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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洁生产是以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为目的，以技术、管理为手段，通过对生产

全过程排污审核，实现污染预防措施，消除和减轻生产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的影响，从而

达到防治工业污染、提高经济效益双重目的的综合措施。清洁生产审核按照一定程序，

对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找出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原因，提出减少有

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产生，降低能耗、物耗以及废物产生的方案，进而选定技术经济及

环境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

清洁生产审核是实施清洁生产最主要、也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它通过一套系统

而科学的程序来实现，重点是对组织产品、生产及服务的全过程进行预防污染的分析和

评估，从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通过清洁生产方案

的实施，在源头减少或消除污染物的产生。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国家新型防伪材料高新技术企业，

也是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公司现有人员100人，其中技术人员35人，拥有

世界领先技术水平的激光制版系统、宽幅无版缝模压机、进口镀铝机、分切复卷机、涂

布复合机、转移剥离机等整套生产设备，专业从事各种高档的新型环保、节能、防伪全

息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属于其他纸制品制造行业，主要污染因子为VOCs。公

司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60号）和《关

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2010〕54号）的要求，于2020年3月委托

山东华度检测有限公司作为咨询单位开展本轮清洁生产审核。

在开展清洁生产工作过程中，对企业内部领导职工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知识宣传教

育，下发了清洁生产审核通知文件，组建了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对生产车间及车间各单

元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找出了不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环节，确定了本次审核重点为山东

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厂区，并对审核重点车间根据物料流程进行了实测，绘制了审核

重点的物料平衡图，并及时组织实施无/低费方案和中/高费方案。

本次清洁生产审核共产生17项无/低费方案、5项中/高费方案。17项无/低费方案总

计投资1.18万元，年减少胶水用量2.2t/a，减少废水性胶产生量0.033t/a；年节约用电12万

kWh；节约经济效益为13.9万元/a；5项中/高费方案总计投资23.5万元，年减少涂料使用

量2.4t/a，减少VOCs排放2.967t/a，年节约用电72万kWh，节约经济效益为



50.4万元/年。

22项方案实施完毕总投资24.68万元，产生经济效益总计64.3万元。方案实施后年减

少胶水用量2.2t/a，减少废水性胶产生量0.033t/a；年减少涂料使用量2.4t/a，减少VOCs排放

2.967t/a，年节约用电84万kWh；取得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审核小组将公司生产指标同国内同行业先进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山东泰宝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水平属于国内先进清洁生产水平。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已经结

束，但清洁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公司今后将继续牢固树立清洁生产意识，认真总结

审核工作中取得的经验，不断汲取清洁生产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思路，将清洁生产思

想应用于各自日常的工作岗位上，在公司节能、降耗、减污、增效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目 录

0编制依据...............................................................................................................................................1
1企业概况...............................................................................................................................................3
1.1企业基本情况............................................................................................................................... 3
1.2企业组织机构............................................................................................................................... 4
1.3本次清洁生产审核范围...............................................................................................................5
1.4气候、地形、地貌及水文情况..................................................................................................5
1.4.1地理位置..................................................................................................................................5
1.4.2地形地貌..................................................................................................................................5
1.4.3地表水......................................................................................................................................6
1.4.4气候气象..................................................................................................................................6
1.4.5地震..........................................................................................................................................6

1.5企业地理位置及环境功能区划..................................................................................................6
1.6公司平面布置图........................................................................................................................... 8
1.7政策的符合性和总量控制........................................................................................................ 10
1.7.1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10
1.7.2选址合理性............................................................................................................................10
1.7.3总量控制指标....................................................................................................................... 10
1.7.4环境质量执行标准............................................................................................................... 10

1.8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情况........................................................................................................ 10
1.8.1废气排放执行标准............................................................................................................... 10
1.8.2废水排放执行标准............................................................................................................... 11
1.8.3噪声排放执行标准............................................................................................................... 11
1.8.4固体废物排放执行标准....................................................................................................... 11

1.9企业管理状况............................................................................................................................. 11
2审核准备.............................................................................................................................................13
2.1取得领导支持和参与................................................................................................................ 13
2.2组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小组....................................................................................................14
2.3制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15
2.4宣传、动员和培训.....................................................................................................................17
2.5开展员工提清洁生产方案活动................................................................................................19
2.6克服清洁生产障碍.....................................................................................................................19

3预审核.................................................................................................................................................21
3.1审核原因..................................................................................................................................... 21
3.2企业生产概况.............................................................................................................................21
3.3生产工艺及产污分析评价........................................................................................................22
3.4主要原辅料及能源消耗情况....................................................................................................26
3.4.1原辅材料消耗量................................................................................................................... 26
3.4.2能源消耗情况....................................................................................................................... 27
3.4.3水消耗情况........................................................................................................................... 28

3.5企业环保工作概况.....................................................................................................................29
3.5.1企业环保管理总体情况....................................................................................................... 29
3.5.2环评及“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30
3.5.3污染物产生及治理情况....................................................................................................... 31
3.5.4污染物特性分析................................................................................................................... 34

3.6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42
3.6.1企业主要生产指标同国内同行业生产指标对比分析.......................................................42
3.6.2初步分析产污原因............................................................................................................... 42



3.7确定审核重点.............................................................................................................................44
3.7.1确定备选审核重点原则....................................................................................................... 44
3.7.2确定审核重点....................................................................................................................... 44

3.8确定清洁生产目标.....................................................................................................................45
3.9预审核方案汇总.........................................................................................................................45

4审核..................................................................................................................................................... 48
4.1审核重点概况............................................................................................................................. 48
4.1.1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48
4.1.2生产管理方面....................................................................................................................... 48
4.1.3设备维修与管理方面........................................................................................................... 48
4.1.4日常管理方面....................................................................................................................... 48
4.1.5操作单元功能说明............................................................................................................... 49

4.2输入、输出物料的测定............................................................................................................ 49
4.2.1生产车间的输入与输出....................................................................................................... 49
4.2.2实测物流的准备................................................................................................................... 50

4.3输入、输出数据汇总表............................................................................................................ 51
4.4物料、能耗平衡.........................................................................................................................51
4.5阐述平衡结果............................................................................................................................. 53
4.5.1阐述物料平衡结果............................................................................................................... 53
4.5.2物料平衡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53

4.6废物产生原因分析.....................................................................................................................54
4.6.1原辅材料和能源................................................................................................................... 54
4.6.2技术工艺............................................................................................................................... 54
4.6.3设备....................................................................................................................................... 54
4.6.4过程控制............................................................................................................................... 54
4.6.5产品....................................................................................................................................... 54
4.6.6废物....................................................................................................................................... 54
4.6.7管理....................................................................................................................................... 55
4.6.8员工....................................................................................................................................... 55

4.7评估企业生产过程.....................................................................................................................55
4.7.1对生产工艺及过程操作的评估........................................................................................... 55
4.7.2对设备运行维护保养的评估............................................................................................... 55
4.7.3对废物评估........................................................................................................................... 55

4.8进一步提出和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56
5方案的产生与筛选............................................................................................................................57
5.1备选方案的汇总.........................................................................................................................57
5.2备选方案的筛选.........................................................................................................................60
5.3方案的研制................................................................................................................................. 61

6可行性分析.........................................................................................................................................63
6.1F18复合涂布废气治理项目......................................................................................................63
6.1.1方案简介............................................................................................................................... 63
6.1.2技术评估............................................................................................................................... 63
6.1.3经济评估............................................................................................................................... 63

6.2F19复合机升级改造项目..........................................................................................................63
6.2.1方案简介............................................................................................................................... 63
6.2.2技术评估............................................................................................................................... 64
6.2.3经济评估............................................................................................................................... 64

6.3F20水性涂料代替涂料..............................................................................................................64
6.3.1方案简介............................................................................................................................... 64
6.3.2技术评估............................................................................................................................... 65



6.3.3经济评估............................................................................................................................... 65
6.4F21UV 光氧催化设备升级........................................................................................................ 65
6.4.1方案简介............................................................................................................................... 65
6.4.2技术评估............................................................................................................................... 65
6.4.3经济评估............................................................................................................................... 65

6.5F22UV 光氧催化设备改造........................................................................................................ 66
6.5.1方案简介............................................................................................................................... 66
6.5.2技术评估............................................................................................................................... 66
6.5.3经济评估............................................................................................................................... 66

6.6 推荐可实施方案........................................................................................................................66
7方案的实施与取得的效果............................................................................................................... 67
7.1制定方案实施的计划与进度....................................................................................................67
7.2资金筹措......................................................................................................................................69
7.3实施方案......................................................................................................................................69
7.4评估和汇总已实施方案的成果................................................................................................69
7.5清洁生产审核绩效.....................................................................................................................70
7.6清洁生产对企业的影响............................................................................................................ 71
7.7全部方案实施后评估.................................................................................................................71
7.7.1汇总全部方案实施后的成果............................................................................................... 71
7.7.2电平衡及水平衡................................................................................................................... 72
7.7.3审核后成果汇总................................................................................................................... 73

7.8审核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75
7.8.1评价企业废气产生情况....................................................................................................... 75
7.8.2评价企业固废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77

8持续清洁生产.................................................................................................................................... 79
8.1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织........................................................................................................ 79
8.2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制度........................................................................................................ 80
8.3持续清洁生产计划.....................................................................................................................80
8.4企业持续清洁生产的展望........................................................................................................ 81

9本轮清洁生产审核总结................................................................................................................... 82

附件 1：环评审批意见....................................................................................................................................84
附件 2：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86
附件 3：排污许可证........................................................................................................................................90
附件 4：审核前检测报告................................................................................................................................91
附件 5：审核后检测报告................................................................................................................................97
附件 6：方案实施前后照片及发票.............................................................................................................112
附件 7：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117
附件 8：清洁生产审核师证......................................................................................................................... 123
附件 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124
附件 10：清洁生产审核认定意见...............................................................................................................127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编制依据

1

0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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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1.1企业基本情况

泰宝集团始建于1993年，从生产单一激光全息防伪产品起步，发展成为涉及信息化

防伪和高端医疗器械两大新兴产业领域的高科技、智慧化企业集团，建成由防伪技术、环

保型防伪材料、防伪包装一体化及高端医疗器械等4家子公司组成的集团企业，是中国防

伪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集团建有1个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1个院士工作站和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4个省级技术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顶级科研院校建立了产学研创新平台

。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少海路北

首的泰宝工业园内，是山东泰宝集团的骨干企业之一，是国家新型防伪材料高新技术企

业，也是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公司现有人员100人

，其中技术人员35人。公司拥有世界领先技术水平的激光制版系统、宽幅无版缝模压

机、进口镀铝机、分切复卷机、涂布复合机、转移剥离机等整套生产设备，专业从事各

种高档的新型环保、节能、防伪全息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最早从事激光

全息技术综合应用领域研究的企业之一，已经被认定为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骨干企

业、中国包装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在行业内是最早通过防伪技术评审及获得生产许可证

的防伪包装材料产品生产企业。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亿平方米激光全息包装纸项目年可生产环保型全

息定位卡纸5000吨；《年产1亿平方米激光全息包装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7年4

月10日取得淄博市环保局环评批复（淄环报告表［2007］50号），2008年5月29日取得桓

台县环保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环验［2007］第42号）。

2017年11月，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投资3900万元建设“环保型大版全息定位

卡纸产品技改项目”，通过设备升级、工艺改进提高环保型全息定位卡纸生产能力，使

环保型全息定位卡纸产能新增3000吨，总产能达到8000吨。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环保型大版全息定位卡纸产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于2017年11月10日取得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桓台分局的审批意见（桓环许字［2017］

