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氵Πr 北 省 财 政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转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

清单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财 政局、生态环境局 ,各 县 (市 、区)财 政

局、生态环境局 ,雄 安新区管委会 ,省 直各部门 :

现将《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

品目清单的通知》(财 库〔201㈦ 18号 )转 发给你们 ,请 结合《河北

省财政厅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河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调整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

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冀财采臼Ol㈦ 7号 )精神一并贯彻执行。

附件 :《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⑿019〕 1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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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肀环境

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

(财库⑿O19〕 18号 2019+3 月 29 日)

有关中央预算单位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 生态环境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环境保护局 :

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

(财库(2019〕 9号 ),我 们研究制定了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

清单 ,现 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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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晶目清单

品目

序号
名称 依据的标准

】
A02o1o1计 算
机设各

A02o101"服 务器 H幻m网络服务器

A020101∝ 台式计箅机 玎 ⒛邯微型计箅机、显示器

A020101∞ 便携式计算机 H1药邯 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Amo1o1o7平 板式微型计算机 HJ小“ 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Λ泷o】 ol⒅ 网络计算机 HJ⒛36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A020l01∞ 计算枧工作站 珂 ⒛搦微型计箅机、显示器

A咙0l0199其他计算机设备 HJ2636微猁计算机、显示器

2
A020106输 人

输出设备

A020l0601打 印设备

A020lO60101昭廿
墨打印机

刂药12打印机、传真机及多功

能一体机
A0201060102苡汝

光打印机

HJ⒛”打印机、传真机及多功
能一体机

A02010601"热
式打印机

HJ2512打印机、传萁机及多功
能一体机

A0⒛ l060104针
式打印机

HJ25】 2打印机、传真机及多功
能一体机

A0201∞∝ 显示设备

A020l060401液
晶显示器

HJ2536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A020l060499其
他显示器

HJ2636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Λ0201∝ ∞ 图形图像揄人设备
A020l060901 扫

描仪
HJ⒛】

`扫
描仪

3
A020202投 影

仪
HJ2516投 肜仪

A02020】 复 印

机

HJ饪 2攻 数字式复印 (包括多功
能)设备

A020204多 功

能一体机

HJ4纽 数字式复Fp(包 括多功
能)设备

6
A02021o文 印

设备
Ao2m1oo】 速印机 H4″ 数字式一体化速印机

7

Ao2030】 载 货

汽 车 (含 自卸

汽车)

珂⒛m轻型汽车

A◇20305乘 用

车(轿车)

AO2mo5o1轿 车 H12m2轻 型汽车

Ao2oaos” 其他乘用车(轿 车) 珂⒛a2轻型汽车

9 Ao2oao6客车 A02030601小 型客车 HJ药m轻型汽车

10
A020307专 用

车辆
A⑿0307㈩ 其他专用汽车 H12r,a2轻 型汽车

11
A020623制 冷
空调设备

A02∝⒛01制冷压缩机 HJ药31工商用制冷设备

AO205幻05空调机组 HJ药 31工商用制冷设各

A⑿∞⒛∞ 专用制冷、空调设备 HJ253】 工商用制冷设备

A02061g生 活

用电器

A02∝ 18m空气调节电器
A02061802o3 垄|

凋机
HJ⒛拍 房间空气调节器

A°z∞ 出m热水器 H1/T3田 太阳能集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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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

序号
名称 依据的标准

A020610照 明

设备
A02∝】90g室内照明灯具 HJ2518照明光源

14

A020810传 真

及数据数字通

信设各

A⑿Og1001传真通信设备
IIJ⒛ 12打印机、传真机及多功

能一体机

15
AO20910电 视

设备

A02091001普 通 电视设各 (电 视

机)

