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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货运企业标准 

（试行） 

中国绿色货运行动是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发起并主持，交通运输部等相关政府

主管部门指导，道路运输行业内外科研单位提供技术咨询，广大货运企业普遍参与

的一项重要行业公益活动，旨在通过绿色管理、绿色技术、绿色驾驶的实现，推动

行业节能减排，促进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道路运输协

会在开展中国绿色货运行动过程中的合作伙伴为：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和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凡申请参加中国绿色货运行动的货运和物流企业，须满足本标准所列的相关

条款。中国道路运输协会通过中国绿色货运行动专家组，在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对符

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对不同水平的绿色货运企业进行发布。 

一、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由中国道路运输协会起草，规定了绿色货运企业相关术语及定义、划分

依据、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适合于中国境内设立的、实施有效的节约资源与保护

环境的系列管理活动并持续改进以实现绿色货物运输服务的道路货运和物流配送

企业。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JT/T 631—2005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等级 

三、术语 

（一）中国绿色货运行动 

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实现中国道路货运业绿色、安全、高效发展为使

命，以倡导并有效实施绿色管理、绿色技术、绿色驾驶为目标，配合政府主管部门、

服务货物运输企业，加快货运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行业

大型公益活动。 

（二）道路货运和物流配送企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独立核算、自主经营，以营利为目的，从事

道路货物运输、物流（含城市配送）、仓储，以及其他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相关经营

活动的企业法人。 

（三）绿色货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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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申请，由中国道路运输协会评价和认证，经中国道路运输

协会发布，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为社会提供货运物流服务过程中，自觉坚持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通过制度、机制及措施提高企业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意识，通过

调整运输组织管理、提高车辆装备水平和加强节能安全驾驶，为社会提供更加绿色

和安全的高质量货运与物流服务的道路货运和物流配送企业。 

四、绿色货运企业等级划分 

根据企业在节能减排及为社会提供绿色环保、安全便捷的货运和物流服务方

面做出努力和取得效果的不同程度，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对其进行评价和认证。绿色

货运企业分为五个等级，用绿叶标识，即一叶级、二叶级、三叶级、四叶级、五叶

级，叶数越多，表示企业绿色等级越高。 

根据《中国绿色货运行动指南》，在为期五年的总体计划下，第一工作年度至

第三工作年度为第一阶段，第四工作年度至第五工作年度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绿

色货运企业最高等级为三叶，第二阶段将在第一阶段工作基础上评价并发布四叶

和五叶企业，体现于中国道路运输协会颁发的证书和牌匾。 

五、绿色货运企业最低条件及要求 

（一）一叶企业 

1、基础条件 

申请“一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 

（1）符合现行版本的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等级》规定的各

等级企业； 

（2）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 A级及以上； 

（3）自申请之日前累计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4）自申请之日前累计一年内未受到市级及以上道路运输行业协会或新闻媒

体曝光的重大服务质量事件。 

2、绿色管理 

申请“一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两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运输组织调度合理，里程利用率达到 66%及以上； 

（2）运输组织方式优化，拖挂甩挂运输承运比重达到 5%及以上； 

（3）运输服务类型齐备，开展有现代物流服务或城市配送业务； 

（4）管理信息系统健全，至少拥有 2 种企业管理信息功能，用于车辆指挥调

度、安全生产管理、货物跟踪查询、订单处理、甩挂作业信息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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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道路货运车辆公

共平台”对本企业所有 12吨以上的普通货运车辆进行管理。 

3、绿色技术 

申请“一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两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符合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制定的《绿色货运车辆标准》的绿色货运车辆占

货车总数 50%及以上； 

（2）符合交通运输行业标准《JT 719-2008 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

方法》规定的货运车辆占货运车辆总数 75%及以上； 

（3）载质量 8 吨及以上货车的总载质量不少于 1200 吨，或专用货车不少于

货车总数的 8%，或厢式货车不少于货车总数的 30%，或甩挂运输牵引车不少于货

车总数的 3%； 

（4）企业拥有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营运货车数量不少于 10辆。 

（5）符合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制定的《绿色货运车辆标准》中列明的“货运车

辆节能技术及其要点”的技术（产品）应用覆盖率达到 50%及以上； 

4、绿色驾驶 

申请“一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两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具有节能减排考核制度、针对驾驶员节能的奖惩方案； 

（2）具有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有运行正常的节能减排考核及奖惩机制； 

（3）开展有旨在节约能源、提高效率及保障安全生产的节能驾驶培训，并自

觉执行《汽车驾驶节能操作标准》行业标准； 

（4）具有基于驾驶员的燃油统计及制度并执行良好； 

（5）安全行车 100万公里及以上的驾驶员不少于驾驶员总数的 2%。 

（二）二叶企业 

1、基础条件 

申请“二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 

（1）符合现行版本的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等级》规定的四

级及以上的企业； 

（2）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 AA级及以上； 

（3）自申请之日前累计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4）自申请之日前累计一年内未受到省级及以上道路运输行业协会或新闻媒