756号）。2017年11月27日，企业自行组织了项目的竣工验收监测工作，并通过了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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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情况见下表。

表1.1-1企业情况简表

企业名称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2239其他纸制品制造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崔西进

地址及邮政编码 256407

电话及传真 13655337501 联系人 石娜

主要产品及生产能力：年产环保型全息定位卡纸8000吨

关键设备：模压机、分切机、镀铝机、涂布复合机等

年末职工总数 100人 技术人员总数 35人

企业固定资产总值 5113.29万元

企业年总产值 9500万元 年总利润 390万元

建厂日期 2005年1月 投产日期 2005年1月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1.2企业组织机构

公司实行总经理领导下的各级负责制，具体分为：生产部、质量部、技术部、供应

部、财务部及销售部；管理层次简练，职能责权明晰，组织机构图见下图。

总经理

成
品
库

图1.2-1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财
务
部

技
术
部

材
料
库

供
应
部

质
量
部

环
保
办

生
产
部

销
售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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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部门设置与职责分工表见下表。

表1.2-1企业部门设置与职责分工

部门 人数 主要职责

总经理 1 协调各部门工作，负责各阶段工作落实，督导计划完成情况。

生产部 70

提供车间“三废”源头控制与处理的工艺技术、负责清洁生产项目的技术
可行性分析、车间清洁生产课题的管理与推广应用，负责车间生产工艺的
优化与管理、车间工艺操作规程、工序操作规程的完善与监督管理。特殊
情况下的车间生产调度、制定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并纳入企业日常管理，
定期进行清洁生产检查和考核。

安环管理人员 1 负责清洁生产项目设备支付、审批、验收。

供应部 3 负责项目中所需的采购。

技术部 4 负责核对环保设备的工艺数据、安装指导。

质量部 8

负责污染源的跳叉统计以及污染分析，为清洁生产提供依据、提供“三
废”排放的环保要求、标准。负责“三废”的环境日常检测工作；车间的
环保管理与污水处理站工艺技术管理、检查车间“三废”排放情况及事故
调查、监督车间环保预处理设施运转、公司环境影响调查与评价资料的收
集；对车间环保异常的反馈与落实情况复查；制定车间废水分级控制标准
以及污染物削减指标、新建项目的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合计 87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1.3本次清洁生产审核范围

本次清洁生产审核范围为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环保型大版全息定位卡纸产

品技改项目。

1.4气候、地形、地貌及水文情况

1.4.1地理位置

桓台属淄博市辖县，位于鲁中山区和鲁北平原的结合地带，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

淄博市北部，介于北纬36°51′50″-37°06′00″，东经117°50′00″-118°10′40″

，北邻博兴、高青两县，东靠临淄区，南与张店区、周村区毗连，西与邹平县接壤。

厂区位于淄博市桓台县起凤镇（桓台县少海路北首），交通运输方便。

1.4.2地形地貌

桓台县地处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与第二沉降带的衔接部位，以齐河-广饶深大断裂

为界，北部属华北凹陷区（Ⅱ级构造单位）济阳凹陷（Ⅲ级）的东南部，中部、南部处

于鲁西隆起区的北端。

地貌类型属鲁中北部黄河冲积平原，项目区地形平坦，地貌类型单一。场地内为洪

积物堆积区，第四系洪积覆盖层深厚，项目区表层为砂浆黑土、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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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地表水

该区地表河有乌河、猪龙河及马踏湖、孝妇河、涝淄河等。桓台的主要河流为乌河，

发源于临淄大武镇，自南向北流经临淄、桓台后注入小清河。地下水为晚第三、第四系

孔隙水。该区浅层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含水层（组），含水层岩性以粘质砂土粗

颗粒的碎石层为主，含水层厚度不均，富水性不均一，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

《淄博市水功能区划》（淄政字［2012］10号）：鲁泰达到至徐斜为东猪龙河高新区景观

用水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标准；徐斜以下为桓台农业用水区，执行地表水环境

质量Ⅴ类标准；乌河为马踏湖的主要补给水源，马踏湖是淄博市重要的鱼虾蟹藕养殖区，

划为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功能区；孝妇河发源于博山区禹王山、青石关、岳阳山一

线中低山区，流经博山、淄川、张店，在马尚与范阳河汇合，再经桓台县汇入小清河；

涝淄河发源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北山北麓，流经临淄区边河乡、张店区沣水镇、桓台

县果里乡至索镇城南入乌河。

1.4.4气候气象

桓台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性气候，属半湿润地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季集

中在7-8月。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541.2小时。年平均气温为13.1℃。平均地温为

15℃。年平均降水量为645.5毫米。年平均气压为1011.1毫巴。主要风向为西南风。年平均绝

对湿度为11.6克/立方米，年平均相对湿度为63%。

1.4.5地震

根据国家地震局《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本区域基本地震烈度为Ⅶ度，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为0.1g。

1.5企业地理位置及环境功能区划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位于桓台县起凤镇（桓台县少海路北首），西邻少海路，

北面为税务所，东边为厂区道路，南面为中保康医疗器具有限公司车间。厂区周边最近

的村庄为为厂区南面的宋家村，最近距离为1400米，能够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详见

图1.5-1厂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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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

图1.5-1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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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环境功能区划，厂区所在地环境质量执行以下标准。

表1.5-1环境质量标准一览表

项目 标准分级或分类 执行标准

环境空气 二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

地表水 Ⅴ类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地下水 Ⅲ类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声环境 2类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1.6公司平面布置图

厂区位于桓台县起凤镇（桓台县少海路北首），厂区西部主要为生产区，北部为仓

库，东南部设污水处理站；西北部设人流出入口，西南部设物流出入口。

总平面布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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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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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政策的符合性和总量控制

1.7.1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公司现有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十九款“轻工

”第11条“真空镀铝、喷镀氧化硅、聚乙烯醇（PVA）涂布型薄膜、功能型聚酯（PET）薄

膜、定向聚苯乙烯（OPS）薄膜及纸塑基多层共挤或复合等新型包装材料”，属于国家

鼓励类项目。项目建设符合相关产业政策，符合当地发展规划；采取国内先进的技术与

设备，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技术可靠、经济可行，各种污染物的

排放浓度、排放量均能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1.7.2选址合理性

厂区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起凤镇，项目用地符合桓台县起凤镇整体规划要求。

另外，项目污染物排放量较小，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厂区选址合理。

1.7.3总量控制指标

公司已于2020年7月6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为91370321771020923K001P；排污

许可证中未对总量控制指标进行规定。

1.7.4环境质量执行标准

表1.7-1环境质量标准一览表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分级或分类

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 二级

地表水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Ⅴ类

地下水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

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类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1.8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情况

1.8.1废气排放执行标准

表1.8-1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源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标准限值来源

废气

VOCs 50 2.0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
》（DB37/2801.5-2018）

表2、表3。

苯 0.5 0.2

甲苯 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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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 15 0.8

制表石娜

表1.8-2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标准
审核巩运军

污染源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标准限值来源

废气

VOCs 2.0 /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
》（DB37/2801.5-2018）

表2、表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

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

苯 0.1 /

甲苯 0.2 /

二甲苯 0.2 /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1.8.2废水排放执行标准

厂区无废水外排，生产设施运营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

1.8.3噪声排放执行标准

表1.8-3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制表石娜

1.8.4固体废物排放执行标准

审核巩运军

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

1.9企业管理状况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响应国家节能环保政策要

求，加大防污、治污、减排、增效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公司坚持节约能源和防止污染并

举，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通过积极推行环保目标责任制管理模式，以治理厂

区环境为重点，强化监督检查，改善环境质量，致力于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积极推

广清洁工艺和无污染、少污染的生产方式，逐步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和资源配备，持续改

进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环境面貌不断改善，达到国家要求。公司领导也始终把环境保护

工作作为企业的“生命工程”来抓，牢固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采用先进

的治污设备，使废气治理水平达到同行业较高标准，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

赢”。公司通过加强管理，制定目标、指标、管理方案，加强日常监测和考核，努力提

高自身环境绩效和环境管理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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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严抓生产经营的同时，认真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

坚持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始终把环保工作列入公司的重要议程。公司

已于2021年2月在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桓台分局进行了环境应急预案备案。

（1）公司环保相关工作分属质量部负责，由一名公司主要领导分管环保工作，并

配备专职环保管理人员。环保管理机构由各车间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2）环保管理机构人员认真学习国家和地方发布实施的环保法律法规，对员工进

行环保法律法规方面的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员工的环保意识。

（3）质量部建立环保设施档案，登记环保设施的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安装位置，

以确保在环保设施发生故障时能够及时维修和更换。车间对环保设施、设备认真管理，

建立日常巡检、维护制度，确保环保设施在良好的状态下运行。环保设施日常的维修所

需要的备品备件有一定的储备。

（4）环保设施与主体设备同步运行。环保设施发生故障停机时，主机设备必须停

止运行，违者给予当事人500-1000元的处罚。

（5）各岗位严格按照环保设施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汇报领

导进行检查和维修。凡因操作失误造成设备故障或不能正常运行时，视责任程度给予经

济处罚。

（6）各岗位要做好环保设施的运行记录，对出现的“跑、冒、滴、漏”现象要及

时进行封堵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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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核准备

审核准备是清洁生产审核的第一阶段，该阶段的工作目的是通过宣传教育使公司的

领导和职工对清洁生产有一个初步的、正确的认识，消除思想和观念上的障碍，了解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的内容、要求及工作程序。本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取得企业高层领导的支

持和参与，组建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制定清洁生产工作计划、认真组织各部门学习清洁

生产审核相关知识、宣传清洁生产思想，以保证审核工作的顺利开展。

2.1取得领导支持和参与

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审核需要全员参与，涉及到企业的各个部门，随着审核工作的不

断深入，审核的工作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主要参与审核的工作部门和人员也需要及时调

整。因此，高层领导的支持和参与直接决定了审核过程中清洁生产方案是否符合实际，

是否易于实施。

公司的领导一直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在了解清洁生产的相关理念与工作方法与

程序后，认为推行清洁生产，一方面可以将国际上最新的环境与生产及管理思路带给企

业，使企业实现节省资源与能源，降低消耗或生产成本，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另一方

面能够提高员工素质，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改善企业的环境形象。本次清洁生产

审核工作的开展对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公司领导认识到，清洁生产可以为公司带来如

下效益：

（1）提高公司环境管理水平；

（2）提高原材料、水、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成本；

（3）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量，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物处理费用；

（4）促进公司技术进步；

（5）提高职工素质；

（6）改善操作环境，提高生产效率；

（7）树立公司形象，扩大公司影响。

清洁生产审核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操作工人必要的时

间方面的投入。另外还要投入必要的资金，包括监测设备、聘请外部专家、编制审核报

告、方案实施等所需要的费用。除了这部分投入外，公司还要承担实施中/高费方案可能

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但与清洁生产审核可能带来的经济

效益和环境效益相比，这些投入是很小的，且对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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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综合考虑得失后，公司领导层决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要求公司各个部门、每

位员工积极的配合，顺利完成本轮审核工作。

2.2组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小组

组建一个权威、实干、团结的清洁生产审核小组是企业顺利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保

证。为此，公司明确了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领导和工作小组，成员为公司领导和各个部

门的负责人，技术指导为山东华度检测有限公司，同时明确了工作小组的职责，具体人

员安排如表2.2-1和表2.2-2所示。以此为核心全面开展企业清洁生产的审核工作。

表2.2-1清洁生产审核领导小组成员表

姓名
审核小组

职务
部门/职务 职责分工

预计投入
时间（天）

崔西进 组长 总经理
全面负责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对审核相关问题进
行决策支持。