HJ⒛06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

A020Ol003特 殊功能应用电视设

备
HJ⒛∝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

AOcO1床类

灿a6o1o1钢木床类 玎貂 家具/H⒛妯 木塑制品

A0601∝ 木制床类 玎巧狎 家具脚 ⒛ω 木塑制品

A060199其他床类 玎⒛47家具刖 ⒛40本塑制品

1?
A06°2台 、桌

类

Ao6咙01钢本台、桌类 I△⒛″ 家具/l11药ω 木塑制品

A06⑿∞ 木制台、桌类 珂药″ 家具/田药妯 本塑制品

AO6⑿∞其他台、桌类 玎⒛47家具饲 ⒛ω木塑制品

A06ω 椅凳类

Ao6mo1金卩骨架为主的椅凳类 盯药″ 家具脚 ⒛ω 木塑制品

A06ω⑿ 木骨架为主的椅凳类 H猢 家具/H⒛佃木塑制品

A∞Oaθ 0其他椅凳类 玎 25″ 家具/玎⒛ω木塑锏品

A°6∝ 沙发类 A°6∝∞其他沙发类 H脚 家具/H⒛ω 木塑制品

20 A∞05柜类

~a6o6o1木 质柜类 珂⒛4?家具饲 ⒛40木塑制品

A06∞ω 金属质柜类 Ⅲ药″ 家具/H⒛幻 木塑制品

AO6∞∞其他柜类 玎2547家具饲 ⒛m木塑制品

A06°6架类
AO6∞01木质架类 珂猢 家具/H⒛ω 木塑制品

A06ω⑿ 金唇质架类 珂⒛妤家具/玎⒛ω木塑制品

A°6∝ 屏风类
A06"m木质屏风类 Ⅲ 2弘7翱哥/H⒛幻 木塑制品

A° 607⑿ 金属质屏风类 玎⒛47家具饲 绣幻 木塑制品

A060g0珏 水池 H/T2邮 卫生陶瓷

A06m∞ 便器 Ⅲ /T2阢 卫生陶瓷

A060g∞ 水唠 Ⅶ /T411水 嘴

加
具

组合家 HJ25砍7家具/HJ2510木 塑制

A° 61° 家用家

具零配件

珂 2617家 具/HJ2540木 塑 制

AO6㈩ 其他家

具用具

HJ2547家 具 /【V640本 塑制

A070】01 棉、

化纤纺织及印

染原料

H1⒛ 46纺织产品

A090101复 印

纸 〈包括再生

复印纸〉

HJ‘ 10文化用纸

A090201鼓 粉

盒 (包括再生

鼓粉盒)

HJ/T413再生鼓粉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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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

序号
名称 依据的标准

A100203人 造

板

A10⑿Os01胶合板 HJ5?1人追板及英制品

A100203⑿ 纤维板 HJ5"人造板及其制品

A1002∞m刨花板 HJ571人遣板及其制品

A】⒄ ∞∝ 细本工板 HJ571人造板及其制品

Al0ωO3m其他人追板 HJ571人追板及其制品

A10020珏 ェ次

加工 材 ,相 关
板材

A10⑿α∝人造板表面装饰板
HJ571人 造 板 及 某 制 品/

HJ2M0本塑制品
A1002∝∝人造板表面装饰板(地

板)

HJ571人 造 板 及 其 制 品/

HJ2“0本塑制品

3逛
A1◇0301水 泥

热料及水泥
Al003ol够 水泥 HJ2519水泥

35
A10o♂o3水 泥

混凝土制品
A10O3030l商 品混凝土 HJ/T攻 12预拌混凝土

A】 00304纤 维
增强水泥制品

A1淝α⑿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T2幻
轻质坫体板材

A10∞∝
"无

石棉纤维水泥制品 HJ/T2幻 轻质培体板材

37

A100305轻 质

建筑材料及制

品

A】 0O3∞ 0】 石0板 HJ/T2⒛ 轻质墒体板材

A】0"05ω 轻质隔墒条板 HJ/T⒛ 3轻质墒体板材

A10030`建 筑

陶瓷制品

Al0∞∝o1瓷质砖 HJ/T297陶 瓷砖

A】 0O307∝ 炻质砖 HJ/T29`陶 瓷砖

A】瑚
"∞

陶质砖 HJ/T207陶 瓷砖

A10∞ 07㈩ 其他建筑陶瓷制品 Ⅲ /T2"陶瓷砖

Al00309建 筑

防水卷材及制

品

恕蛔 1沥青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HJ455防 水卷材

Al弼∞m自 粘防水卷材 HJ4阢 防水卷材

A1003∞∝ 商分子防水卷(片 )材 HJ4阢 防水卷材

Al00310 隔

热、隔 音 大 造

矿物材料及其

制品

A10031001矿 物绝热和吸声材料 HJ/T2⒛ 轻质塘体板材

Al0031002矿 物材料制品 HJ/T″ 3轻质塘体板材

41
A10060l功 能

性建筑涂料
HJ⒛夕 水性涂料

舡∞⒃9其他非

金属矿物制品
Al00s99o1其他非金唇建筑材料 HJ4阢 刚性防水材料

衽3
Al00602墙 面

涂料

A1∞⒃⒛2合成树脂孚1液内墙涂料 HJ⒛田 水挂涂料

Al∞∞⒛3合成树脂孚L液外墙涂料 H⒛″ 水性涂料

AIo∞mOo其他墙面涂料 HJ2“7水性涂料

Λl∞∞亻防水

涂料
A】 006m㈩ 其他防水涂料 H⒛贸 水性涂料

A1°°6㈩ 其他
建筑涂料

HJ2537水性涂料

A10070【  门、

门褴

HJ/T237塑 料门窗/HJ459木
质门和钢质门

吐7 A1007m窗 HJ/T2a7塑料门窗

-5—



目

号

品

序
名称 依据的标准

AlPOlOg法 料
(;菖彗‘卩t氵苗寺丬卜丨+,h)

HJ药田 水性涂料

‘0

A170112密封
用!科及类似
品

H⒛刂l胶枯剂

50
A180201出叵谛斗

制品

H/T226建 筑用 担 料眢 材/

H/T2g1再生塑料制品

之L:环 品认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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