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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scientific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ISO14031 and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benefit,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build in the pap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perability of evaluating, 

the DEA model was improved. The study will mak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hina mor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and guide for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olicy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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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 DEA 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研究 

刘 明 

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潍坊，山东，中国 

摘  要  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政府和企业自身越来越重视企业生产的环境绩效，急需构建科学可行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和

方法。本文基于我国企业的实际，借鉴国际 ISO14031 评价标准和生态效益评价标准，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适合我国的企业环境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对 DEA 模型进行改进，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综合评价方法。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企业环境绩效评

价工作实现科学化和规范化，对政府环境管理政策和企业环境策略的制定起到理论和现实指导作用。 

关键词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DEA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地显

现出来，己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不仅仅是政府，企业也已经意识到环境因素己成为影响其

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环境绩效评价。

构建科学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体系迫在眉睫。然而，现有

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缺乏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系统设计，企

业为环境保护而做出的努力和贡献难以充分体现。 

基于此，本文借鉴国际 ISO14031 评价标准和生态效益

评价标准，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适合

我国国情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改进 DEA

评价方法实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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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众多评价指标组成的 

指标系统，共同形成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完整刻画，科学评

价企业环境管理所达到的水平和效果。构建科学合理的评

价指标体系是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基础。 

2.1 代表性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国外关于对于企业环境战略绩效评价指标及标准的系

统性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学者和机构发布了可

供企业应用参考的环境绩效评价标准。其中，以国际标准

化组织制定的 ISO14031 环境绩效评价标准和世界永续发

展委员会制定的以生态效益为核心的环境绩效评估标准最

为代表。另外，我国国家环保总局也于 2003 年发布了环境

绩效评级系统，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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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SO14031 国际环境绩效评价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自 1994 年后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环

境绩效评价的国际标准。该组织于 1999 年 11 月 15 日提供

了规范化依据——ISO14031（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标准）。 

在 ISO14031 所规定的环境指标，依其评估对象和目的的范

畴大小，分为环境状态指标和环境绩效指标，而环境绩效

指标又可分为管理绩效指标及作业绩效指标，可分别针对

组织外界环境，组织本身操作系统及管理系统进行评估。 

（2）生态效益评价标准 

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BCSD）于 2000 年 8 月提

出了全球第一套生态效益评价标准。生态效益是从生态平

衡的角度来衡量效益，以期达到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

共赢的局面。生态效益指标可表示为： 

生态效益=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环境的影响 

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跟经济效益有关，如产能、产量、

总营业额等，环境的影响与环境效益有关，如资源消耗总

量、每单位产品的废水排放量、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总量等。

这个指标要求在降低资源使用和对环境影响的同时实现产

品或服务价值最大化。 

（3）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绩效评级系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发布了《关于开展创建国家

环境友好企业活动的通知》。该通知主要以排污是否达标为

准，把企业的环境行为结果分为很好、好、一般、差、很

差五个等级，并依次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色表

示，详细分类见表 1。 

表 1 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环境绩效评级系统 

环境行

为等级 
含义 环境行为等级说明 

绿色 

（很好） 
优秀 

企业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通过清洁生产

审核，严格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环境行

为表现突出。 

蓝色 

（好） 
守法 企业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没有违法行为。 

黄色 

（一般） 
基本达标 

企业总体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个别指标

超标。 

红色 

（差） 
违法 

企业排放超标，有较严重的环境污染行

为。 

黑色 

（很差） 
严重违法 企业排放严重超标，有重大违法行为。 

2.2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上述国内外通行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结合我国

环保总局的评价体系，根据客观全面、定量指标与定性指

标相结合、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本文构

建如下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环保法规达标类指标 

达到排放标准 有排污许可，达到国家各项排放标准，遵守各项环保法规。 

清洁生产审核 通过清洁生产强制性审核。 

通过环评 新改扩建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落实三同时。 

投入类指标 Xj 

环保投入 
1.废弃物处理相关费用 

2.环境管理训练相关费用 

资源投入 

1.单位产值能源用量 

2.单位产值用水量 

3.单位产值用电量 

环境损害 

1.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 

2.单位产值工业废气排放量 

3.单位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 

产出类指标 Yj 

环境收益 

1.能源节省率 

2.工业废水综合利用率 

3.工业废气综合利用率 

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财务收益 

1.净资产收益率 

2.流动比率 

3.销售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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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包括三类： 