30

巩运军 副组长 副总经理
筹划与组织协调，协助组长全面负责清洁生产审
核工作，对可行性方案和优化生产工艺进行研究

全程

姜思泉 组员 技术部经理
筹划与组织协调，协助组长全面负责清洁生产审
核工作，对可行性方案和优化生产工艺进行研究。

60

赵振虎 组员
生产部工艺主

管
负责全厂的清洁生产方案实施过程中各物料平衡
实测工作的计量和质量分析工作。

全程

石娜 组员 质量部经理
负责搞好宣贯培训、组织制定与修改完善相关支
持性文件、制度规程和相应的管理考核办法。编
写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全程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表2.2-2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成员及职责

姓名
审核小组

职务
部门/职务 职责分工

预计投入
时间（天）

崔西进 组长 总经理
筹划与组织协调，协助领导全面负责清洁生产审
核工作，对可行性方案和优化生产工艺进行研究

60

巩运军 副组长 副总经理
协助领导协调工作，监督安全环保安全工作。负
责评价产污排污状况、分析产污原因并作出评价。

全程

田秀琴 成员 财务部
负责方案的可行性分析，进行经济评估和方案实
施过程中的财务管理与效益跟踪验证。

30

姜思泉 组员 技术部经理

负责搞好宣贯培训、组织制定与修改完善相关支
持性文件、制度规程和相应的管理考核办法。编
写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30

赵振虎 组员
生产部工艺

主管

编制工艺流程图、资料收集等活动，加大生产过
程中控制力度，严厉查处违法《生产工艺管理规
定》的不良现象；负责物料平衡及相关资料。

全程

石娜 组员 质量部经理

优化生产工艺，操作，组织员工考试和培训、征
集合理化建议，并协助各部门经理负责清洁生产
审核工作。

全程

张国红 成员 环保专员
协调组长协调清洁生产工作，组织培训，征集合
理化建议。

全程

童玉 成员 清洁生产审

核师

指导本公司的清洁生产审核，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宣贯、法律法规的讲解与宣传

全程

刘滨 成员 收集资料，指导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编写 全程

高斌 成员 行业专家 对审核过程中的出现工艺技术问题进行指导 30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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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制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审核工作小组成立后，为使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按一定的程序和步骤有条不紊的开展

下去，在清洁生产咨询单位的现场指导下，审核领导小组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明确审

核各阶段的工作内容、进度、参与部门、责任人等，并制定出审核工作计划。

在实际工作中，审核小组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清洁生产的目标。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计划按以下七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审核准备

工作重点是组织宣传培训、提高全员清洁生产意识，取得最高管理层的支持与参与。

组建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制定清洁生产工作计划。

第二阶段：预审核

工作重点是对企业概况、生产状况、环保状况、管理状况、员工素质、产污排污状

况、产污原因情况进行调查评价，确定审核重点，设置清洁生产目标，提出和实施无/

低费方案。

第三阶段：审核

工作重点是确定物料输入输出方式，建立物料平衡图；对排污状况分析研究，找

出原因；提出和实施无费/低费方案。

第四阶段：方案的产生和筛选

工作重点是研究制定备选方案，对方案进行分类，确定筛选方案，并继续实施无费

/低费方案。

第五阶段：方案可行性分析

工作重点是对筛选出的方案进行技术、环境及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综合分析，向审核

组推荐可实施方案。

第六阶段：方案实施

工作重点是组织实施推荐方案，并对方案实施成果进行评价。

第七阶段：持续清洁生产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织、相关支持性

文件、制度、记录等，制定持续改进意见和规划，实现持续清洁生产。

为使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按规范的程序和步骤进行，便于企业内部进行考核，根据国

家、山东省和淄博市相关部门的政策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清洁生产审核咨

询机构专家指导下，公司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制订了审核工作计划。在实际工作中，审核

小组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清洁生产的目标。具体审核工作计划见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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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表

项
目

行动方案 衡量标准 完成时间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审核准备

1.1 成立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成立清洁生产领导、工作小组

（红头文件）
3.1 审核小组 质量部

1.2 聘请有资质审核单位 与中介机构签订合同 3.2—3.5 审核小组 质量部

1.3 初步对现场及资料审核、

熟悉

各项目环评资料、现场各装置的

查看
3.6—3.15 质量部 各车间

宣传、教育、发动

1.4 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培训

中层以上培训
培训率100％（培训表签到） 3.16—

3.18
审核小组 质量部

1.5 职工培训
培训率95％以上（人员签字、培

训试卷、成绩汇总）
3.19—4.1 各车间 各车间职工

各种资料收集阶段

资料收集（提前准备）

表2-1-1历年主要原辅材料、能源

、水消耗表

4.1-4.10

质量部 各车间表2-1-2历年产品产量表

表2-1-3单位产品消耗资源能源表

表2-1-6原料成分表 质检部 质检部

表2-2主要生产/环保设备一览表 质量部 质量部

方案的产生与筛选（提前准备，力争整个清洁生产时间缩短）

2.1

全员参与征集清洁生产

方案

无/低费方案（合理化建议）汇总

（各部门针对实际中存在问题

提出方案）
截止4.15 质量部 各车间

方案汇总

中/高费方案（合理化建议）汇总

（各部门针对实际中存在问题

提出方案）

2.2 现场调研 初步了解全厂工艺（详细工艺） 4.8—4.15 中介机构

审核师
各车间

预审核

3.1 确定审核重点，制定清洁

生产目标

从几个备选审核重点中确定一

个审核重点，目标量化
4.15-4.18 质量部 各车间

3.2 初步提出并实施无低费

方案

各部门针对实际中存在问题提

出方案
4.16-4.30 质量部 各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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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行动方案 衡量标准 完成时间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审核

4.1 审核重点现状调查 / 5.3-5.7 审核小组 --

4.2 实测输入输出物料 / 5.8-5.14 重点部门 重点部门

4.3 建立物料平衡和水平衡 / 5.17-5.21 重点部门 重点部门

4.4 废物产生的原因和平衡

发现问题分析

从生产过程8个方面分析并提出

改进方案
5.24-6.12

重点部门 重点部门

4.5 针对审核重点提出并实

施无低费方案

审核重点部门针对实际中存在

问题提出方案
重点部门 重点部门

可行性分析

5.1 组织主要部门进行可行

性论证

推荐可行方案，不可行方案原因

分析 65-6.9
审核小组 各车间

5.2 方案筛选，可行性分析 技术评估，环境评估，经济评估 审核小组 各车间

方案实施

6.1 组织方案的实施
无低费方案实施率100％，中/高
费方案全部实施

6.12-7.31 审核小组 重点部门

6.2 评估和汇总已实施的方

案的成果

1.无低费方案数量，实施率，实
施后的经济，环境效益。2.中/高
费方案数量，实施率，实施后的
经济，环境效益。3.分析清洁生
产对目标影响。

8.1-9.30 审核小组 重点部门

持续清洁生产

7.1 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

织
/

2022.1-
2025.5

审核小组 审核小组

7.2 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管

理制度
/ 审核小组 审核小组

7.3 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 审核小组 审核小组

7.4 清洁生产报告编写 / 全程 审核小组 审核小组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2.4宣传、动员和培训

广泛开展宣传、培训活动，争取企业内各部门和广大职工的支持，尤其是现场操作

工人的积极参与，是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顺利进行和取得更大成效的必要条件。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清洁生产的宣传、发动工作由清洁生产审核小组负

责，做到使清洁生产深入人心。自2020年3月清洁生产审核启动会议召开以来，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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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生产车间通过例会、强化培训等形式对全体员工进行宣传教育，从质量部下达

了清洁生产审核的正式文件和清洁生产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的名单，使全体员工了解清

洁生产的目的、意义和要求，提高参与意识，激发创造动力，自觉投入到清洁生产审核

工作中。

山东华度检测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师对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参与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人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审核前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清

洁生产促进法》（主席令2012年第54号）、《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环保部令2016年第38号）、《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2010］54号

）、清洁生产的概念、审核的目的意义及具体审核步骤等。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清洁生产的宣传教育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清洁生产审

核领导、工作小组培训，企业中高层干部宣传培训，企业员工宣传培训。在开展清洁生

产初始时，以企业车间班组长以上干部培训为主，主要通过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领导、

工作小组培训主要体现在启动清洁生产审核后，根据审核工作的整体推进计划，结合实

际出现的问题逐步进行；员工的宣传培训主要集中在生产班组进行。

通过动员会议与培训活动，公司领导、技术人员对清洁生产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了解了清洁生产及清洁生产审核的相关知识和程序，消除了对清洁生产的观念障碍和法

律障碍，认识了自身在清洁生产审核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更好的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将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落到实处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公司员工参与了本轮清洁生产的培

训，明确了各自岗位在清洁生产工作中应承担的职责与任务，审核小组成员则了解掌握

了清洁生产审核整个工作程序和方法，为后续的审核工作奠定了基础。

针对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制定了培训计划，并组织了试卷考试，对考试结果进行量化，

使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对清洁生产的定义、实施意义、实施程序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全面

的了解，调动了全体人员开展清洁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清洁生产审核培训计划见下表。

表2.4-1清洁生产审核培训计划

培训时间 培训对象 地点 主讲 主讲内容

2020.3 公司全体人

员
会议室 童玉

①清洁生产法律、法规；②清洁生产的意义、内容以
及审核程序；③下发合理化建议表，全员征集合理化
建议。

2020.3 公司全体人

员
会议室 童玉

①类图、表的填制；②对生产车间的生产现状和环境
保护现状进行探讨；③收集合理化建议，提出和实施
无/低费方案；④确定审核重点各操作单元功能；⑤制
订输入、输出物流实测计划；⑥为实测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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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时间 培训对象 地点 主讲 主讲内容

2020.5 工作小组成
员

会议室 童玉
①汇总实测数据，并分析；②绘制各种流程图、平衡
图、数据表；③提出部分中/高费方案。

2020.6 领导和工作
小组成员

会议室 童玉 ①总和筛选方案；②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2020.6 领导和工作
小组成员

会议室 童玉 对通过可行性分析的部分方案，制订实施计划。

2020.8 工作小组成
员

会议室 童玉
①对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统计、考察；②建立和完善
清洁生产的管理制度；③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2020.9 工作小组成
员

会议室 刘滨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制。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2.5开展员工提清洁生产方案活动

为了充分调动职工参与清洁生产的热情，配合清洁生产方案的提出，企业开展了清

洁生产实施方案征集，企业各部门员工围绕生产各环节，积极献言献策，参与率达到

95%，大量的清洁生产建议成为可以执行的清洁生产方案。

2.6克服清洁生产障碍

尽管推行清洁生产会给企业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但由于目前阶段企业

在思想观念、技术、资金、员工素质、管理、外部环境等方面与国内外先进企业相比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推行清洁生产还存在许多障碍，为此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对公司车间进

行了现场调查，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谈话，从中分析出公司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主要存在

四个方面的障碍，并针对每种障碍提出了可行的解决办法，具体的障碍及解决办法见表

2.6-1。

表2.6-1实施清洁生产的障碍与相应的解决办法

障碍 障碍原因 解决办法

观念
障碍

1）部分车间领导和职工对清洁生产
认识不足，认为环保就是末端治理，
是环境管理部门的事情。2）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复杂，难度大，担心精力
不够，怕影响生产。

