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编号：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个人奖提名书 

（突出贡献奖） 

 

 

 

 

被提名人： 周晋峰 

提名单位：  

填表日期： 2022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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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基本情况和提名理由 

提名单位

名称 
 所在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提名理由：（应当涵盖以下内容：一、该同志的基本情况；二、该同志的主要工

作业绩和亮点；三、该同志在标准化领域的贡献度和影响力。限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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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名 材 料 清 单 
 

一、被提名人基本信息 

二、标准化工作主要业绩 

三、附件清单 

四、上传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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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提名人基本信息 

姓名 周晋峰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 

参加工作时间 1992年 
从事标准化 
工作年限 6年 

职务/职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010-88431370 移动电话 

工作单位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 
邮政编码 100035 

教育经历 

（限 500 字） 

1980 年—1984 年 北京大学 理学学士 

1984 年—1985 年 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 

1986 年—1988 年 普渡大学 博士研究生 

1986 年—1989 年 北京大学 博士研究生 

工作经历 

（限 500 字） 

1992 年 1 月—2002 年 5 月 北京工商联副会长 

2002 年 5 月—2004 年 3 月 北京中西远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 

2014年12月—至今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 

2020 年 12 月—至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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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本情况 

介绍 

（限 500 字） 

    周晋峰博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是北京大学第一名直读

博士生（化学系）。后作为北大首位中美联合培养的博士赴美国普渡大

学，获博士研究生学位。2020 年获由中国科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颁发的“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1

年获北京市大兴区“新国门领军人才”，2021 年获意大利总统授予“意

大利骑士勋章”。曾任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提

案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

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罗马俱乐部执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

环境法委员会委员，国际标准化组织生物多样性技术委员会

（ISO/TC331）专家等。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与实践，特别是在结合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领域的标准制定、生态文明践行和国际推广

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周晋峰博士创新提出基于人本的解决方案（HbS）、邻里生物多样

性保护理念（BCON），并形成研究案例；创新提出“中华保护地”理

念和体系，在我国建立 180 多个保护地，形成了广泛有效的社区保护

模式。在政策谏言、科学考察方面提出多项建议，其中节约粮食和垃圾

分类建议，抗疫期间蜂农转场问题、月饼过度包装问题等多次获国家领

导人批示及相关政策法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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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化工作主要业绩 
1．标准化法律法规、政策和战略制定 

（请从参与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国家标准化重要法律、法规、

重大战略、政策、决策的制定工作情况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1、为推动双碳工作，联合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节能

协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院加强“双碳”系列标准制定。 

2、周晋峰博士作为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3）

委员，参与 TC563 国家标准的申报投票、制定和函审等工作，涉及《电子上午

直播售货品控管理规范》、《B2C 电子商务平台用户条款编制指南》、《电子商务

平台销售与包装临期食品规范》、《电子商务企业质量服务规范》等 20 余项标准，

多项意见受到技术委员会的重视并被采纳。 

3、周晋峰博士牵头组织中国绿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成功申请加入全国信

标委智慧城市标准工作组（SAC/TC28），积极参与工作组的各项专题组工作。 

4、周晋峰博士牵头组织中国绿发会标准委对生态环境部《生态保护红线本

底调查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等八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征求意见，提出 5 项

总体建议和 40 项针对各个标准具体的修改建议，被部分采纳。 

5、周晋峰博士牵头组织中国绿发会标准委对生态环境部《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技术规范基础调查（试行）》等七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征求意见，提出 45 项

建议，被部分采纳。 

6、周晋峰博士牵头组织中国绿发会标准委对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第 1 部分：总纲（征求意见稿）》等七项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征求意见，提出三类共 10 条修改建议，被采纳。 

7、周晋峰博士牵头组织中国绿发会政研室对涉及塑胶“毒”跑道的国家标

准进行研究，提出《关于合成材料跑道面层国家标准修订的几点建议》，被采纳

修改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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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行业本地区标准化工作 

（请从为本行业或本地区重大标准化战略、规划、政策等制定和出台所做的

工作，以及在本行业或本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具有的影响力方面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1、领导制订国内首份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