体曝光的重大服务质量事件。 

2、绿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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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二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三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运输组织调度合理，里程利用率达到 66%及以上； 

（2）运输组织方式优化，拖挂甩挂运输承运比重达到 10%及以上； 

（3）运输服务类型齐备，开展有现代物流服务和城市配送业务，且运输服务

品牌效应明显，拥有至少 1个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货运服务品牌； 

（4）管理信息系统健全，至少拥有 3 种企业管理信息功能，用于车辆指挥调

度、安全生产管理、货物跟踪查询、订单处理、甩挂作业信息管理等； 

（5）使用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道路货运车辆公

共平台”对本企业所有 12吨以上的普通货运车辆进行管理。 

3、绿色技术 

申请“二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三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符合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制定的《绿色货运车辆标准》的绿色货运车辆占

货车总数 60%及以上； 

（2）符合交通运输行业标准《JT 719-2008 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

方法》规定的货运车辆占货运车辆总数 80%及以上； 

（3）载质量 8 吨及以上货车的总载质量不少于 4200 吨，或专用货车不少于

货车总数的 10%，或厢式货车不少于货车总数的 40%，或甩挂运输牵引车不少于货

车总数的 5%； 

（4）企业拥有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营运货车数量不少于 20辆。 

（5）符合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制定的《绿色货运车辆标准》中列明的“货运车

辆节能技术及其要点”的技术（产品）应用覆盖率达到 60%及以上； 

4、绿色驾驶 

申请“二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三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具有节能减排考核制度、针对驾驶员节能的奖惩方案； 

（2）具有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有运行正常的节能减排考核及奖惩机制； 

（3）开展有旨在节约能源、提高效率及保障安全生产的节能驾驶培训，并自

觉执行《汽车驾驶节能操作标准》行业标准，能够主动参加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

会组织的节能培训或竞赛； 

（4）拥有基于驾驶员的燃油统计及制度并执行良好； 

（5）安全行车 100万公里及以上的驾驶员不少于驾驶员总数的 3%。 

（三）三叶企业 



 5 

1、基础条件 

申请“三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 

（1）符合现行版本的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等级》规定的三

级及以上的企业； 

（2）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 AAA级及以上； 

（3）自申请之日前累计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4）自申请之日前累计三年内未受到省级及以上道路运输行业协会或新闻媒

体曝光的重大服务质量事件。 

2、绿色管理 

申请“三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运输组织调度合理，里程利用率达到 67%及以上； 

（2）运输组织方式优化，拖挂甩挂运输承运比重达到 15%及以上； 

（3）运输服务类型齐备，开展有现代物流服务和城市配送业务，且运输服务

品牌效应显著，拥有至少 2个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货运服务品牌； 

（4）管理信息系统健全，拥有至少 4 种企业管理信息功能，用于车辆指挥调

度、安全生产管理、货物跟踪查询、订单处理、甩挂作业信息管理等； 

（5）使用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道路货运车辆公

共平台”对本企业所有 12吨以上的普通货运车辆进行管理。 

3、绿色技术 

申请“三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符合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制定的《绿色货运车辆标准》的绿色货运车辆占

货车总数 70%及以上； 

（2）符合交通运输行业标准《JT 719-2008 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

方法》规定的货运车辆占货运车辆总数 85%及以上； 

（3）载质量 8 吨及以上货车的总载质量不少于 12000吨，或专用货车不少于

货车总数的 15%，或厢式货车不少于货车总数的 50%，或甩挂运输牵引车不少于货

车总数的 8%； 

（4）企业拥有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营运货车数量不少于 50辆。 

（5）符合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制定的《绿色货运车辆标准》中列明的“货运车

辆节能技术及其要点”的技术（产品）应用覆盖率达到 70%及以上； 

4、绿色驾驶 

申请“三叶”企业，须满足下列各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并根据本标准规定的



 6 

指标评价体系，按实际情况计分，各项累计得分： 

（1）具有节能减排考核制度、针对驾驶员节能的奖惩方案； 

（2）具有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有运行正常的节能减排考核及奖惩机制； 

（3）开展有旨在节约能源、提高效率及保障安全生产的节能驾驶培训，并自

觉执行《汽车驾驶节能操作标准》行业标准，能够主动参加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

会组织的节能培训或竞赛； 

（4）拥有基于驾驶员的燃油统计及制度并执行良好； 

（5）安全行车 100万公里及以上的驾驶员不少于驾驶员总数的 4%。 

（四）四叶企业 

四叶企业在满足三叶企业相关条件及要求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条件和要求，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将根据行动进展，视情在第二阶段开展评价工作，评价标准以本