1）利用各种宣传途径大力宣传清洁生产的目的、意义、
与“末端治理”的弊端，并利用国内外同行清洁生产成
果说明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工作的潜在效益。
2）学习清洁生产审核步骤与方法，落实相关负责人员，
并组成审核小组。

管理
障碍

1）各部门独立性强，协调困难。2
）现在的管理考核制度与清洁生产
的理念有些冲突。

3）未建立清洁生产的管理制度。

1）审核小组由总经理亲自负责，各部门随时参与协调。
2）加强培训，建立清洁生产、污染预防的理念，建立
有利于清洁生产的各种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

产
艺
碍

生
工
障

1）基础设施不满足清洁生产需要。
2）有些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往往与传
统作业习惯不符，不易于贯彻实施。
3）生产过程中各能资源消耗计量不
准确或无计量。

1）充分收集现有各种资料，并加强调研和实测。
2）通过各种途径取得行业内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
3）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将有关污染预防工作列为主要
岗位职责，不定期检查执行情况。
4）充分利用现有的计量装置，优化使用，合理调配，
适当增加必要的计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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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 障碍原因 解决办法

经济
障碍

1）担心清洁生产实施中 /高费方案
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影响企业生产。
2）担心清洁生产提高企业生产成
本，降低企业竞争力。

1）尽快启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
案，并从中获得实际效益。
2）优先实施效益好投入低的清洁生产方案，提高企业
积极性。

策
规
碍

政
法
障

1）企业对适用法律不够了解。2）
现行的环境管理制度对于清洁生产

的要求不够。

1）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其它
适用法规，充分了解法规要求。
2）充分总结清洁生产经验，促进实施企业管理和环境
管理中有利于清洁生产的一些规定和方法。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行业专家工作记录表、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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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审核

预审核是清洁生产审核的第二阶段，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主要任务是收

集企业现有资料并对企业生产现状做全面的调查、分析。调查内容包括：生产、管理过

程中最明显的废物和废物流失点；能耗和物耗最多的环节和数量；原料的输入和产出；

物料管理状况、设备维护状况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产排污分析，根据国内外同行业的生

产水平和排放状况，确定审核重点并设置清洁生产目标，同时针对现场调查中发现的问

题制定并实施明显的和简便易行的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清洁生产方案。

3.1审核原因

2010年4月国家环保部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

[2010]54号）“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属于

其他纸制品制造行业，“其他纸制品制造”不在管理名录中，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响应国家节能环保政策要求，加大防污、治污、减排、增效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大力

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造，积极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3.2企业生产概况

3.2.1企业概况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公司拥有世界领先技术水平的激光制版

系统、宽幅无版缝模压机、进口镀铝机、分切复卷机、涂布复合机、转移剥离机等整套

生产设备，专业从事各种高档的新型环保、节能、防伪全息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年

可生产环保型全息定位卡纸8000吨。

企业基本组成情况见下表。

表3.2-1厂区组成情况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1座，包括复合涂布车间、镀铝车间、模压车间、分切车间；

辅助
工程

办公室 建筑面积80m2；砖混结构；

公用
工程

给水系统 由桓台县供水管网提供；

供电系统 由桓台县供电公司提供；

环保
工程

废气治理 UV光解净化器；

污水处理 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固废贮存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处理；废薄膜经收集后，定期由供应商回收；废胶
桶由厂家回收；废胶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废铝渣集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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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类别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后外卖。

噪声治理 基底减振、隔声、消音等。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3.2.2企业产品情况

近三年产品及产值汇总见下表。

表3.2-2企业产品汇总表

产品名称
产品
单位

近三年年产量（吨） 近三年年产值（万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全息防伪纸 t 2764 2658 3364

8023 8626 9354全息防伪膜 t 449 564 517

合计 t 3213 3222 3881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3.3生产工艺及产污分析评价

3.3.1生产工艺简述

制版涂布后将转移基膜安装到模压机上，通过温度、压力将版上的图案压到塑料薄

膜上，通过复卷机重新卷筒，然后真空镀铝机镀铝，经复合机用水性胶水将白卡纸与镀

铝后薄膜复合、剥离，通过复卷机重新卷筒，再经过横切机将剥离后的卡纸断张，最后

检验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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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噪声、

固废

拼版

模压

复卷

镀铝

复卷

涂布、复合、剥离

分切、横切

检验

入库

图3.3-1全息防伪纸生产工艺流程图

噪声、固废

噪声、固废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预审核

24

拼版

模压

复卷

镀铝 噪声、固废

复卷

分切

检验

入库

图3.3-2全息防伪膜生产工艺流程图

公司主要设备及设施见下表。

表3.3-1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验收购入日期 安装地点 备注

1 BZ/MY-MY-01 模压机 CZ-RY1200 2005年6月 模压车间

2 BZ/MY-MY-02 模压机 CZ-RY1200 2005年6月 模压车间

3 BZ/MY-MY-03 模压机 CZ-RY1200 2005年6月 模压车间

4 BZ/MY-MY-04 模压机 CZ-RY1200 2005年6月 模压车间

5 BZ/MY-MY-05 模压机 LS-DMY800 2017年11月 模压车间

6 BZ/MY-MY-06 模压机 MY-800A1 2016年12月 模压车间

7 BZ/MY-MY-07 模压机 MYB-900 2011年3月 模压车间

8 BZ/MY-MY-08 无版缝模压机 MYM-800B 2008年6月 模压车间

9 BZ/MY-MY-09 模压机 MY-800A 2020年6月 模压车间

10 BZ/MY-MY-10 模压机 MY-800A 2020年6月 模压车间

11 BZ/MY-MY-11 模压机 LS-MY800 2018年5月 模压车间

废气、噪声、

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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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验收购入日期 安装地点 备注

12 BZ/MY-MY-12 无版缝模压机 LS-MY800 2019年5月 模压车间

13 BZ/MY-MY-13 无版缝模压机 LS-MY800 2019年5月 模压车间

14 BZ/MY-MY-14 无版缝模压机 MY-1200EC 2020年6月 模压车间

15 BZ/FQ-MFQ-01 膜分切机 FQW1300C 2005年10月 膜分切车间

16 BZ/FQ-MFQ-02 膜分切机 FQW1300C 2007年4月 膜分切车间

17 BZ/FQ-MFQ-03 膜分切机 FQW1300C 2007年12月 膜分切车间

18 BZ/FQ-MFQ-04 膜分切机 GFTW-1200 2017年12月 膜分切车间

19 BZ/FQ-MFQ-05 膜分切机 GFTW-1200 2011年4月 膜分切车间

20 BZ/FQ-FJ-01 小复卷机 XFJ-150 2016年7月 膜分切车间

21 BZ/DL-DL-01 镀膜机 YZZ-2000F/08 2013年10月 镀铝车间

22 BZ/DL-DL-03 镀膜机 YZZ-2000F/08 2021年8月 镀铝车间

23 BZ/DL-FQ-01 膜分切机 GFTW-1200D 2012年6月 镀铝车间

24 BZ/DL-FQ-02 膜分切机 GFTW-1200D 2012年6月 镀铝车间

25
BZ/ZH-FH-01 复合涂布机 FTB-N1100 2015年1月

复合涂布车

间

26
BZ/ZH-FH-02 复合涂布机 TSF-1100 2010年1月

复合涂布车

间

27
BZ/ZH-FH-03 复合涂布机 FTB1100M-N 2018年8月

复合涂布车

间

28 BZ/FQ-BL-01 剥离机 ZBJ1100 2005年6月 纸分切车间

29
BZ/FQ-BL-02

剥离分切复卷

机
GFJP-1100B 2012年6月 纸分切车间

30 BZ/FQ-ZFQ-01 纸分切机 GFTW-1100B 2007年1月 纸分切车间

31 BZ/FQ-HQ-01 横切机 HQD-1100 2011年3月 纸分切车间

32 BZ/FQ-HQ-02 横切机 HQD-1100CS-3 2016年10月 纸分切车间

33 BZ/FQ-HQ-03 横切机 HQD-1100CS-4 2018年11月 纸分切车间

34 BZ/MY-DY-01 电晕机 UL113-2 2005年6月 模压车间

35 BZ/MY-DY-02 电晕机 UL113-2 2005年6月 模压车间

36 BZ/MY-DY-03 电晕机 UL113-2 2005年6月 模压车间

37
BZ/DL-DL-02 进口镀膜机

V8METHs12

P3DHD
2014年5月 镀铝车间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公司所使用的设备都经过考察招标而购入，凡是采用的设备都具有质检、环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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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权威部门认证。完好的关键设备和特种设备每年都聘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检

验，使用部门定期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符合要求。对比工信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

品）淘汰目录（第一、二、三、四批）》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部分

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有关规定，未发现公司有

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设备。设备完好率98%以上。

3.3.2产污环节分析

公司生产装置主要污染物产生环节见下表。

表3.3-2生产装置主要污染物产生环节一览表

类
别 产生环节 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 治理措施 排放方式

废
气 复合涂布

无组织

VOCs - 集气罩、换气扇 -

有组织

VOCs

1.1473t/a
UV光解净化器 排气筒1、

22.9965t/a

废
水 生活污水 COD、BOD5、

SS
178.5t/a 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不外排

固
废

复合涂布 废水性胶HW13 2.3t/a

收集后交由有危险废物资质
的危废单位处理

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

置

复合涂布 废有机溶剂
HW06

3t/a

模压工序 废机油HW08 0.5t/a

废气处理工序 废活性炭HW49 0.6t/a

光氧催化装置 废灯管HW29 150根/3a

胶粘过程 废胶桶 100个/a 收集后，由厂家回收 -
生产过程 废薄膜 300t/a 收集后，由供应商回收 -

镀铝机 铝渣 2.0t/a 集中收集后外卖
收集后外

卖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3.0t/a 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理 -
噪
声

模压机、分切机、
复合机等设备噪声

/ / 减振、隔声 --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3.4主要原辅料及能源消耗情况

3.4.1原辅材料消耗量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涉及原辅材料主要有白卡纸、水性胶水、PET原膜等。

企业近三年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见表3.4-1。

涂料及乙醇使用后会产生VOCs，清洁生产审核后更换为水性涂料，涂料中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含量符合《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GB33372-2020)及《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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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含量的限值》(GB38507-2020)等标准的要求。

表3.4-1企业近三年主要原辅料表

主要原辅材料
近三年消耗量 近三年单位产品消耗量

单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单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PET原膜 a 960 1100 800 kg/t 298.79 341.40 206.13

白卡纸 a 3500 3400 3700 kg/t 1089.32 1055.25 953.36

单面铜版纸 a 800 780 810 kg/t 248.99 242.09 208.71

水性胶水 a 108 118 124 kg/t 33.61 36.62 31.95

涂料 a 85 82 85 kg/t 26.46 25.45 21.90

乙醇 a 27 26 25 kg/t 8.40 8.07 6.44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3.4.2能源消耗情况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涉及的能源主要有电、水，近三年能源消耗情况见表

3.4-2。

表3.4-2企业主要能源消耗情况一览表

能源名

称

近三年消耗量 近三年单位产品消耗量

单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单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电 万度 488 536 518 度/吨 1518.83 1663.56 1334.71

水 吨 1266 1300 1290 吨/吨 0.39 0.40 0.33

综合
能耗

ce 599.86 658.86 636.73 tce/吨 0.19 0.20 0.16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注：电力折标系数1.229吨标煤/万千瓦时，水折标系数0.0857吨标煤/千立方米。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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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8997.3

复合涂布

车间

模压车间

生产用电

分切车间

5180000

全厂用电

镀铝车间

2000

模切车间

图3.4-1审核前全厂电平衡图单位：度（2019年）

3.4.3水消耗情况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近三年水消耗情况见表3.4-3。

表3.4-3企业近三年水消耗情况一览表

能源名称
近三年消耗量 近三年单位产品消耗量

单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单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水 吨 1266 1300 1290 吨/吨 0.39 0.40 0.33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

.

