡，不稳定，实现联合国 SDG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存在巨

大压力。 

从中国来看 

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仍然被列为国家三大攻

坚战之一。 

从政府治理，监管等角度讲，包括生态环境治理在内的各个层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有较大进步，法治体系及意识增强，但还需要在依法，精细，数字化等方面继续

改进，《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还需要《生态环境监测条

例》，具体的技术规范等配套；以降碳为总抓手，减污降碳协同已成为生态环境部的工作

思路。在“双碳”战略及“清洁生产”，“节水型社会”等多个相关“十四五”规划中，

能源结构，交通结构，产业结构，城市规划，过剩产能退出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还需要

进一步推进。 

 

从市场角度来看 

大量企业依靠污染环境来盈利的情况在政府有效履职监管的情况下已大幅改观，进入

新的混合阶段，部分企业实现创新高质量发展，部分企业仍然存在污染问题。绿色发展的

科技支撑能力仍然不够，很多所谓高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仍然严重依赖进口；ESG 评

级，咨询服务等在过去一年中有很大发展，但环境信息披露及企业的积极性还是基础性短

板。碳达峰与碳中和成为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新的风险与机遇，转

型发展的各种服务与人才需求量大。 

 

从社会及文化角度来看 

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意识与文化有更大改善，但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文化

和新时尚，尚未形成主流并有效渗透影响到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消费者和企业主等，

但相比较 2020 年有一定进步。 

 

从捐赠角度来看 

受疫情影响，相当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出于规避政治风险，对生态环保资助方向等

各种因素，企业与个人社会捐赠，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捐赠显著减少，有些基金

会转型或战略调整，对公益组织，尤其是环保公益组织的生存带来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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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构治理  

❖ 机构自 2015 年成立以来，一直严格依法依规运营，机构及管理人员无任何违法犯罪

问题。 

❖ 机构的章程和基本治理，依照上海市闵行区社团局的章程范本，以及业务主管部门上

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的规定和指导进行，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执行层等。 

 
❖ 理事会成员包括生态环保 NGO 领导人，环境咨询行业 CEO，绿色金融行业 CEO，

技术创新行业资深从业者等，为机构在短，中，长期价值创造提供支持。 

❖ 理事会严格根据章程，每年至少 2 次理事会议，对机构治理，战略规划，落实执行情

况进行检讨，并提出进一步要求。 

❖ 监事每次均列席理事会议，对机构执行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情况进行监督。 

❖ 为完善机构治理，根据上海市社会组织规范化要求，对内部制度进行梳理补充完善，

严格执行，并于 2019 年顺利通过了 3A 级规范化评估。同时根据业务模式需要，增

设了法律，绿色金融，环境技术专家顾问委员会，从律师事务所，大学研究机构，环

境咨询行业聘请了专家顾问作为业务支持，应对法律，业务方向等方面的风险。 

❖ 机构还主动及根据安排接受劲草同行导师团，企业战略咨询专家，资助方，审计机构

的各类意见建议，用以完善机构治理，探索和梳理业务模式。 

❖ 为了给利益相关方提供机构发展相关信息，机构每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定期

披露工作月报，在推送至业务主管部门，资助方等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同时，向所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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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公开，主动接受监督。每年公布年报并向所有公众公开。上述报告同时在机构网站

持续公示。 

❖ 在财务管理风险控制方面，除了严格执行机构财务制度，机构每年接受来自业务主管

部门的财务审计与指导，同时每年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审计，在

项目层面接受来自资助方的远程及现场项目审计。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同时在机构网站

持续公示。 

❖ 机构的文化，核心价值观等，均已明确标示在机构网站，用以指导整个机构战略制定

及平时运作，向关键利益相关方及所有公众公示。 

❖ 机构管理层致力于深入研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有大数据支撑的高效的创新性

解决方案，先后在排污许可，ESG，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示了这方面的实际成果和带

来的有效改变。 

❖ 机构管理借鉴诸多商业手段，比如考勤方面在保证核心工作时间团队高效协作的同

时，允许一定的灵活性；在绩效评估及薪酬调整方面每半年一次评估，同时通过年终

奖等方式给予团队有效激励；每名新员工均需接受入职培训，并根据实际运作情况及

时组织在职技术及团队文化培训，不断优化产品管理，研发管理，运营管理流程，手

册等。 

 