标准修订版形式发布。 

（五）五叶企业 

五叶企业在满足四叶企业相关条件及要求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条件和要求，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将根据行动进展，视情在第二阶段开展评价工作，评价标准以本

标准修订版形式发布。 

六、绿色货运企业评定 

（一）企业参与范围 

凡取得企业法人条件的货运与物流经营业户均可参加本标准评定，货运与物

流企业联盟可独立参加本条准评定，联盟内成员企业也可以本企业名义参加。 

（二）评定活动组织 

绿色货运企业评定，由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在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在中国绿色货

运行动专家组支持下，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评价，并通过行业权威媒体发布评价

结果，评价活动具体组织工作由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及其合作伙伴组建的中国绿色

货运行动办公室负责。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负责对本标准进行解释。 

 

附录 1：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 

附录 2：绿色货运企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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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 

一、说明与解释 

申请绿色货运企业，须满足本标准“四、绿色货运企业最低条件及要求”对应

等级评价指标的规定。 

（一）前置条件 

“基础条件”部分，为企业申请绿色货运企业的前置条件。 

（二）最低要求 

申请绿色货运企业，须满足“绿色管理”、“绿色技术”、“绿色驾驶”部分规定

的最低条件要求。 

（三）综合评价 

每一等级的绿色货运企业，评价总分值均为 100 分；申请某一绿色等级的企

业，在满足各项最低要求和条件后，如果同时达到该项更高要求或满足其他指标有

关要求，则根据本标准规定的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累加各项得分，并得出最终分数。 

二、“基础条件”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 

申请某一“叶”级的企业，必须满足“基础条件”中的各项。 

指标 一叶 二叶 三叶 

道路运输 

企业等级 
5级及以上 4级及以上 3级及以上 

质量信誉 

考核结果 
A级及以上 AA级及以上 AAA 级 

重大及以上 

责任事故 
1年内无 2年内无 3年内无 

服务质量 
1年内无 

市级及以上通报 

1年内无 

省级及以上通报 

3年内无 

省级及以上通报 

 

三、“绿色管理”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40分） 

申请某一“叶”级的企业，必须满足“绿色管理”中规定的最低要求； 

在满足最低要求后，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累加得出企

业在“绿色管理”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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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要求：申请“一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两项； 

申请“二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三项； 

申请“三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 

指标 一叶 二叶 三叶 

里程利用

率 

(10 分) 

最低要求 ≥66% ≥66% ≥67% 

评分标准

及方法 

＜66%不得分 

＝66%得 6分 

＞66%得 10分 

＜66%不得分 

＝66%得 6分 

＞66%得 10分 

＜67%不得分 

＝67%得 6分 

＞67%得 10分 

甩挂承运

比 

(10 分) 

最低要求 ≥5% ≥10% ≥15% 

评分标准

及方法 

＜5%不得分 

≥5%且＜10%得 6分 

≥10%得 10分 

＜10%不得分 

≥10%且＜15%得 6分 

≥15%得 10分 

＜15%不得分 

≥15%且＜20%得 6分 

≥20%得 10分 

服务类型

和品牌 

(10 分) 

最低要求 有专业物流和配送 
有专业物流和配送 

至少 1个服务品牌 

有专业物流和配送 

至少 2个服务品牌 

评分标准

及方法 
10分 

＝1个品牌得 6分 

＞1个品牌得 10分 

＝2个品牌得 6分 

＞2个品牌得 10分 

信息管理

系统 

(5 分) 

最低要求 至少 2种功能 至少 3种功能 至少 4种功能 

评分标准

及方法 

＝2套系统得 3分 

＞2套系统得 5分 

＝3套系统得 3分 

＞3套系统得 5分 

＝4套系统得 3分 

＞4套系统得 5分 

货运平台

接入率 

(5 分) 

最低要求 12吨以上车辆 100% 12吨以上车辆 100% 12 吨以上车辆 100% 

评分标准

及方法 
5分 5分 5 分 

说明： 

1、里程利用率：营运货车行车总里程中载货里程所占比重。 

2、甩挂承运比：道路货物周转量中拖挂甩挂运输承运比重。 

 

四、“绿色技术”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40分） 

申请某一“叶”级的企业，必须满足“绿色技术”中规定的最低要求； 

在满足最低要求后，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累加得出企

业在“绿色技术”的分数。 

最低要求：申请“一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两项； 

申请“二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三项； 

申请“三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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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叶 二叶 三叶 

绿色货

运车辆 

(10 分) 