环保设施

办公用电

4585975

6769772

69881.52

61146.33

51756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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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193.16

经地埋式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用于

厂区绿化

新鲜水

损耗0.4

有机废气净化

装置用水

图3.4-2审核前全厂水平衡图单位：吨（2019年）

3.5企业环保工作概况

3.5.1企业环保管理总体情况

企业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始终坚持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举的工作思路，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方针、指示的要求组织生产，狠抓环境治理，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不断

采取措施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降低废物产生量，质量部设专门的安全环保管理人员。

本轮清洁生产审核期间公司无重大污染事故发生。

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内部节能，降低消耗等管理制度，加强了考

核监督，使节能降耗工作在企业内部得到了实质性的落实。这是企业认真落实节能减排

目标计划，将节能减排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策略和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取得的成

果。

（1）环保管理措施

①生产车间内涉及VOCS产生的环节，尽可能采取密闭措施，如将车间进行密封，

导排有机废气，增加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

②含VOCs的原辅材料在储存和输送过程中保持密闭，使用后及时密闭，减少挥发；

③废涂料全厂统一集中密闭处理；

④根据生产实际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建立了VOCS管理运行情况记录制度。

⑤建立了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

0.6冷却水作为危险废物委

托资质单位处理

生活用水
1095.84

1290

1289

1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30

（2）节能降耗减排管理

为切实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公司充实了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将生产车间主要负责人

列入节能减排领导小组成员，对上级节能减排方面的文件、指标要求等及时让全体领导

小组成员传阅，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出现的问题采取解决的措施，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从大局着想，督促相关部门主动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在年初制订方针目标时

把节能减排指标列入考核目标范围，层层落实分解，使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深入、扎实、

有实效。强化、细化管理，加大检查、考核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采取通报批评等方式严

格进行管理，杜绝生产过程中原辅料浪费严重现象。

（2）节能降耗减排工作

公司充分利用宣传栏、简报、横幅标语、宣传口号等形式大力宣传资源节约法律法

规和方针政策，提高全体员工对节约能源和发展循环经济以及搞好资源综合和利用的重

要性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加提取技术开发资金，用于节能减排改造、资源回

收利用等项目，使节能降耗工作更有力度。在开展本轮清洁生产审核之前，公司已做了

部分节能降耗方面的工作。公司开展的这些工作已经具备了清洁生产的意识，符合清洁

生产的要求。但公司这些节能降耗的工作还没有系统化，仍然还有很大的潜力。

3.5.2环评及“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亿平方米激光全息包装纸项目年可生产环保型全

息定位卡纸5000吨；《年产1亿平方米激光全息包装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7年4

月10日取得淄博市环保局环评批复（淄环报告表［2007］50号），2008年5月29日取得桓

台县环保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环验［2007］第42号）。

2017年11月，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投资3900万元建设“环保型大版全息定位

卡纸产品技改项目”，通过设备升级、工艺改进提高环保型全息定位卡纸生产能力，使

环保型全息定位卡纸产能新增3000吨，总产能达到8000吨。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环保型大版全息定位卡纸产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于2017年11月10日取得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桓台分局的审批意见(桓环许字［2017］756

号)。2017年11月27日，企业自行组织了项目的竣工验收监测工作，并通过了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

公司现有项目环评审批与环保验收情况见表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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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环评及验收批复情况一览表

工程名称 产品产能 环评手续文号 验收手续文号

年产1亿平方米激光全息
包装纸项目

年可生产环保型全息
定位卡纸5000吨 淄环报告表［2007］50号 环验［2007］第42

号

环保型大版全息定位卡纸
产品技改项目

环保型全息定位卡纸
产能新增3000吨

桓环许字［2017］756号) 2017.11自主验收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3.5.3污染物产生及治理情况

项目主要污染物有废水、废气和固废。企业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情况汇总见表3.5-2。

表3.5-2厂区主要污染物产生环节一览表

类
别

产生环节 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 治理措施

环保
设施
运行
状况

排放方

式

废
气

复合涂布

无组织VOCs - 集气罩、换气扇 正常 -

有组织VOCs
1.1473t/a

UV光解净化器 正常
排气筒
1、22.9965t/a

废
水

生活污水 COD、BOD5、SS 178.5t/a
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
于厂区绿化。

正常 不外排

固
废

复合涂布过程 废水性胶HW13 23t/a

收集后交由有危险废
物资质的危废单位处

。
-

委托有

资质单

位处置

复合涂布过程
废有机溶剂

HW06 3t/a

模压工序 废机油HW08 05t/a
废气处理工序 废活性炭HW49 0.6t/a
光氧催化装置 废灯管HW29 150根 /3 a

胶粘过程 废胶桶 100个/a 收集后，由厂家回收 - -
生产过程 废薄膜 300t/a 收集后，由供应商回收 - -

镀铝机 铝渣 2.0t/a 集中收集后外卖 -
收集后
外卖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3.0t/a 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
理 - -

噪
声

模压机、分切
机、复合机等设

备噪声

/ / 减振、隔声 正常 --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3.5.3.1有组织废气产生及治理措施

企业有组织废气主要为复合涂布产生有机废气。

（1）复合涂布废气：

生产中采用环保水性胶，复合过程将水性胶加热到80℃左右，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

经集气罩收集（效率80%）后，进入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废气经处理后由一根15m排气

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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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3涂布、复合废气排气筒出口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参数

监测点位 涂布、复合废气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19.07.05

监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VOCs
浓度（mg/m3） 6.60 6.20 7.92

排放量（kg/h） 0.117 0.100 0.128

苯
浓度（mg/m3） 0.020 0.025 0.025

排放量（kg/h） 0.000354 0.000403 0.000404

甲苯
浓度（mg/m3） 0.073 0.090 0.125

排放量（kg/h） 0.00129 0.00145 0.00202

二甲苯
浓度（mg/m3） 0.633 0.509 0.747

排放量（kg/h） 0.0112 0.00821 0.0121

废气流量（m3/h） 17688 16131 16172

废气温度（℃） 32.5 33.1 32.9

废气流速（m/s） 17.38 15.85 15.89

排气筒高度/内径（m） 15/0.6

备注：检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80%。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根据监测结果，复合废气废气排放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5部分：表

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2标准。

（2）复合涂布废气：

涂布过程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效率80%）后，进入有机废气净化

装置，废气经处理后由一根15m排气筒排放。

表3.5-4涂布、复合排气筒出口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参数

监测点位 涂布、复合废气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19.07.05

监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VOCs
浓度（mg/m3） 11.1 11.1 10.9

排放量（kg/h） 0.308 0.350 0.321

苯
浓度（mg/m3） 0.016 0.011 0.005

排放量（kg/h） 0.000444 0.000347 0.000147

甲苯 浓度（mg/m3） 0.040 0.102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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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kg/h） 0.00111 0.00322 0.000855

二甲苯
浓度（mg/m3） 0.129 0.223 0.105

排放量（kg/h） 0.00358 0.00703 0.00310

废气流量（m3/h） 27761 31525 29480

废气温度（℃） 29.4 28.7 29.4

废气流速（m/s） 15.34 17.42 16.29

排气筒高度/内径（m） 15/0.8

备注：检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80%。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根据监测结果，复合涂布废气排放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5部分：表

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2标准。

3.5.3.2无组织废气产排情况

企业运营过程中无组织废气主要包括VOCs、苯、甲苯、二甲苯。

表3.5-5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日期
污染物、点位

2019.07.05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VOCs（μg/m3）

上风向1# ND ND ND

下风向2# ND ND ND

下风向3# ND ND ND

下风向4# ND ND ND

苯（μg/m3）

上风向1# ND ND ND

下风向2# ND ND ND

下风向3# ND ND ND

下风向4# ND ND ND

甲苯（μg/m3）

上风向1# ND ND ND

下风向2# ND ND ND

下风向3# ND ND ND

下风向4# ND ND ND

二甲苯（μg/m3）

上风向1# ND ND ND

下风向2# ND ND ND

下风向3# ND ND ND

下风向4# ND ND ND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5部分：

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3标准。

3.5.3.3评价企业固废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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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废弃物，一般固废主要为职工

生活垃圾、生产中产生的下脚料、不合格品和废胶、废有机溶剂。危险废弃物主要为废

胶（HW13），废有机溶剂（HW06），废机油（HW08），废活性炭（HW49），废灯管（HW29）。

表3.5-6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环节 形态 产生量 类别 处置方式

1 废胶HW13 复合涂布 液态 2.0t/a 危险废物265-103-13

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置

2 废有机溶剂HW06 复合涂布 液态 3t/a 危险废物900-402-06

3 废机油HW08 模压工序 液态 0.5t/a 危险废物900-217-08

4 废活性炭HW49 废气处理 固态 0.6t/a 危险废物900-041-49

5 废灯管HW29 光氧催化 固态
150根
/3a 危险废物900-023-29

6 废胶桶 胶粘过程 固态 100个/a 一般固废
收集后，由厂

家回收

7 废薄膜 生产过程 固态 200t/a 一般固废
收集后，由供
应商回收

8 铝渣 镀铝机 固态 2.0t/a 一般固废
集中收集后

外卖

9 生活垃圾
办公生活

区
固态 3.0t/a 一般固废

分类收集，环
卫部门定期

清运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3.5.3.4评价企业噪声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企业运营过程中主要为模压机、分切机、复合机等设备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其

噪声水平一般在65～75dB（A）之间，采取措施后噪声水平一般在42～60dB（A）之间。

表3.5-7厂界噪声检测结果

编号 监测点位 2019年7月5日昼间LeqdB（A） 2019年7月5日夜间LeqdB（A）

1# 东厂界外1m 52.3 42.3

2# 南厂界外1m 54.6 42.2

3# 西厂界外1m 54.4 43.8

4# 北厂界外1m 58.2 45.8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根据监测数据，采取相关减振、隔声措施后，厂界噪声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3.5.4污染物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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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8污染物特性表

1、废弃物名称：有机废气

2、废弃物特性：气体

化学和物理特性简介：

有害成分：VOCs有害成分浓度：

有害成分及废物所执行的环境标准/法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

（DB37/2801.5-2018）表2标准

有害成分及废弃物所造成的问题：外排可能造成大气环境污染

3、排放种类

□连续

■不连续类

型：

■周期性

□偶尔发生（无规律）

4、产生量：/

5、排放量：4.1438t/a

6、处理处置方式：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通过UV光解净化器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

7、发生源：复合涂布过程

8、发生形式：挥发

9、是否分流：

■是

□否，与何种废弃物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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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9污染物特性表

1、废弃物名称：固废

2、废弃物特性：铝渣

化学和物理特性简介：

有害成分：无

有害成分浓度：无

有害成分及废物所执行的环境标准 /法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有害成分及废弃物所造成的问题：

3、排放种类

□连续

■不连续

类型

■周期性

□偶尔发生（无规律）

4、产生量：2t/a

5、排放量：

6、处理处置方式：集中收集后外卖

7、发生源：镀铝机

8、发生形式：生产结束后从车间产生

9、是否分流：

■是

□否，与何种废弃物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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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0污染物特性表