四、业务模式  

4.1 投入  

机构投入主要来自各大基金会资助，尤其是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阿拉善 SEE

基金会）和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等，还有对外提供数据服务收入，暂无企业捐赠。 

目前模式的好处是可以维持较为独立的第三方角色，在面对政府和企业时不用太多顾

虑。缺点是资金来源过于集中，对主要资助方战略变化等比较敏感，筹资风险较大。   

主要的捐赠人理论上为价值观投资，也就是认可青悦价值观，方法论，产生的实际改

变的自然人或法人，目前来看，基金会是较为天然的同路人，实际的筹款表现也如此。 

后续机构要继续加强与基金会战略对接与互动，形成更加紧密的战略同盟，通过创新

性的高效工作带来更多规模化高价值社会改变，也为基金会筹款提供有效支持，进而成为

基金会的重点战略支持对象。 

后续筹款将继续以基金会为主，同时利用技术能力探索服务性收入，同时规避可能的

利益冲突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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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捐赠人能给予我们更大的持续的支持。 

 

4.2 经营活动 

综合分析中国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长期的战略性的问题，政策法律法规，识别发生的变

化，确定主要矛盾和社会长期需求，分析当前已有解决方案（含 NGO，商业，政府，学

术，媒体等提供方），根据团队自身特点，提供以依法合规，大数据信息化能力作为依托

的差异化高效解决方案，并牵头探索实验落地，过程中与各地，各行业，其他互补利益相

关方（含 NGO，商业，政府，学术，媒体等）配合，推进社会改变，在此过程中，及时

根据运营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反馈进行业务模式创新迭代，并在项目过程中或结束后提政

策法律法规改进建议。 

 

宏观机构工作方向决策框架： 

 
 中观工作方法框架： 

 



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7 

 
 

2021 年主要的工作领域为 ESG 信息披露与绩效改进，排污许可制落实，应对气候变

化，开放数据。 

 

4.2.1  ESG 信息披露与绩效改进： 

ESG 是衡量企业非财务绩效，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方面绩效的重要工具，与我国绿色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十分契合，值得长期投入推进落实。 

       针对 NGO 在 ESG 发展中的作用，与商业 ESG 评级的差异，2021 年正式发布青悦

ESG 方法论，对青悦推进 ESG 的理念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明确青悦 ESG 的主要定位是从

独立第三方角度，更多代表公共利益立场的角度对企业 ESG 议题进行公开透明的衡量与

行动。 

青悦 ESG 信息披露与评级方法论 V1.0 

 

 

对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重要性 

对
外
部
环
境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重
要
性 

青悦 ESG价值观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TA2Njk2MA==&mid=2247489218&idx=1&sn=8d83517bd2ccf1a98211466383f9895b&chksm=ebafba7ddcd8336b0412d3bf12411f572eda8a09505f5f4505825f89622bbb043b41fdcbfefd&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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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点行业 ESG 信息披露中存在实质性议题披露不足的问题，青悦对钢铁行业，

垃圾焚烧行业，污水处理行业进行了 ESG 信息披露环境指标的探讨及实际的评级工

作。 

针对中国企业在 ESG 领域与国际企业间的差异，对钢铁，污水处理，垃圾焚烧行业

进行了中外龙头企业 ESG 环境指标信息披露及绩效的对标。 

 

以下为部分案例： 

中外大型污水处理企业 ESG 环境绩效对标 

 

 
 

钢铁行业 ESG 实质性议题优先级公示&在线研讨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TA2Njk2MA==&mid=2247488854&idx=1&sn=ef7ec05b424342896a1a742deed2e72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TA2Njk2MA==&mid=2247489184&idx=1&sn=d0c66f34e31f5d171f01bf9313e4bf10&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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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绿色发展先锋——垃圾焚烧行业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评价 

https://mp.weixin.qq.com/s/ZKRew2nAg4qc9DblYW0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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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些重点企业 ESG 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青悦向 48 家垃圾焚烧企业和 30 家钢