最低要求 ≥50% ≥60% ≥70% 

评分标准

及方法 

＜50%不得分 

≥50%且＜60%得 6分 

≥60%得 10分 

＜60%不得分 

≥60%且＜70%得 6分 

≥70%得 10分 

＜70%不得分 

≥70%且＜80%得 6分 

≥80%得 10分 

燃料消

耗限值 

(10 分) 

最低要求 ≥75% ≥80% ≥85% 

评分标准

及方法 

＜75%不得分 

≥75%且＜80%得 6分 

≥80%得 10分 

＜80%不得分 

≥80%且＜85%得 6分 

≥85%得 10分 

＜85%不得分 

≥85%且＜90%得 6分 

≥90%得 10分 

车队规

模及类

型 

(10 分) 

最低要求 

8吨以上≥1200吨 

或：专用车≥8% 

或：厢式车≥30% 

或：甩挂车≥3% 

8吨以上≥4200吨 

或：专用车≥10% 

或：厢式车≥40% 

或：甩挂车≥5% 

8 吨以上≥12000吨 

或：专用车≥15% 

或：厢式车≥50% 

或：甩挂车≥8% 

评分标准

及方法 
10分 10分 10 分 

新能源

或清洁

能源车 

(5 分) 

最低要求 ≥10辆 ≥20辆 ≥50辆 

评分标准

及方法 

不足 10辆不得分 

≥10辆＜20辆得3分 

≥20辆 5分 

不足 20辆不得分 

≥20辆＜50辆得3分 

≥50辆得 5分 

不足 50辆不得分 

≥50辆＜100辆得 3分 

≥100辆得 5分 

节能技

术产品

覆盖率 

(5 分) 

最低要求 ≥50% ≥60% ≥70% 

评分标准

及方法 

＜50%不得分 

≥50%且＜60%得 3分 

≥60%得 5分 

＜60%不得分 

≥60%且＜70%得 3分 

≥70%得 5分 

＜70%不得分 

≥70%且＜80%得 3分 

≥80%得 5分 

说明： 

节能技术产品：轻量化技术、降低空气阻力技术、降低滚动阻力技术、降低附

件能耗技术、怠速优化技术等。其他指标含义参加本标准和绿色车辆标准。 

五、“绿色驾驶”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20分） 

申请某一“叶”级的企业，必须满足“绿色驾驶”中规定的最低要求； 

在满足最低要求后，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评价标准及评分方法，累加得出企

业在“绿色驾驶”的分数。 

最低要求：申请“一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两项； 

申请“二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三项； 

申请“三叶”的企业，须满足各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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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叶 二叶 三叶 

奖惩考

核制度 

(4 分) 

最低要求 有 有 有 

评分标准

及方法 
4分 4分 4 分 

责任机

制 

(4 分) 

最低要求 有 有 有 

评分标准

及方法 
4分 4分 4 分 

节能驾

驶培训 

(4 分) 

最低要求 有 有 有 

评分标准

及方法 
4分 

开展内部节能驾驶培

训得 3分 

且参加行业节能培训

或竞赛得 4分 

开展内部节能驾驶培

训得 3分 

且参加行业节能培训

或竞赛得 4分 

能耗统

计 

(4 分) 

最低要求 有 有 有 

评分标准

及方法 
4分 

有燃油统计制度及运

营台账得 3分 

且数据完整得 4分 

有燃油统计制度及运

营台账得 3分 

且数据完整得 4分 

百万公

里安全

驾驶员

(4 分) 

最低要求 ≥2% ≥3% ≥4% 

评分标准

及方法 

＜2%不得分 

＝2%得 3分 

＞3%得 4分 

＜3%不得分 

＝3%得 3分 

＞3%得 4分 

＜4%不得分 

＝4%得 3分 

＞4%得 4分 

说明： 

1、驾驶培训：企业内部开展的旨在节能的驾驶培训活动，以及参加行业主管

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的节能驾驶培训（包括竞赛）活动。 

2、百万公里安全行车驾驶员认定标准：参见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发布的“关于

开展全国道路运输安全行车百万公里驾驶员劳动竞赛活动的通知”及活动方案。 

 

 



 

附录 2： 

 

 

 

绿色货运企业 

 

申 请 表 

 

 

 

 

企业名称（盖章）： 

 

申请“叶”级：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制 

 

 



 

 

企业名称  

营业执照号  企业等级  

经营许可证号  质量信誉考核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电话  

道路交通责任事故情况： 

服务质量事件情况： 

项目 企业自查得分 专家审查结果 备注索引 

里程利用率    

甩挂承运比    

服务类型和品牌    

信息管理系统    

货运平台接入率    

绿色货运车辆    

燃料消耗限值    

车队规模及类型    

新(清洁)能源车    

节能产品覆盖率    

奖惩考核制度    

责任机制    

驾驶培训    

能耗统计    

百万公里驾驶员    

申报企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道路运输协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