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记录

会议主题: 关于可持续生产消费提出的“做出正确决定，成为负责任的消费者”

日期及时间: 2020 年 9 月 29 日, 10:00-12:00

会议软件: Zoom

会议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Hadi Prayitno 教授的欢迎和任职典礼

第二部分/主旨演讲

主持人对印度尼西亚第一任贸易部长 Agus Suparmanto 先生作了简短介绍。

Agus Suparmanto 先生的开幕词（摘要版）：

印度尼西亚颁布了《绿色法》，政府鼓励消费者环保，减少，再利用和回收利用。具体来说，

政府鼓励他们使用自己的袋子购物，并带上自己的饮料瓶，而不要使用塑料瓶。同时政府也

鼓励商业公司使用可回收产品。还有一点是关于保护顾客的，政府将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

也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下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制度发展副校长,Mohd Roslan Hashim 教

授

Mohd Roslan Hashim（摘要版）：



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今天的挑战是我们如何保持（消费的可持续性）？消费者非常重视

自己的理想信念。作为学者，我想说的是，您如何珍视自己的信念与作为消费者的责任之间

存在联系。作为穆斯林，我们相信那些浪费不必要的人将成为魔鬼的兄弟姐妹。对于我们正

在研究的领域，我们将其称为可持续性研究。相信我们已经在大学和社会中得到贯彻，相信

它们会对消费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最后，我们认为态度是最重要的。我们了解供需关系。实

际上，如果我们保持绿色消费意识，在许多情况下需求和浪费都会减少。

下一位发言者是环境部部长，参议院阁下，Ahmad Masrizal Muhammad 博士

Ahmad Masrizal Muhammad 博士的讲话（摘要版）：

Penang 概况（如图）：（主介绍其基本地理环境）

Penang 绿色议会简介（如图）：

 于 2011 年成立



 社会性组织，政府和公司合作

 培育，促进并协调 Penang 的环境发展

往年政策回顾（如图）：

2008-2016

2008: 构建更清洁更环保城市运动



2009: 所有超市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袋

禁止使用含聚苯乙烯食物容器

市中心提供免费班车服务

2011: 所有超市禁止使用垃圾袋

周日无车日

2012: 自行车道计划

2013: 奖励环保建筑

免费班车

2015: 禁止售卖鱼翅汤

减少食物浪费

2016: 垃圾分类



2016-2020

2016: 共享自行车计划

地方议会建立小型公园

2017: 增加树木

限制 LED

推广环保议程

实现%38 回收率



2018: 推出“不使用一次性塑料”运动

2019: 发起“稻草”运动

每周一无塑料袋运动

2020: 每周一无塑料袋日

在能源方面，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图）：

其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LED 改造计划，“绿色车道”计划，绿色采购，绿色建筑，以及推

广能源效率项目



同时，政府在处理废弃物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 启动了几个大型项目（如图）：

海洋循环项目：

 多“边”合作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 COBSEA 共同发起，并得到瑞典政府的支持

 以价值链为重点，通过转变塑料回收方式并防止废弃物泄漏，减少塑料污染对海洋的影

响



对于循环城市，政府启动了城市项目（如图）：

针对废弃物，能源，塑料等治理（详情参考上文）

最后，我想向您展示《槟城绿色议程 2030》：

到 2030 年我们希望实现：

1. 土地利用与规划

2. 减少灾害，加强风险管理

3. 绿色经济

4. 农业复兴

5. 海洋海岸管理

6. 可持续交通与互联互通

7. 绿色建筑

8. 水和卫生设施改善



9. 机构治理

10. 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环境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绿色消费者，谢谢大家！

第三部分

网络研讨会总览

第四部分 RCE 参会人员陈述 1

主持人简单介绍第一位演讲者，Hao Xin，绿色浙江执行董事，RCE 杭州副主任

郝欣的开幕词（摘要版）：

主题：中国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中国概况和政策介绍

简短回顾在杭州一家绿色餐厅举行的会议（如图）：



整体情况和政策（如图）：

1994-2016

为了促进可持续消费，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1994: 有关中国环境的白皮书

2003: 农业发展与社会保障

2012: 政府指出国内需求拓展应以环境保护为前提

2015: 在增加供给同时，提高供给的灵活度以更好适应需求

2016: 国家科学与技术步对能源和消费问题进行严肃调查



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和行为有显著进步



发展趋势：

更少成本

有益环境

更高质量

食品安全与健康



支付意愿示意图:

绿色产品并没有想象中受消费者青睐



中国绿色行为习惯(如图）:

 其他

 购买本地产品

 水的重复利用

 打包食物

 使用节水家居用品

 减少家电待机时间

 电池废物利用

 空调温度夏天大于 26 度/冬天小于 28 度

 尽可能使用公共交通，或选择步行

 垃圾分类

1. 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做法：



 绿色生产（如图）：

 绿色消费平台（针对“可回收利用”）：

 绿色消费教育：



 绿色社区

 回收利用

下一个演讲将由 RCE Dobong-Gu 发表：

RCE Dobong-Gu 办公室主任裴贤顺博士

Dobong-Gu Region 自助中心的团队经理 Yang Yoon Sik 先生

Dobong Maeul 教育与社会合作部首席总监 Kim Mi Yeong 女士

裴贤顺博士的讲话：

RCE Dobong-GU 简介（如图）：主要介绍了其地理环境；



在 Dobong-Gu 区域，我们建立了 250 座温室。我们使用环保认证的办公设备来实现可持

续的环保消费和生产。道峰区在文化和自然领域都得到了重生。我们形成了 Café Green

Body。



Yang Yoon Sik 先生的讲话：

绿色机构简介：

Green Body 为年轻人提供了通过合作开展业务的机会，而且 Green Body 是一家零废物公

司，我们有着“和平”的新概念和文化“。Green Body 具有生态友好型的价值，能够随时

放松并依靠当地居民和访客，同时将废物排放量降至最低，而不仅仅是出于盈利目的。

Kim Mi Yeong 女士致辞：

绿色消费案例：Ham-Da-Rak

这种情况的主题是制作环保口罩。当地居民可以共同制作环保口罩，以克服在 COVID-19

下的社会团结危机感。该项目将通过捐赠人才来促进居民的教育社区。

通过回收废弃的织物，并通过生产“使用共享我和我的邻居”的环保口罩，为地球和环境的

重要性和价值传播做出贡献。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可以自我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可以

将遮罩分发到难以分发的地方。从现在开始，在 Kium 中心上课并链接学校教育课程。



下一个演讲由 Md Nazumul Islam 发表

绿色消费者日简介：

绿色消费者日是我们可以思考和重新思考所购买商品，其对我们和我们共同环境的影响的一



天。

谁是绿色消费者？

绿色消费者是意识到自己有义务通过有选择地购买绿色产品或服务来保护环境的人。

一个绿色的消费者试图在不危害地球可持续性和人类未来的前提下维持健康安全的生活方

式。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是指“对服务和相关产品的使用，这些产品和产品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并带

来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对环境的影响。”

SCP

SCP 是全球经济的驱动力。

SCP 的目标是通过减少商品和服务生命周期中的资源使用，退化和污染，并提高所有人的

生活质量和福祉，来事半功倍。

为什么 SCP 是必不可少的？

SCP 确保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采用可持续的实践，包括采购，生产，分销，产品和服



务的设计，产品使用以及废物管理。

如何实现 SCP？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

 增强所有消费者，行业和政府的意识。

 管理可持续有效利用自然资源。

 将 SCP 系统地整合到教育过程中。

RCE Greater Dhaka 的贡献

 安排研讨会

 进行培训

 农民激励计划

 组织社会意识计划

 不同的社会意识广告

青年贡献：

 青年运动计划

 社会意识建设活动

 青年可以承担生产责任



 青年创业与青年领导

 青年可以学习，青年可以教 SCP

 青年可以成为绿色消费者和生产者

在孟加拉国对 SCP 进行了介绍，随后展示了粮食生产的障碍。

农业领域的 SCP：

精心计划的生产和分配

提高农民意识

减少生产和供应链上的粮食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

结论：

通过成为绿色消费者，我们可以带来绿色和平。

意识和良好的消费习惯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对于拯救我们的星球也至关重要



下一个演讲由孟加拉国 RCE Sundarbans 青年协调员 Shan Paran 女士发表。

演讲内容：

绿色消费主义与 RCE Sundarbans：青年视角



演讲者首先简要介绍了该项目的背景。

消费规律：

 大多数人都知道绿色营销。

 对绿色产品的积极看法。

 愿意为绿色产品额外付款。

 市场上尚不存在绿色产品。

 消费者鼓励他人使用绿色产品或服务。

 要求制造商生产环保产品或服务。

 高学历的人比低学历的人更关心。

在展示完政府相关做法后，讲者表示现实中经济和生态环境平衡、社会规则等都是头等难题

RCE 响应：

 促进绿色发展的知识的研究、文献、出版和传播——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对自然和人类的影响分析

 基于自然的产品的市场潜力、价值链和成本效益分析

 确定基于自然的产品的营销渠道

 让利益攸关方参与提高认识运动，土著人民就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开展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 ILK 的整合，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

 提高社区能力和知识，利用 ILK 和 ILK 技术从红树林生产，使社区能够主张其权利，

确定自然界和当地社区的意识



第五部分 RCE 参会人员陈述 2

印度尼西亚詹伯大学国际关系系学生 Citra Tunjung Sari Samsudin 致开幕词。

讲述她成为食物垃圾项目志愿者的经历：

项目前：浪费食物；



在项目进行期间：减少可预防的食物浪费，并充分利用食物浪费给年轻人，以影响其同龄人

及其家庭。

项目结束后：零浪费

紧接着由 RCE-Jammu，Hari Dutt 博士和 Sheetal Badyal 博士发表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关的案例研究，并评估其对 RCE-Jammu 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Main Content:

People in Jammu are waiting for a new set up for the redressal of the state

consumer disputes after abrogation of Article 370 and taking over of

Reorganization Act 2019 which had abolished State Consumer Dispute Redressal

Commission. What could be the role of RCE Jammu and its stakeholders in the

backdrop of the preset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changes.