铁企业发出了改进建议信，并对部分披露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向监管部门提出监管

建议。 

青悦向 48 家环境治理行业上市公司发送 ESG 披露建议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TA2Njk2MA==&mid=2247489598&idx=1&sn=35a61a88207b2022da0aa6a1d630cc6d&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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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青悦对 ESG 信息披露检查的结果，对 2020 年承担 IPO 及公司债券保荐

与承销券商信息披露履职能力进行分析及传播，具体参见： 

 

近百家 IPO 及公司债保荐与承销券商环境信息披露履职能力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TA2Njk2MA==&mid=2247489093&idx=1&sn=5f616683eba8fa5310de1a7153f9ffb2&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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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推进 ESG 信息披露工作，青悦设计并计算了 ESG 信息披露透明度指

数，向 2542 家未发布 ESG 报告的上市公司发送建议信，并优选各个行业 ESG 披露的高

分上市公司供更多企业参考。 

青悦发布 ESG 信息披露透明度指数 

觉得 ESG 披露难吗？7 大行业抄作业指南来了 

 

 
 

 

为推动上市公司气候变化应对，设计并发布 ESG 气候变化应对披露指数，并从钢铁，金

融等行业选择优秀案例进行了传播： 

定期报告中提及 TCFD 的上市公司数量比去年增加 3 倍多，青悦发布 2021 ESG 气候变

化应对披露指数 

https://mp.weixin.qq.com/s/965FtR3rAsRU_T58xoWDSw
https://mp.weixin.qq.com/s/ZX2u8-g0OMUq52zlh--Ytg
https://mp.weixin.qq.com/s/63cbZ-RD9GiKCqEQtV7GHg
https://mp.weixin.qq.com/s/63cbZ-RD9GiKCqEQtV7G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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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上市公司积极参与 VOCs 治理行动，共同应对臭氧污染，青悦设计并发

布了 ESG 固定源 VOCS 治理指数，并与《中国化工报》合作发布了前十榜单，向 27 家

上市公司发出涉 VOCs 自行监测公开问题建议信，向 6 个省级环保部门发出监管建议信

并得到了有效反馈： 

涉及 1738 家上市公司，青悦发布 ESG 固定源 VOCs 治理指数 

青悦与中国化工报发布 A 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固定源 VOCs 治理披露指数前 10 强 

 

为了推动 ESG 及大数据 AI 等的发展，参与复旦大学出版社《ESG 理论与实务》编写

工作，并进行了培训直播。 

青悦团队参与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ESG 理论与实务》正式发行 

 

积极介绍引入 TCFD 及港交所的气候变化披露指引，并作为 ESG 气候变化透明度指

数的参考，产出各个行业典型案例供参考: 

TCFD 框架理解起来有难度？快来看看香港联交所的《气候信息披露指引》 

 

4.2.2 减污推动： 

排污许可制作为我国固定污染源的“一证式”监管核心，被明确列入生态环境部和各

级环保部门年度工作重点，值得我们重视并协同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被列入生态环境

部年度重点工作，也需要观察落实进展。 

https://mp.weixin.qq.com/s/Y5PnSI2kKj6KI0twdXQeaA
https://mp.weixin.qq.com/s/bl_JuZ3qP5wRiVSLCxn8Bw
https://mp.weixin.qq.com/s/H0otbA04_G349vPqSYVyIw
https://mp.weixin.qq.com/s/Rpes5-jGOk_GGggOfTB6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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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第三方观察： 

在深入研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环大气〔2019〕35 号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

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基础上，联合 5 家重点区域污染防治环保组

织，依据结合排污许可自行监测大数据与在地调研，针对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第三方监督。 

 

成果： 

先后向多个钢铁集团，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管部门等发出改进超低排放公示及加强

排污许可自行监测与执行报告公开的建议信并得到有效反馈。 

中国环境报专题报道：《去钢铁企业现场调研超低排放都发现了什么问题？》 

 
在 2021 年 3 月 18 日举办“钢铁行业超低排放与碳中和”在线研讨会。吸引

https://res.cenews.com.cn/h5/news.html?id=16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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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来自投资者，分析师，钢铁企业，智库，NGO 等 40 余位国内外嘉宾线上

参与。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与碳中和在线研讨会圆满结束 

 
 