（1）环保达标类指标。主要量化企业生产中对环保法 

规的遵守情况，主要包括是否通过清洁生产强制性审

核、新改扩建项目环评手续齐全、排污达到排放标准，以

及落实“三同时”（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该指标是企业环境管

理的最基本目标，如果企业环境违法，则无需进一步评价

其环境绩效。 

（2）投入类指标。投入类指标主要包括企业的环保投

入和资源投入。环保投入包括企业废弃物处理相关的设备

设施购置保养运转费用、环境管理培训执行的费用等。资

源投入指每生产单位产品投入的能源、水、电的用量。 

环境损害是指企业生产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本属

产出类指标。但在指标使用时，希望环境损害越小越好，

其性质与投入类指标类似，所以将其视作投入类指标。 

（3）产出类指标。产出类指标主要包括环境收益和经

济收集。环境收益指企业采取环境管理后得到的收益，主

要包括能源节省率和三废综合利用率。财务收益主要评价

企业的生产经营业绩，主要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

销售净利润。 

3. 评价程序设计 

根据文构建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各个

评价方法的特点，本文选用 DEA 法进行评价。评价程序分

为两步，如图 3 所示。 

 

 

首先，根据达标类指标对企业环境法规遵守情况进行

评价，达标的进入第二步，否则为不合格。 

其次，运用 DEA，根据企业投入类指标和产出类指标

进行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对企业环境绩效

进行改进。 

4.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改进 DEA 法 

4.1 DEA 基本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一种新的效率评价方法，是处理多目标决策的有效方法。

根据一组输入和输出数据来评价决策单元的优劣，即评价

各单位的相对效率。 

设 xij 和 yrj 为已知数据，可以根据历史资料得到；vj 和

μr 为变量，对应于权系数 V=(v1,v2,…,vm)
T，U=(u,u2,…,um)

T。

在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中，将待评价的企业作为决策单元，

设一共有 n 个企业，每个企业都有 m 种类型的输入（x）和

s 种类型的输出（y），定义式（1）为企业 j 的效率评价指

数： 

 1

1

1,2

n

r rj
r

j m

i ij
i

u y

h        j , ,n  

v x





 



           (1) 

式中： 

ijx —DMUj 对第 i 种输入的投入量， 0ijx  ； 

rjy —DMUj 对第 r 种输出的产出量， 0rjy  ； 

i v —对第 i 类型的输入的一种度量(或称“权”)； 

ru —第 r 种类型输出的一种度量(或称“权”)； 

j=1,2,…,n；i=1,2,…,m；r=1,2,…,s。 

每个决策单元都有相应的效率评价指数，而且总可以

适当的选取 V 和 U，使其满足 hj≤1，j=1,2,…,n。 

现在对第 j0 个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以所有

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指数小于等于 l 为约束，构成如下最

优化 C
2
R 模型： 

  

0

0

T

T

T

T
1     1 , 2 ,

0 ,   0                    

j

j

j

j

U Y
max

V X

U Y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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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U


 




 

  
                (2) 

4.2 引入虚拟环境绩效最优企业的 DEA 改进模型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目的是根据评价结果对各个企业

的优劣进行排序。但是由于传统 DEA 模型权重变化过于灵

活，容易造成 DMU 有效数量过多的情况，进而难以实现

评价指标数据收集 

投入产出指标 

 

达标类指标 

 

不合格 

Y 

N 

评价结果 

DEA 

企业环境绩效改进 

图 3 综合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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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排序。为解决该问题，本文借用通过引入虚拟环

境绩效最优企业对 DEA 模型进行改进。 

（1）虚拟环境绩效最优企业的构造 

在 DEA 投入产出图基础上，构造第 n+1 个理想决策单

元。令虚拟环境绩效最有企业 n+1 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

分别为： 

Xn+1=(x1(n+1),x2(n+1),…,xm(n+1))
T
 

Yn+1=(y1(n+1),y2(n+1),…,ys(n+1))
T
 

且满足： 

xi(n+1)=min(xi1,xi2,…,xin), i=1,2,…,m； 

yr(n+1)=max(yr1,yr2,…,yrs), r=1,2,…,s。 

（2）DEA 模型的改进 

因第 n+1 个决策单元在所有决策单元中投入最小，产

出最大，按照效率评价的定义可知，DMUn+1 在 n+1 个决策

单元中是最优的，即是分布于生产前沿面的有效决策单元。

以其效率最大为目标构建评价模型，则式（2）变为： 

T

1

T

1

T

T
1     1,2, 1

0,  0                         

n

n

j

j

U Y
max

V X

U Y
j ,n

V X

V U






  




 

  

             (3) 

鉴于虚拟环境绩效最优企业的引入，改进 DEA 模型避

免了大量 DMU 同时有效的情形，实现了企业的全排序，

更适用于企业环境绩效的评价，更有利于为政府决策部门

提供参考。 

5. 结论 

科学的评价企业的环境绩效，充分体现企业为环境保

护而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准

确评价企业的环境绩效，加强企业参与环境管理的积极性，

将环境因素纳入其战略管理和经营决策中去；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通过环境绩效评价发些自身的环境问题进而改

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借鉴国内外通行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结合我国

实际，建立了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选用改进的

DEA 评价方法进行评价，使得政府和企业能够科学规范的

评价企业的环境绩效，对各级政府、行业制定相应环境政

策法规以及企业制定相应策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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