全社会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指引，组织技术力量，编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指

南》，将生态文明建设分领域具体化，可落实，可考核。 

2、组织制订国内首个生物安全标准。为落实中央关于生物安全的战略部署，

依据 2021 年 4 月正式实施的《生物安全法》，组织编制实施《生物安全通用要

求》，这是国内首个关于生物安全的系统基础标准。 

3、制订实施生物多样性 5 项工作标准。包括《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标准》、

《生物多样性评估标准》、《生物多样性修复标准》、《生物多样性适应规范》、《生

物多样性补偿标准》等 5 项标准，填补了我国生物多样性标准的空白。并推动将

生物多样性系列评估，纳入到国家和地区的重点项目、工程规划中，并作为一项

重要的环评指标。 

4、国外有关企业拒用新疆棉事件发生后，周晋峰博士本着贯彻落实中央和

习近平总书记“标准强国”的战略要求，立足于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际话语权，

着手制订并发布实施《绿色纺织品与服装标准》（GTAC），本标准全面覆盖“良

好棉花协会”（BCI）标准，并增加有关特色指标，以切实维护我国企业合法权益。 

    5、推动《绿色会议标准》在各行各业的实施和落地。与 HUI 国际会议中心

签订“绿色会议”战略合作协议。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办会方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计算机学会

主办的“第 18 届中国计算机大会”、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及中国科学院

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主办的“第一届植被病虫害遥感大会”、由华大基因和中国

绿发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均采用了《绿色会议标准》。

标准推动了 2021 年天津《关于开展节水“光瓶”行动 深化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工作方案》、北京市 2021 年出台《珍惜每滴水 光瓶饮水我们在行动倡议书》。 

6、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的工作目标，贯彻落实国务院《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推 动企业从“需求侧牵引供给侧创新减碳机制”入手，促进企业碳中和长

远目标 的达成，中国绿发会标准委联合企业绿色发展（海口）研究院制定发布

团体标准《企业碳评价标准》。有利于科学指导企业开展碳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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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贯彻《“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周晋峰牵头组织中国绿发会标

准委、中国绿发会华茻工作委员会、中国绿发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工作委员会和北

京豆制品协会共同制定发布《中国纯植物性食品标准》（T/CGDF 00030-2022），

本文件从定义、基本原则、总体要求和食品类别等方面，系统地推进绿色健康、

低碳环保的饮食结构和生产方式转型，并填补了国内纯植物性食品领域标准和规

范的空白。 

 

 
 

3．标准化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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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承担的标准化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完成状态 

（1） — — — — 

……     

科研成果转化的标准 

序号 
标准类

型 

标准编

号 

标准名

称 
个人排名 

所涉及科

研项目名

称及编号 

在标准委备案

或在标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

上公开的时间 

（1） — — — — — — 

……       

标准化相关成果受表彰奖励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表彰

奖励

时间 

表彰奖励名称 
表彰奖励

等级 

表彰奖

励部门 

个人排

名 

（1） — — — — — — 

……       

（请从牵头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标准化科研项目，推动科研成果转

化为标准，标准化相关成果受表彰奖励等情况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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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准化组织任职情况及成效 

国际标准化组织任职 

序号 组织编号 组织名称 职务 任职时间 

（1） ISO/TC331 

国际标 准化组织

生物多 样性技术

委员会 

专家 
  2021 年 10 月  —   

至今 

……     

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任职 

序号 组织编号 组织名称 职务 任职时间 

（1） SAC/TC563 

全国电 子商务质

量管理 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委员 
  2021 年  1 月  —   

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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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担任 ISO/IEC/ITU 及其技术组织或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的职务，在

标准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方面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1、为推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的国际化，在中国绿发会标准委在发布

实施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标准》基础上，周晋峰博士向国际标准化组织生物多样

性技术委员会（ISO/TC331）提交制订《生物多样性评估指南》国际标准的提案，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 