同时，6 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第三方观察分析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MTA1NTAwNA==&mid=2651536518&idx=1&sn=577f74729c8ef9787b5052c09b359536&chksm=f19fabf5c6e822e3f83f11c5e6f090307884000a2c116d91091510ed5f9603c38dd83bc1cf5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MTA1NTAwNA==&mid=2651536550&idx=1&sn=172dad93854bd15f783ec76c6fd882f7&chksm=f19fabd5c6e822c39987503d90770249c0e81c09ae4eac31889de99d3a52b84a99b268514788&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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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入选 2021 年度 CCF（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案例。 

青悦与伙伴合作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案例入选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2021 技术公益案

例集” 

https://mp.weixin.qq.com/s/rleNyQQk8DyNX_c0dzgEFA
https://mp.weixin.qq.com/s/rleNyQQk8DyNX_c0dzgE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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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排污许可制落实中，执行报告，副本等变成图片影响公众数据应用，自行监

测数据公开不畅，自行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控数据整合，执法报告不公开等诸多问题，

通过微信稿，部长信箱，政研中心调研等多个渠道反馈推动改进。 

 
 

参见案例： 

排污许可制落实障碍之三：两套数据，还是无法实现数出一门的目标 

启动对生态环境部及各省污染源自行监测网站有效性的常态化跟踪与推动，具体

参见专题调研网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zkxMTI5MA==&mid=2247486619&idx=1&sn=aa660bfbc1ba9a03d5e4cbb349408108&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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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公开平台可用性统计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错误，过期未续证，经纬度错误等情况进行推动。 

青悦向各个省份生态环境部门反映排污许可证存在的续期问题及经纬度问题，并得到

积极反馈 

 
 

4.2.3 减碳推动： 

 

2019 年能源活动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 77%以上，因此能源结构调整与节约能源对于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双碳战略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其中，重点用能单位的能

耗总量与强度双控是重中之重，是降碳的重要手段。 

为摸清能耗双控在各地及企业的落实情况，青悦基于《节约能源法》，《重点用能单

位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百千万”行动相关政策进行了全国省级与地市级信息公开的

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向各地节能主管部门发送改进建议信，向部分企业发送了改进建

议信，协助全国政协委员提交 2022 年全国两会提案一件。 

 

[文字版]全国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企业考核结果信息公开调研 

 

http://www.epmap.org/selfmonitorplatform
https://mp.weixin.qq.com/s/_KOOe5AE4qPrP7aSmo55Kw
https://mp.weixin.qq.com/s/_KOOe5AE4qPrP7aSmo55Kw
https://mp.weixin.qq.com/s/S8eah8tYjUMhCHPyJVOM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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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是确定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点的前提， 

全国碳交易已启动，却仅有 1/4 省份完全公开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有些上市公司 ESG 报告或者低碳发展报告中，提及自己的减排量时，并未标明是

按照哪个方法学进行的计算，以及经过了哪个核证机构的核证，这就降低了自己在温室

气体减排方面的数据的可信度。为解决这个问题，青悦对国际国内减排方法学进行了整

理，并以便于检索的方式提供了免费下载。 

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汇总免费下载 

      

       并对中国 CCER 已备案项目及减排量数据进行收录对外公开， 

861 个超亿吨 CCER 备案项目分析及详细名单下载 

254 个超 4 千万吨 CCER 备案减排量项目业主与核证机构等数据分析与下载 

 

为解决之前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基础薄弱问题，团队系统性学习 IPCC 等温室气体

核算相关方法论，并对外提供学习笔记共享。 

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相关知识学习笔记 

为解决国内缺失基础碳排放因子数据库的问题，系统性调研英国，美国，欧盟，

IPCC 的相关做法，供政府参考，并协助提交 2022 年全国政协提案一件进行推进。 

 

[ESG 观察]中国什么时间能有自己的定期更新的权威的 EFDB 数据库 

 

https://mp.weixin.qq.com/s/P-NrqI7onJ-Ee8eemP8vcw
https://mp.weixin.qq.com/s/IE60ZVV808utln5MtSbtcg
https://mp.weixin.qq.com/s/Awo1Z9XR5ZzswZxVpVnM5g
https://mp.weixin.qq.com/s/iyOxJ9x2HrZPdlrwAJlEiQ
https://mp.weixin.qq.com/s/HMeyZ78YonhXDhMxukA4pA
https://mp.weixin.qq.com/s/m5eqvL6_me7r1E6nK76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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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国内缺失此数据的问题，将 IPCC，欧盟，美国，英国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库