How can RCE addres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phenomenon and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l these questions are being undertaken

by RCE Jammu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partners and stakeholders.

主要内容：

在废除第 370 条并接管废除了州消费者纠纷补救委员会的“Reorganization Act 2019“之

后，Jammu 地区的人们正在等待新的机构来纠正州消费者纠纷。在预先设定的政治和行政

变革的背景下，RCE Jammu 及其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可能是什么。RCE 如何才能更好地了解

当前现象并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所有这些问题都由 RCE Jammu 与其他合作伙伴和利

益相关者合作进行实践。



然后讲者介绍了他们的分析与方法

分析与方法：

为了在 Jammu 建立健康和可持续的消费氛围，可以对私立学校进行培训，带头明智地购买

和消费环保产品。学校的管理人员可能有动力使其校园没有塑料，并明智地使用水和电。

RCE 查 has（RCE Jammu）与其利益相关者，即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与研究学会（HRD）和

研究机构 SKUAST-Jammu 的 Krishi Vigyan Kendra，进行有机农业合作，以保护土壤健

康免于进一步恶化，一直在开展农民意识计划。

RCE Jammu 与政府工作人员保持定期联系，成立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可持续发展的委员

会，以保护该州的消费主义并使其健康成长。

实践成果

通过 RCE 的努力，Jammu 区的泰西尔 RS Pura 和 Kathua 区的泰西尔·纳格里假释区的一

些学校完全环保，并使用其校舍内的所有环保产品。

RCE Jammu 与合作者 JK 私立学校协调委员会合作，一直在不同学校长期组织培训计划，

以培养教师的能力建设，在学生中养成明智和环保的消费习惯。在大流行期间，许多这样的

虚拟会议是通过 Zoom.

RCE Jammu 与私立学校合作，连续举办了三次国家级年会，重点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四

次是在不久的将来提出的，其中将让出版社参与进来，并让他们了解，在正常的替代品上生

产环保产品

建议



由于 370 条的废除，许多保护消费主义的法律已经废除，并且已经建立了新的法律，但需

要作出很多修改，RCE Jammu 将继续跟随政府发出这方面的必要通知。

RCE-Jammu 将与其对应的 RCE 克什米尔公司合作，在广泛的消费日庆祝活动中，今后在

查谟省各学校组织一系列活动，并合作开发有关课程材料，以便开展此类

今后，RCE-Jammu 将与工业协会合作，与工业工人开展培训计划，以推进环保生产议程。

正在努力从 JMC-lammu 市政公司获得资金，RCE 将提供一切技术支持，以实现让查谟这

个智慧城市的梦想，并教育其人民拥有健康、环保的消费

下面的演讲由 RCE-Srinagar 发表；

主要内容：

演 讲 者主 要 介 绍 了“ 二 氧 化碳 当 选 权 运动 -正 确 习惯 的 选 择 ” ， 这 是就 学 校 而 言的

“ Umang”学校绿色运动计划。并为我们介绍了“绿色消费者流动展览”活动，以及“水

卫生与卫生–洗涤”活动。

最后由 RCE @ USM 发表

主题：通过综合绿色花园在小学生中培养绿色消费主义态度。

通过水教育实现绿色消费主义：

学前和小学水教育：

节水，中水回用，循环利用以确保水足以满足下一代需求

讲习班将促进，教育和促进对用水的认识，知识，欣赏和管理

提供有关用水可持续性的经验的动手和头脑活动；



绿色消费主义：综合绿色花园

概念：

 回收

 无农药

 已使用现有

 不挖

 堆肥

 有效的微生物

 生态

 S. t. e. m 到 S. t. e. a. m 到 S. t. r. e. a.

 产生收入（期权）

目标：

 提供关于用水可持续性的知识

 提高对清洁缺水的认识

 保护和增强无水浪费



 向教师宣传和教育有关水

 向水

 鼓励幼儿通过与水当局接触来宣传有关水的问题

第六部分 提问讨论（节选）

问题 1：对于所有发言者，我想知道所有能够持续的因素的关键

这个项目是可以持续的，因为我们正在教孩子们做他们自己的绿色运动，这样，我们认为这

些孩子可以传播意识的同龄人。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年轻一代是我们的未来。

问题 2：关于可持续性的进一步解释：

我们有几个选择来发展可持续性，但绿色技术及其产品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价

格实惠的产品有市场，需要到任何地方。同时，我们应了解这些包裹，并确保它们不会提供

误导性信息。当今世界的许多运动都与保护环境有关。作为世界公民，我们需要"绿色"。

第七部分 概括总结 & 结束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