2、2022 年 3 月 2 日，周晋峰博士参加生物多样性技术委员会（ISO/TC331）

恢复保育工作组会议，并建言应秉承“预防的效果好于事后再治理”的原则。在

进一步交流后，周博士表示，执行标准的主体中有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他

们也可以像中国绿发会一样进行保护，设立保护地。这样的概念应当被提前到第

一位。主席和各国委员多表赞同，随后将这条修改建议纳入日程。 

3、周晋峰博士应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就《人工智能伦理问

题建议书（草案）》向全球征集相关意见和建议，提交了关于请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人工智能纳入三大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公共卫生安全——

的解决方式中。这一建议已获充分采纳，并明确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因素作为单章列入。 

4、周晋峰博士作为全国电子商务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3）

委员，参与 TC563 国家标准的申报投票、制定和函审等工作，涉及《电子上午

直播售货品控管理规范》、《B2C 电子商务平台用户条款编制指南》、《电子商务

平台销售与包装临期食品规范》、《电子商务企业质量服务规范》等 20 余项标准，

多项意见受到技术委员会的重视并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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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准化宣贯教育 

发表标准化论著 

序号 论著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排名 

（1） — — — — 

……     

发表标准化论文（限 20 篇）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类型 出版时间 排名 

（1） 

顺 应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需 要

“绿会指数”

团 体 标 准 发

布 

大众标准化 省级期刊 2019 年 4/4 

（2） 

王豁,王静,唐

玲,周晋峰.推

动 会 议 展 览

的 绿 色 转 型

“绿会指数”

团 体 标 准 意

义重大 

大众标准化 省级期刊 2019 年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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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开展标准化宣传教育培训，编写标准化教材，在推广标准化理念、推

动标准应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顺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绿会指数”团体标准发布》、《推动会议展览的绿

色转型“绿会指数”团体标准意义重大》，详细介绍了绿会指数标准编制的背景

（国内会议组织和会展行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标准内容、实施意义等，

旨在通过“绿色会议”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理念落到实处，切实推动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会议会展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为该行业的绿色风向标。

该标准自发布之后，已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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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准化试点示范 

（请从推动本行业或本地区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工作，

组织开展本行业或本地区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效方面进行描

述，限 1500 字） 

推动《绿色会议标准》在各行各业的实施和落地，并与 HUI 国际会议中心

签订“绿色会议”战略合作协议。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办会方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计算机学会

主办的“第 18 届中国计算机大会”、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及中国科学院

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主办的“第一届植被病虫害遥感大会”、由华大基因和中国

绿发会共同主办的“国际基因组学大会”均采用了《绿色会议标准》。标准还推

动了 2021 年天津《关于开展节水“光瓶”行动 深化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工作方

案》、北京市 2021 年出台《珍惜每滴水 光瓶饮水我们在行动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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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清单 
序号 附件类型 附件名称 

1 参与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

发展纲要等国家标准化重

要法律、法规、重大战略、

政策、决策等制定的证明 

1-标准化法律法规、政策和战略制定 

2 参与本行业或本地区重大

标准化战略、规划、政策等

制定的证明 

2-本行业本地区标准化工作 

3 牵头承担标准化科研项目

的证明 

— 

4 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 

的证明 

— 

5 标准化相关成果获奖 

的证明 

— 

6 国际标准化组织任职 

的证明 

6-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任职的证明

（ISO/TC331） 

7 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任职 

的证明 

7-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任职的证明

（TC563） 

8 发表论文论著的证明 8-顺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绿会指数”

团体标准发布 

8-推动会议展览的绿色转型“绿会指数”

团体标准意义重大 

9 标准化试点示范的证明 9-标准化试点示范 

10 其他证明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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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传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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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 提名书封面 

“编号”：无需填写，由系统自动生成。 

二、 被提名人基本信息 

1. 教育经历：限 500 字； 

2. 工作经历：限 500 字； 

3. 个人基本情况介绍：限 500 字。 

三、 标准化工作主要业绩 

请用准确的数据和案例进行说明被提名人标准化工作的主要业绩。 

1. 标准化法律法规、政策和战略制定：请从参与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国

家标准化重要法律、法规、重大战略、政策、决策的制定工作情况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2. 本行业本地区标准化工作：请从为本行业或本地区重大标准化战略、规划、政策等