进行整理并对外提供免费下载。 

青悦数据提供权威碳排放因子数据库免费下载，已有近千次下载。 

 

 
 

为解决国内气候变化研究数据缺失的问题，调研欧盟 C3S 气候数据服务并提出建

议。 

中国也需要欧洲这样一个免费方便开放的气候变化数据库 

 

https://mp.weixin.qq.com/s/keLTS5bxjqujVRtYkVLYA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zkxMTI5MA==&mid=2247486650&idx=1&sn=46045572c1eb67458d48618ca2911b43&scene=21#wechat_redirect


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21 

 
 

 

4.2.4 开放数据： 

为了让环境数据支持更多科研与公益需求，我们收集环境质量，减污，降碳，ESG

等数据，并根据用户分类开放给科研单位，NGO 等开展工作。 

 

 
 

1）2021 年全年累计支持环境相关科研及 NGO 项目 240 个，2015 年上线以来已累

计支持 2500 多个项目。 



2021 年度报告 

 22 

 
 

 

2）作为联合发布方与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联合发布新一线城市榜单，提供生

态环境数据支持。 

上海青悦助力：2021 最新一到五线城市排名官宣 

 
3）与搜狐城市频道合作发布中国城市环境舒适度季度榜单。 

《2021 一季度中国城市环境舒适指数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MTA1NTAwNA==&mid=2651536625&idx=1&sn=71406ba057846f3bc94e1369d2237dbc&chksm=f19fab82c6e822946416364011d46d2ad0bfaf55e5f3c416bdc6d9fc8367a953d3b234bc19b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MTA1NTAwNA==&mid=2651536667&idx=1&sn=e83e9a707d1a2ea11d16e573c43d91b0&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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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 2021 中国数据内容大赛提供环境数据支持。 

青悦数据助力，中国数据内容大赛赛程过半，公众关注议题奖热度攀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MTA1NTAwNA==&mid=2651536722&idx=1&sn=d71c7130d89a66ee98dc73162cf62f3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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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数据 API 已上线阿里云市场，腾讯云，华为云市场，并为各类用户提供环境

数据服务。 

 

五、风险和机遇 

战略方向风险与机遇：  

随着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生态环境领域，尤其是污染防治领域的社会需求变化也非常

快速，如果能快速识别跟踪社会需求变化，并快速进行战略方向和业务调整与创新，则能

把握机遇为社会改进作出更大贡献，否则将面对业务老化不适配，边际创造价值降低，社

会认可度降低等风险。 

应对：重点关注国际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相关趋势，相关部委政策，法律，工作重点，发布

的数据等变化。 

 

解决方案效果风险与机遇： 

若在准确识别污染防控社会需要及已有竞争方案基础上，设计出业务上更加针对性，

技术上更加高效，带来更大价值改变的解决方案，则社会认可度提升，可获得更大成长

性，否则如果单位资金或时间内带来改变较低，则社会认可度下降。 

应对：以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强制性规则为基础，侧重调研各项法律政策的落实，考查已

有解决方案，通过业务产品创新构建差异化，较强针对性的业务模式，同时加强业务运营

执行力。 

 

法律风险与机遇： 

当前业务模式设计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实际财务利益的方式来影响企业对生态环境

认识和行动，影响越大，法律风险越高，对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的研究，数据计算及复

核的准确度，带反馈的工作流程，人员培训等要求较高。如果发生法律纠纷，会给机构声

誉及财务，发展等带来较大风险； 

应对：当前主要通过建立法律专家顾问委员会，双人复核工作流程，加强培训，采用更为

保守的传播策略应对。 

 

技术风险与机遇： 

创新的业务模式需要新的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支持，团队技术能力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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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个别技术选型不合适等会严重影响新业务发布速度及质量。 

应对：通过加强技术预研，多个技术方案对比，补充技术人力资源等方式进行了风险管

理。 

 

 