1、废弃物名称：废水性胶、废胶桶

2、废弃物特性：有毒有害

化学和物理特性简介：

有害成分：挥发性有机物、危险固废

有害成分浓度：/

有害成分及废物所执行的环境标准/法规：《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

有害成分及废弃物所造成的问题：污染水环境和土壤

3、排放种类

□连续

■不连续

类型：

□周期性

■偶尔发生（无规律）

4、产生量：2.3t/a

5、排放量：2.3t/a

6、处理处置方式：经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7、发生源：复合涂布机

8、发生形式：复合涂布废弃

9、是否分流：

■是

□否，与何种废弃物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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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1污染物特性表

1、废弃物名称：废有机溶剂

2、废弃物特性：有毒有害

化学和物理特性简介：

有害成分：挥发性有机物、危险固废

有害成分浓度：/

有害成分及废物所执行的环境标准/法规：《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

有害成分及废弃物所造成的问题：污染水环境和土壤

3、排放种类

□连续

■不连续

类型：

□周期性

■偶尔发生（无规律）

4、产生量：3t/a

5、排放量：3t/a

6、处理处置方式：经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7、发生源：复合涂布

8、发生形式：生产过程

9、是否分流：

■是

□否，与何种废弃物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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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2污染物特性表

1、废弃物名称：废机油

2、废弃物特性：危险废物

化学和物理特性简介：毒性

有害成分：在机器设备维修维护过程产生的丧失使用性能的废机油等

有害成分及废物所执行的环境标准/法规：《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其修改单

有害成分及废弃物所造成的问题：污染水环境和土壤

3、排放类型

连续

不连续

类型： 周期性周期时间：——

偶尔发生（无规律）

4、处理处置方式：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5、发生源：设备维修

6、发生形式：设备维修更换的不合格废机油。

7、是否分流：

是 否，与何种废物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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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3污染物特性表

1、废弃物名称：废活性炭

2、废弃物特性：危险废物

化学和物理特性简介：

有害成分：挥发性有机物、危险固废

有害成分浓度：/

有害成分及废物所执行的环境标准/法规：《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

有害成分及废弃物所造成的问题：污染水环境和土壤

3、排放种类

□连续

■不连续

类型：

□周期性

■偶尔发生（无规律）

4、产生量：0.6t/a

5、排放量：0.6t/a

6、处理处置方式：经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7、发生源：废气处理

8、发生形式：生产过程

9、是否分流：

■是

□否，与何种废弃物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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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4污染物特性表

1、废弃物名称：废灯管

2、废弃物特性：有毒有害

化学和物理特性简介：

有害成分：含汞废物

有害成分浓度：/

有害成分及废物所执行的环境标准/法规：《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

有害成分及废弃物所造成的问题：污染水环境和土壤

3、排放种类

□连续

■不连续

类型：

□周期性

■偶尔发生（无规律）

4、产生量：150根/3a

5、排放量：150根/3a

6、处理处置方式：经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7、发生源：光氧催化（废气处理）

8、发生形式：生产过程

9、是否分流：

■是

□否，与何种废弃物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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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公司所涉及产品的清洁生产标准，因此将公司生产指标同国内同

行业生产指标分别进行了对比。

3.6.1企业主要生产指标同国内同行业生产指标对比分析

（1）同行业企业基本情况

山东富扬科技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坐落于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于2012

年，是由香港富扬投资有限公司在济宁创办的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全息镭射膜与纸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占地105亩，总投资3亿元，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并设有

标准化恒温恒湿的无尘生产车间及科技研发中心。

公司主要生产激光全息（镭射）转移膜、卡纸，激光全息（镭射）复合膜、卡纸，

铝箔复合卡纸，激光全息（镭射）定位专版防伪膜、卡纸，特殊微压纹路技术等防伪新

型包装材料。膜产品年产量达4亿平方米、纸类产品年产量4万吨。

（2）具体指标对比

审核小组将公司生产指标同国内同行业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3.6-1。

表3.6-1同类型企业清洁生产指标对比表

产品名称 项目 单位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山东富扬科技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纸制品

水性胶水 千克/吨 34.06 34.00

涂料 千克/吨 24.60 24.00

电耗 度/吨 1505.70 1500.00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泰宝包装制品生产厂区清洁生产水平与同类型企业相比基本处于同类水平。山东泰

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在原辅材料消耗及能源利用方面仍存在不少清洁生产的环节，应通

过强化管理、改进技术，进一步降低能耗，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综上可知，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水平审核前属

于国内一般清洁生产水平。

3.6.2初步分析产污原因

针对公司各生产车间的排污现状，审核小组人员进行了现场考察和原因分析，结果

见表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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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2废物产生原因分析表

废物名称
原因分类

原辅料和能源 技术工艺 设备 过程控制 产品 废物特性 管理 员工

废气 √ √ √ √ √ √ √ √

生活污水 √ √

固体废物 √ √ √ √ √ √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1）原辅材料和能源

在不影响到产品品质的前提下，工艺必须遵循原辅材料用量的最小化原则。能源消

耗上强化管理，对生产过程中电耗进行严格控制，在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的前提下，减

少环境污染。

（2）技术工艺

生产过程的技术工艺水平基本上决定了废弃物的产生量和状态，先进而有效的技术

可以提高原材料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公司采用的工艺较为先进，主要生产设备全部使用较先进的设备，在节能环保上采

取多种措施，不但可以减少废弃的无组织排放，还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

物料损耗量，节约资源。

（3）设备

设备作为技术工艺的具体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设备的适用性及其

维护、保养情况等均会影响到废弃物的产生。

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均系国内先进设备，不仅确保了各工序连锁、联动的协调性、安

全性，也提高了关键工艺参数自动调节和控制的水平，从而使得生产过程污染物产生量

大大减小，成品率大大提高，随之能耗大大降低。

（4）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对许多生产过程是极为重要的，反应参数是否处于受控状态并达到优化水

平（或工艺要求），对产品的得率和优质品的得率具有直接的影响，因而也就影响到废

弃物的产生量。

（5）产品

产品的要求决定了生产过程，产品性能、种类和结构等的变化往往要求生产过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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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因而也会影响到废弃物的产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确定和调整生

产品种和规模，加强库房的有效管理，减少和避免原材料失效，可最有效的减少物耗和

能耗，以达到清洁生产的要求。

（6）废弃物

废弃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和所处的状态直接关系到它是否可现场再用和循环使用。

我公司生产工艺较简洁，产生的废气经环保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7）管理

加强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任何管理上的松懈均会严重影响到废弃物的产

生。公司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强管理：严格执行工艺规章制度，制定原辅材料定额消耗，

减少水资源浪费，原料进厂把关等。

建议对公司进一步强化管理，例如增加对全厂员工的定期培训；运输车辆与其他车

分开停放，安排专人对环保设备进行维护等。

（8）员工

任何生产过程，无论自动化程度多高，从广义上讲，均需要人的参与，因而员工素

质的提高及积极性的激励也是有效控制生产过程和废弃物产生的重要因素。

车间操作工人专业技能和熟练程度均须提高，另外要提高员工积极性和进取精神，

这样才能减少废物产生。员工必须提高节能降耗意识。

3.7确定审核重点

3.7.1确定备选审核重点原则

清洁生产审核重点的确立，是整个清洁生产过程的关键步骤和重点工作，审核小组

通过各个车间现场调查，收集到有关物耗、能耗、废物、管理等现状资料。

原则如下：

（1）污染物产生量大，排放量大，严重超标的环节；

（2）污染物毒性大，难以处理、处置的环节；

（3）容易产生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环节；

（4）严重影响生产，构成生产瓶颈的环节。

3.7.2确定审核重点

清洁生产审核重点的确立，是整个清洁生产过程的关键步骤和重点工作。在对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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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进行预审核过程中，审核小组成员及行业专家多次到生产车间进

行考察、调研，并与现场管理、技术人员以及操作工人进行座谈询问，对企业现状调研

考察及横向对比。

审核小组综合考虑公司各方面因素，确定本轮审核重点：泰宝包装制品生产厂区。

3.8确定清洁生产目标

为使清洁生产工作在公司得以真正落实，能通过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预防污染的目的，经审核小组多次考察论证，依据“针对审核重点、定量化、可

操作、并有激励作用”的原则，参照国内外同行业、类似规模、工艺技术水平，结合企

业本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审核重点清洁生产目标，据此检验和考核本轮清洁生产工作

的成果。

设置清洁生产目标是通过对审核重点设置定量化指标，使清洁生产真正得以落到实

处，通过清洁生产达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目的。

表3.8-1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项目 单位 现状

近期目标（本轮清洁生产
审核结束时）

远期目标（2022年）

绝对量 相对量（%） 绝对量 相对量（%）

审核重点（泰宝包装制品生产厂区）

单位产品水性胶水消耗 kg/吨 34.06 34.0 -0.18% 33 -3.11%

单位产品涂料消耗 kg/吨 24.60 24.4 -0.81% 24.2 -1.63%

单位产品电消耗 度/吨 1505.70 1504.0 -0.11% 1500 -0.38%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3.9预审核方案汇总

根据清洁生产审核的目的和方法，审核小组人员时刻注意发现清洁生产机会，针对

现场调查发现的问题，认真研究提出了解决措施，同时在公司各个工段向员工发放清洁

生产合理化建议表，公司员工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大量的清洁生产无/低费方案。经过

审核小组的初步筛选，发现以下方案为明显可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对于另外的清洁生

产方案公司清洁生产小组须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

预审核阶段产生和形成的清洁生产方案整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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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1预审核阶段产生方案汇总

编
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方案实施效果 经济效益
预计投资
（万元）

F01 PET剥离膜

二次利用

（1）复合涂布对剥离膜进行分
类，完善除静电措施；（2）根据
各产品对原材料的需求整理；（
3）根据接头数和规格尺寸进行
分类；（4）涂布、镀铝、分切工
序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

节约能源，减少固

体废弃物。

降低产品成
本，提高公

司效益

/

F02
1#复合机刮
刀架改进

通过对1#复合机刮刀架的改进，
解决漏料问题

减少胶水用量和
危废产生量

降低公司生
产成本

/

F03
加装复合机
上胶稳定装

置

通过加装上胶稳定装置，稳定调
节上胶辊与膜压辊之间的间隙，
稳定上胶量，提高产品质量，同
时减少胶水的浪费。

稳定产品质量，同
时减少胶水用量
和危废的产生

降低公司生

产成本
/

F04 提升模压机

生产效率

（1）完善生产工艺，提高员工
操作技能；（2）在保证产品质量
的前提下车速由30m/min提高至
35m/min。

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工作效
率，提高公

司效益

/

F05 复合机排风

循环使用

1＃复合、表涂烘箱最后两组的
排风改为前两组烘箱的进风，使
热能重复利用，每小时节约50度
电。

年节约用电12万
kWh

年节约电费

8.4万元
/

F06
切纸机推纸
器及操作面
板改造项目

更换同步带与操作面板，加快推

纸速度。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效率与
切纸尺寸准

确度
0.3

F07
复合3#收卷
支撑架改造

项目

加装调节螺丝，调整高度后紧
固，与联轴器相匹配，与齿轮咬
合时更加顺畅。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设备效