制定和出台所做的工作，以及在本行业或本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具有的影响力方面进

行描述，限 1500 字； 

3. 标准化科研创新：请从牵头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标准化科研项目，推动科

研成果转化为标准，标准化相关成果获奖等情况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4. 标准化组织任职及成效:请从担任 ISO/IEC/ITU 及其技术组织或国内标准化技术组

织的职务，在标准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方面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5. 标准化宣贯教育：请从开展标准化宣传教育培训，编写标准化教材，在推广标准化

理念、推动标准应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6. 标准化试点示范：请从推动本行业或本地区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建

设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效方面进行描述，限 1500 字。 

四、 附件清单 

附件清单在上传附件后由系统自动生成，应按下列顺序上传： 

1. 参与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国家标准化重要法律、法规、重大战略、政

策、决策等制定的证明 

2. 参与本行业或本地区重大标准化战略、规划、政策等制定的证明 

3. 牵头承担标准化科研情况的证明 

4. 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情况的证明 

5. 标准化相关成果获奖的证明 

6. 国际标准化组织任职的证明 

7. 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任职的证明 

8. 发表论文论著的证明 

9. 标准化试点示范的证明 

10. 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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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根据实际填报信息按照顺序依次上传附件证明材料，所有上传文件都应是 PDF 文档，

每个文档大小不超过 2M。如单一附件类型包含多个附件，请依次添加。 

五、 上传的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可包括：参与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国家标准化重要法律、法规、

重大战略、政策、决策等制定的证明；参与本行业或本地区重大标准化战略、规划、政策等

制定的证明；牵头承担标准化科研情况的证明；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情况的证明；标准化相

关成果获奖的证明;国际标准化组织任职的证明;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任职的证明;发表论文

论著的证明；标准化试点示范的证明；其他证明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 参与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国家标准化重要法律、法规、重大战略、政

策、决策等制定的证明：应提供由文件发布单位出具的证明。 

2. 参与本行业或本地区重大标准化战略、规划、政策等制定的证明：应提供由文件发

布单位出具的证明。 

3. 牵头承担标准化科研情况的证明：应与前面所填写的科研情况清单保持一致。应提

交完成的国际级、省部级、以及其他标准化科研项目的证明。应提交项目结题证明

或验收证明，以及项目任务书。任务书中必须明示本人在该项目中的排名。 

4. 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的证明：应与前面所填写的标准清单保持一致。国内标准应提

交牵头或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制定情况。

应提交标准的封面、前言页。前言页应能看出本人在标准中的排名。封面和前言页

的来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应是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文本；国际标准应

是正式出版物；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应是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或企业标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声明公开的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且还应提交在平台公开的界面

截图。国际标准应提供参与制定 ISO、IEC、ITU 标准的情况，以及排名情况。可以

是标准化主管部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书面证明、官网截图等。应说明标准中主要

包含的科研成果名称并附相关证明。 

5. 标准化相关成果获奖的证明：应与前面所填写表彰奖励的清单保持一致。应提交标

准化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省部级奖的证明。上传受表彰获奖的证书等证

明材料。受表彰奖励的证书应能看出本人的排名。 

6. 国际标准化组织任职的证明：担任 ISO/IEC/ITU 领导职务，担任 ISO/IEC/ITU 技术

机构主席、秘书（经理）、工作组召集人等。可以是标准化主管部门、国际标准化

组织出具的书面证明、官网截图等。 

7. 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任职的证明：承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

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委员的证明。可以是标准化主管部门的书面证

明、官网截图等。 

8. 发表论文论著情况的证明：应与前面所填写的论文论著清单保持一致。应提交发表

SCI、SSCI、EI、CSSCI 论文、论著的封面、目录、正文等，且证明材料应能看出

本人的排名。 

7. 标准化试点示范的证明：推动本行业或本地区承担国家、地方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的证明。应是项目验收证明、标准化主管部门出具书面的证明等。 



19 
 

8. 其他证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