六、战略和资源配置 

2021 年初的战略目标，机构根据对中国生态环保形势变化的解读，决定把 ESG 信息

披露与绩效改进，排污许可制落实（减污），气候变化减缓（降碳）推进作为核心业务。 

为了达成上述战略目标，各个部门对主要的时间及资源分配做了如下调整： 

1.产品管理 

从时间分配上，加强了对上述三个领域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研究，尤其是气

候变化应对领域，系统性学习了 IPCC 方法论，调研了欧盟，美国，英国的碳排放报

告要求与排放因子数据库，组织层面与产品层面碳中和标准；同时积极参加碳相关的

多场研讨会，培训会，从而在业务方向把握，解决方案设计上能够更扎实的把握需求

与最新发展趋势，设计具有前瞻性的，针对性的，端到端的业务产品。 

2.研发管理 

在研发内部人力资源分配，服务器等 IT 基础设施资源，向上述核心业务方向聚焦，

确保资源投入强度，大数据产品开发速度与质量，尤其是在对数据收集的数据质量控

制，计算效率，可视化等方面加大了资源投入。 

3.运营管理 

一方面加强学习，一方面针对青悦自身业务的碳排放，ESG 表现等进行实践练习，提

升能力。 

 

七、财务 

经上海轩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1 年累计收入 94.8 万元，支出 110 万元。近 4

年财务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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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机构财务审计报告已于单位网站 http://www.epmap.org 底部“信息

公开”专栏全文公示。 

 

八、前景展望  

我们在 2022 年将用 ESG 引领减排与降碳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改善环境质量协

同，保护生态环境与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协同，聚焦钢铁，水泥，垃圾焚烧，污水处

理等高污染高碳行业，对企业关键节点的可持续发展表现予以关注和评价，为政府，市

场，社会应用提供参考，促进优胜劣汰。 

 

对于我们新一年的工作，重大的挑战和风险来自于： 

1.ESG 及排放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否合理，是否能产生公信力。 

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化适合 NGO 发布的 ESG 评级框架与系统，产出定期 ESG 评级调

整，更加深入研究细分行业地区等影响因素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行业与横

向议题上，与各个专业 NGO 充分合作，共同推出高质量评级模型。 

 

2.我们的技术力量能否在数据收集和计算上支撑上述模型，尤其是 ESG 要求海量非

结构化数据的收集，计算，解析能力，需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自然语处理技术支撑。 

在当前已有基础上，进一步以应用牵引架构逐步进化，充分利用各云服务商大数据与

AI 新架构能力，实现较少人力的基础上的 AI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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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的运营能力能否保证 ESG 评价结果对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形成影响力，带来

规模化的企业生态环保行为和结果的改变。 

充分利用青悦成为绿金委转型金融工作组成员，UNPRI 网络支持方等资源，让 ESG

评级成为更多投资人及采购方的参考，推动更多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落实及监管加强，与

媒体合作扩大关键议题的受众覆盖度，体现更大社会影响力与推动力。 

 

上述前景展望仅为截止目前为止的判断与计划，不排除后续根据实际进展情况进行调

整，不代表未来实际成果，请各位捐赠人留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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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社团管理局 

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 

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 

 

阿拉善 SEE 基金会  卫蓝侠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蓝天力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阿拉善 SEE 东海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珠江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太行项目中心 

劲草同行 

三元工作团队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自然之友 

腾讯公益 

爱德基金会 

 

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政研究总院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同济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中华环保联合会 

UNPRI 

GRI 

CSR 微客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绿网 

襄阳绿家园 

空气侠 

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绿满江淮<合肥市庐阳区深蓝环境保护行

动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绿氧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安康市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西固区绿萌空间环保技术咨询服务部 

绿行太行 

娄底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武汉行澈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沈阳绿色希望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福建乡水守护 

济南市绿行齐鲁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仁渡海洋 

河南绿色中原 

商道纵横 

上海益驰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一米一智造 

国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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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律师事务所 

新华智云  

阿里云   

码上公益 

腾讯企业邮 

码云（gitee.com） 

 

新华社 

澎湃新闻 

南方周末 

财新网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环境报 

中国化工报 

搜狐城市频道 

 

更多捐赠人，社会各界及合作伙伴的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http://gite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