率
/

F08
改变网纹辊
目数，减少上

胶量

保证色差和质量的前提下，调整
胶水配比，把表涂、上色陶瓷网
纹辊由300目改为350目，湿涂量
由42g降为30g。

降低用胶量，减少

危废量。
降低成本 /

F09
符合涂布工
序优化上料

方式
使用不锈钢桶代替料车

降低用胶量，减少

危废量。
降低成本 /

F10
复合涂布机
安装除静电
收卷压辊

安装除静电收卷压辊

无静电吸附灰尘，
使得涂布后的膜
变得干净，模压效
率提高，产品质量

大大提高

提高产品质

量
0.3

F11

镀铝复卷分
切机收卷联
轴装置改造

项目

改造联轴器咬合口的形状，加大

接触面积，减少磨损松动问题，

防止联轴器自动弹开。

减少涂料的挥发，

有害气体减少

降低原材料
损耗，节省
原料费用

0.03

F12
一号镀铝机
喂丝管清理
托盘改造

根据设备宽度，加工宽5cm的平

板，并两侧弯边。
提高生产效率 / 0.05

F13
减少原材料
尺寸，降低成

本

在不影响客户标准的前提下，改
变原材料的采购规格，降低生产
成本。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工作效
率和产品质

量
/

F14 打包机转盘

防护圈安装

在转盘周边安装加固防护圈，防
止地面损伤，碎渣不会轻易掉入
转盘内部影响转动，并且在使用
拖车运输时更加顺畅。

保障设备正常运

行

提高生产效

率
/



47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预审核

编
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方案实施效果 经济效益
预计投资
（万元）

F15 改造上料循

环装置

固定位置改为可移动支架，过滤

方式改为三重过滤，上料头改为

直角可固定。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设备效

率
/

F16
烘箱进风口
增加过滤装

置
3号机进风口增加滤网

保障设备正常运

行

提高生产效

率
/

F17 自动打包装
置

断张机处安装打包机代替人工
打包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生产效

率
0.5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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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核

审核是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第三阶段，目的是通过审核重点的物料平衡，发现

物料流失的环节，找出废弃物产生的原因，查找物料储运、生产运行、管理以及废弃物

排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寻找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提供依

据。本阶段工作重点是实测输入输出物流，建立物料平衡，分析废弃物产生原因。

4.1审核重点概况

经过对企业的预审核后，审核小组对泰宝包装制品生产厂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

进行进一步审核工作。包装制品生产车间2005年建成并投产，主要以白卡纸、水性胶

水、PET原膜等为原料，由拼版、模压、复卷、镀铝、复卷、复合涂布、剥离、分切、

横切等工序组成。

4.1.1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拼版涂布后将转移基膜安装到模压机上，通过温度、压力将版上的图案压到塑料薄

膜上，通过复卷机重新卷筒，然后真空镀铝机镀铝，经复合涂布机用水性胶水将白卡纸

与镀铝后薄膜复合、剥离，通过复卷机重新卷筒，再经过横切机将剥离后的卡纸断张，

最后检验入库。

4.1.2生产管理方面

为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生产管理体系，制定月度生产、消耗等奖

励政策，提高了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确保完成生产任务。

为保证产品质量，公司成立工艺质量管理小组。依据公司产品质量标准，加强工艺

过程中的控制检测，协调生产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加强对各工序质量指标的检测。

4.1.3设备维修与管理方面

公司重视对维修人员的培训管理采取多种培训方式，提高维修人员的业务水平，从

而提高设备维修质量，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单元内部加强设备巡查力度，日常巡查中发现的设备隐患及时有效排除。每周对单

元设备进行一次大检查，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4.1.4日常管理方面

公司加强对水、电消耗的控制，对达到指标的项目进行奖励，同时建立完善奖励机

制，鼓励职工搞小改小革、提供合理化建议。加强成本控制，严格控制各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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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操作单元功能说明

包装制品生产过程中各生产单元操作功能说明见下表。

表4.1-1包装制品各生产单元操作功能说明表

单元操作名称 功能说明

拼版 外购。

复合涂布 在基材表面涂上一定功能性的胶水，通过烘干后收卷。

模压
对模压基材加温使功能层软化，并通过加压使镭射版压印在软化的功能层上，将
镭射版上的镭射图文复制到该树脂功能层上。

镀铝 在真空条件下，利用点子束加热待蒸材料，使之成为气体后凝聚在材料表面。

复合涂布
将纸与膜用胶水合为一起，通过高温烘干，使膜上的图案转移到纸上，实现新功能
。

分切 根据客户需求把产品切成合格的尺寸。

制表石娜

4.2输入、输出物料的测定

审核巩运军

在本次清洁生产审核之前，公司通过多年的生产实践，已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材料和过

程参数，收集了大量的原料及最终产品的物料转换及流失的数据。为了在本阶段对审核

重点做更深入细致的物料平衡和废物产生的原因分析，审核小组充分利用现有计量器具

、设备，在正常生产条件下，根据工艺特点及物料流向，于2020年5月在现场审核期间进

一步实测了包装制品生产线的输入、输出物料流。

4.2.1生产车间的输入与输出

包装制品生产过程中输入与输出物流见图4.2-1。

水蒸发损耗

PET原膜
白卡纸
单面铜版纸
水性胶水
涂料
乙醇

生产用水

废气

图4.2-1包装制品生产车间输入、输出物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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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实测物流的准备

1）确定实测物流的时间和周期：时间为2020年5月8日、9日、10日三天，每天为一个

周期，进行实测。

2）实测物流项目：对进车间的原料纸、原料膜、涂料、水性胶等和出车间的下脚

料、废有机溶剂、废水性胶水、产品等进行实测。

3）生产车间各个操作过程均为实测输入、输出物流的监测点。

4）实测条件是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下进行。

5）实测是以每个工作日为实测单位（不考虑产品用纸的型号、规格），由部门经理

负责落实生车间的实际消耗和利用情况。

6）测量仪器和计量工具为秤，水由于使用量比较少，进行估算。使用的计量工具

都在有效期内，单位统一。

4.2.3实测物流

2020年5月8日、9日、10日三天的实测数据见表4.2-1至表4.2-3。
表4.2-12020年5月8日实测数据表

输入原材料量 输出量

PET原膜 kg/d 2670 转移纸 kg/d 11189
白卡纸 kg/d 12348.2 转移膜 kg/d 1710

单面铜版纸 kg/d 2680 废纸 kg/d 3720
水性胶水 kg/d 408.28 废胶 kg/d 27.88

涂料 kg/d 278.56 废有机溶剂 kg/d 25.14
乙醇 kg/d 80.65 废薄膜 kg/d 1108

生产用水 kg/d 19.8 蒸发损耗 kg/d 18.95

- - - 废气 kg/d 2.86
合计 18485.49 合计 17801.83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表4.2-22020年5月9日实测数据表

输入原材料量 输出量

PET原膜 kg/d 2681.5 转移纸 kg/d 11202.3
白卡纸 kg/d 12308.7 转移膜 kg/d 1715.8

单面铜版纸 kg/d 2675.8 废纸 kg/d 3745.8
水性胶水 kg/d 412.7 废胶 kg/d 28.1

涂料 kg/d 280.3 废有机溶剂 kg/d 25.6
乙醇 kg/d 81.2 废薄膜 kg/d 1124

生产用水 kg/d 20.3 蒸发损耗 kg/d 19.5

- - - 废气 kg/d 3.02
合计 18460.5 合计 17864.12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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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2020年5月10日实测数据表

输入原材料量 输出量

PET原膜 kg/d 2648.51 转移纸 kg/d 11248.69
白卡纸 kg/d 12343.09 转移膜 kg/d 1744.19

单面铜版纸 kg/d 2744.2 废纸 kg/d 3784.2
水性胶水 kg/d 419.01 废胶 kg/d 30.09

涂料 kg/d 291.13 废有机溶剂 kg/d 26.75
乙醇 kg/d 88.14 废薄膜 kg/d 1188

生产用水 kg/d 22.39 蒸发损耗 kg/d 19.06

- - - 废气 kg/d 3.09
合计 18556.47 合计 18044.07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4.3输入、输出数据汇总表

审核小组根据2020年5月对包装制品生产过程输入输出物料的测定结果，对审核重

点物流输入和输出实测数据进行了分类汇总，输入输出数据汇总情况见下表。

表4.3-1物料输入输出汇总结果

输入原材料量 输出量

PET原膜 kg/d 2666.67 转移纸 kg/d 11213.33
白卡纸 kg/d 12333.33 转移膜 kg/d 1723.33

单面铜版纸 kg/d 2700.00 废纸 kg/d 3750.00
水性胶水 kg/d 413.33 废胶 kg/d 28.69

涂料 kg/d 283.33 废有机溶剂 kg/d 25.83

乙醇 kg/d 83.33 废薄膜 kg/d 1140.00
生产用水 kg/d 20.83 蒸发损耗 kg/d 19.17

- - - 废气 kg/d 2.99
合计 18500.83 合计 17903.34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4.4物料、能耗平衡

实测布点情况见图4.4-1。审核小组根据2020年5月份对包装制品生产过程输入输出物

料的测定结果，绘制出了审核重点车间的物料平衡图，见图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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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VOCs平衡情况见图4.4-2。

涂料0.57

产品44

废有机溶剂26

废气2

图4.4-3VOCs平衡图（单位：kg/d）

经统计计算，物料输入为18500.83kg，输出为17903.34kg，输入输出之差为597.49kg，

损失率为3.23%＜5%；VOCs输入为83.9kg，输出为79.9kg，输入输出之差为4kg，损失率为

4.77%＜5%；实测数据有效。通过物料平衡可以看出各单元操作的输入与输出量误差，在

允许范围以内。物料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较多的下脚料和不合格品，为

更好的使生产过程更加高效、投入产出比更高，应分别从生产的各个方面挖掘清洁生产机

会，减少物料的流失。

4.5阐述平衡结果

4.5.1阐述物料平衡结果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审核小组在车间生产技术人员配合下，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仪

表，完成了物料实测工作。实测数据质量可靠，数量充足。

通过实测物料平衡可以看出，各单元操作的输入与输出量误差较小（小于5%），说

明本次实测数据可以作为平衡分析之用。从实测结果与日常记录数据相比得知，实测数

据能比较准确地反映装置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可利用该实测结果进行后面的评估和分

析。

4.5.2物料平衡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通过物料平衡图可以看出输入、输出物料基本处于平衡状态，物料损失不大。通过

对本次审核的重点进行分析，找出一系列改进方案，以提高原料和能源利用率，降低水耗

、能耗，提高和改进产品质量，同时减少废物排放。

（1）现有部分涉及VOCS设备的操作空间异味较大。解

决方法：进行局部密闭导排有机废气。

（2）现有部分生产线产品质量由人工控制，效率低，不合格品较多。

生
产
车
间乙醇83.33

废纸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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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提高自动化水平，实现设备自动扫描校验，提高生产效率。

（3）原料中使用易挥发的有机材料较多。

解决方法：降低原料中易挥发的有机材料的使用量。

4.6废物产生原因分析

废弃物和能源消耗的主要原因，按清洁生产审核要求，从影响生产过程的八个方面

进行分析：

4.6.1原辅材料和能源

1）生产车间的主要原辅材料为纸、涂料；公司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能保证原辅材

料的质量得到控制。

2）涂料的配比，达到水墨平衡是由相关的技术人员操作，比例合理。

4.6.2技术工艺

公司使用常规的印刷技术，纸张的浪费和较多使用涂料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4.6.3设备

生产车间大部分为国产设备，自动化程度尚可提高。在国内属于平均水平，未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和限期淘汰的设备，能够保证生产的正常生产运行。车间设备经常保修维

护，平均半个月左右进行一次检修，无跑、冒、滴、漏现象。

4.6.4过程控制

机器的运行参数，首先根据机器的说明，然后根据产品要求，最后根据工人的经验，

在试机纸上进行试机，尽可能减少废弃物的出现。其操作过程，公司有明确的规范要求，

从而避免次品、废弃物的大量产生。

4.6.5产品

1）生产出的成品需要通过分切机进行分切，按要求定规格产生废纸。

2）每批产品出来后都进行简单的包装，然后运到下一个工序。包装用的膜进行回

收，外卖到厂家。

4.6.6废物

涂布、复合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通过光氧催化装置处理后

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

企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废弃物，一般固废主要为职工

生活垃圾、生产中产生的下脚料、不合格品。一般固废主要是纸张，全部回收分类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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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交给市政环卫部门处理，危险废物收集后交由有危险废物资质的危废单位处

理；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4.6.7管理

1）相关的管理条理，操作规程齐全。

2）生产记录等完整。

3）与清洁生产节省能源的奖惩制度不够完善。

4.6.8员工

1）新到员工一般都是先进行岗位培训，然后有老员工带新员工，达到公司要求后，

才可以自行操作。但如综合素质再进一步提高，则产品质量和数量将会得到响应的提高，

同时废弃物将减少。

2）缺乏对员工主动参与清洁生产的激励措施。

表4.6-1废物产生原因分析表

废物
名称

主要废物产生源
原因分类

原辅料
和能源

技术
工艺 设备

过程
控制

产品
废物
特性

管理 员工

废气 复合涂布 √ √ √ √ √ √

废水 生活污水 √ √

固废 生产车间 √ √ √ √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4.7评估企业生产过程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多年来坚持以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和竞争力为宗旨，采

取一切有利措施，狠抓生产和各项管理，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4.7.1对生产工艺及过程操作的评估

目前企业生产采用的是成熟工艺。另外，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对生产过程中

加强员工的教育，经常对员工进行工序培训与教育，提高了员工的操作技能，减少生产

过程中原材料的浪费。

4.7.2对设备运行维护保养的评估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使用先进的设备，淘汰落后的设备，自动化水平逐渐提

高；设备检查实行点巡检制度，确保了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或备用状态。

4.7.3对废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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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生产车间产生的废物，公司根据企业的发展规划和资金支配状况，制定

中/高费清洁生产方案进行积极的治理。

4.8进一步提出和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在审核过程中进一步提出和实施清洁生产方案，见下表。

表4.8-1审核阶段产生方案汇总

编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方案实施效果 经济效益
预计投资
（万元）

F18 复合涂布废

气治理项目

部分涉及VOCS设备的操
作空间异味较大，进行局
部密闭导排有机废气。

降低VOCs等废气
的外排量，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

/ 11.5

F19
复合涂布机
升级改造项

目

与胶水供应商商讨，在保
证烘干效率的前提下，调
整温度和胶水等参数，提
高复合机复合车速，同提

5米/分钟。

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设备用电量

预计每年节约用

电72万kwh，效率

提高6%.
2

F20 水性涂料代

替涂料

通过调整工艺，用水性涂

料代替涂料。

降低VOCs等废气
的外排量，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

/ 2

F21 UV光氧催

化设备升级

增加活性炭处理程序，提

高废气处理率

降低VOCs等废气
的外排量，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

/ 2

F22 UV光氧催

化设备改造

通过改造设备，增加排风

量，提高收集效果

降低VOCs等废气
的外排量，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

/ 6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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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案的产生与筛选

方案产生和筛选是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第四个阶段。本阶段的目的是通过

方案的产生、筛选、研制，为下一阶段的可行性分析提供足够的中/高费清洁生产方案。

本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根据审核阶段的结果，制定审核重点的清洁生产方案；在分类汇总

基础上（包括已产生的非审核重点的清洁生产方案，主要是无/低费方案），经过筛选确

定出中/高费方案供下一阶段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对已实施的无/低费方案进行实施效

果核定与汇总。

5.1备选方案的汇总

清洁生产的方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技术性较强，投资相对较高，需要进行技术

经济比较的中/高费方案；另一类为基本不需要投资或只需要少量投资的无费/低费方案，

这些方案一般不需要技术论证，可根据生产单位的生产现状，在生产运行、控制管理过

程中及生产设施的运行维护、点检、检修、大修过程中得以解决。因此，清洁生产方案

（特别是无费/低费方案的产生和实施）从预审核阶段便开始，并贯穿于整个清洁生产审

核过程中（见图5.1-1）。

技术工艺设备过程控制管理员工

生产过程

废弃物

排放

图5.1-1生产过程框图

由上图可知，影响生产过程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原辅材料和能源、技术工艺、设备、

过程控制、管理、员工、产品和废弃物等八个方面，实现和推进清洁生产的潜力和途径

也同样存在于这八个方面。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宣传、培训以及开展各种活动等形式，在全厂

范围内进行宣传动员，不断地发动全体员工从影响生产过程的八个方面征集方案或合理

原辅材料
和能源

回
用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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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议。方案来源一部分为一线员工从本岗位考虑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一部分为工程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对整个生产工艺、生产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后，针对生产工艺及管理

过程的薄弱环节提出的技术方案或管理方案。

本轮审核所产生的各种无/低费、中/高费清洁生产方案，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1）审核小组在全厂范围内进行宣传动员，制定奖励措施，鼓励全体员工提出清

洁生产合理化建议。

（2）根据废物产生原因分析产生方案。

（3）广泛收集国内外同行先进技术，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所产生的方案。

（4）通过对行业专家技术咨询产生的方案。

在预审核及审核阶段，通过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提出

合理化建议等以上4个方面的活动，各生产车间分别提出、产生了一些备选方案。在提

出、产生大量备选方案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归类、归纳、整理、汇总等工作，最后形

成了22项清洁生产备选方案，方案汇总见下表5.1-1、表5.1-2。

表5.1-1无/低费方案汇总表

编
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方案实施效果 经济效益
预计投资
（万元）

F01 PET剥离膜

二次利用

（1）复合涂布工序对剥离膜进
行分类，完善除静电措施；（2）
根据各产品对原材料的需求整
理；（3）根据接头数和规格尺寸
进行分类；（4）涂布、镀铝、分
切工序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

节约能源，减少固

体废弃物。

降低产品成
本，提高公

司效益

/

F02
1#复合涂布

机刮刀架改
进

通过对1#复合机刮刀架的改进，

解决漏料问题
减少胶水用量和

危废产生量

降低公司生

产成本
/

F03
加装复合机
上胶稳定装

置

通过加装上胶稳定装置，稳定调
节上胶辊与膜压辊之间的间隙，
稳定上胶量，提高产品质量，同
时减少胶水的浪费。

稳定产品质量，同
时减少胶水用量
和危废的产生

降低公司生

产成本
/

F04 提升模压机

生产效率

（1）完善生产工艺，提高员工
操作技能；（2）在保证产品质量
的前提下车速由30m/min提高至
35m/min。

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工作效
率，提高公

司效益

/

F05
复合涂布机
排风循环使

用

1＃复合、表涂烘箱最后两组的
排风改为前两组烘箱的进风，使
热能重复利用，每小时节约50度
电。

年节约用电12万
kWh

年节约电费

8.4万元
/

F06
切纸机推纸
器及操作面
板改造项目

更换同步带与操作面板，加快推

纸速度。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效率与
切纸尺寸准

确度
0.3

F07
复合3#收卷

支撑架改造
项目

加装调节螺丝，调整高度后紧
固，与联轴器相匹配，与齿轮咬
合时更加顺畅。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设备效

率
/

F08 改变网纹辊 保证色差和质量的前提下，调整 降低用胶量，减少 降低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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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方案实施效果 经济效益
预计投资
（万元）

目数，减少上

胶量

胶水配比，把表涂、上色陶瓷网
纹辊由300目改为350目，湿涂量
由42g降为30g。

危废量。

F09
复合涂布工
序优化上料

方式
使用不锈钢桶代替料车

降低用胶量，减少

危废量。
降低成本 /

F10
复合涂布机
安装除静电
收卷压辊

安装除静电收卷压辊

无静电吸附灰尘，
使得涂布后的膜
变得干净，模压效
率提高，产品质量

大大提高

提高产品质

量
0.3

F11

镀铝复卷分
切机收卷联
轴装置改造

项目

改造联轴器咬合口的形状，加大

接触面积，减少磨损松动问题，

防止联轴器自动弹开。

减少涂料的挥发，

有害气体减少

降低原材料
损耗，节省
原料费用

0.03

F12
一号镀铝机
喂丝管清理
托盘改造

根据设备宽度，加工宽5cm的平

板，并两侧弯边。
提高生产效率 / 0.05

F13
减少原材料
尺寸，降低成

本

在不影响客户标准的前提下，改
变原材料的采购规格，降低生产
成本。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工作效
率和产品质

量
/

F14 打包机转盘

防护圈安装

在转盘周边安装加固防护圈，防
止地面损伤，碎渣不会轻易掉入
转盘内部影响转动，并且在使用
拖车运输时更加顺畅。

保障设备正常运

行

提高生产效

率
/

F15 改造上料循

环装置

固定位置改为可移动支架，过滤

方式改为三重过滤，上料头改为

直角可固定。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设备效

率
/

F16
烘箱进风口
增加过滤装

置
3号机进风口增加滤网

保障设备正常运

行

提高生产效

率
/

F17 自动打包装
置

断张机处安装打包机代替人工
打包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生产效

率
0.5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表5.1-2中/高费方案汇总表

编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方案实施效果 经济效益
预计投资
（万元）

F18 复合涂布废

气治理项目

部分涉及VOCS设备的操
作空间异味较大，进行局
部密闭导排有机废气。

降低VOCs等废气
的外排量，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

/ 11.5

F19 复合涂机升

级改造项目

与胶水供应商商讨，在保
证烘干效率的前提下，调
整温度和胶水等参数，提
高复合机复合车速，同提

5米/分钟。

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设备用电量

预计每年节约用

电72万kwh，效率

提高6%.
2

F20 水性涂料代

替涂料

通过调整工艺，用水性涂

料代替涂料。

降低VOCs等废气
的外排量，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

/ 2

F21 UV光氧催

化设备升级

增加活性炭处理程序，提

高废气处理率

降低VOCs等废气
的外排量，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

/ 2

F22 UV光氧催

化设备改造

通过改造设备，增加排风

量，提高收集效果

降低VOCs等废气

的外排量，降低对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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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方案实施效果 经济效益
预计投资
（万元）

环境的污染

制表石娜

5.2备选方案的筛选

审核巩运军

为了对备选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首先必须对备选方案进行归纳和整理。为确保筛

选方案的准确性，审核小组先对方案进行了初步筛选，筛选的基本原则是同时考虑方案

的技术性、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将相互干扰和相似的方案进行修改、

合并和完善，形成了初步可行性方案23项。

公司清洁生产审核小组根据企业自身的经济能力和清洁生产方案的技术可行、环境

效益、经济效益、实施难易程度等几方面进行讨论，进而将以上方案分为无/低费方案和

中/高费方案，其中：

无/低费方案：投资为2万元（含2万）以下；

中/高费方案：投资2万（含2万）以上。

从备选方案的汇总表中可以看出，方案F1~F17共17项方案是无/低费方案，属于明

显可行方案，有些方案在审核期间已经开始逐步实施。这些方案实施后将会收到良好的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方案F18~F22共5项方案为中/高费方案，经审核小组的评估和对其进行效益核算，这

些方案实施后将会产生十分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部分方案投资相对较大

，另外在设备的选型上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因此应进一步进行可行性研究。

方案筛选结果具体见表5.2-1。

表5.2-1方案筛选结果汇总表

方案类型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可行的无/低
费方案

F01 PET剥离膜二次利用

F02 1#复合机刮刀架改进

F03 加装复合机上胶稳定装置

F04 提升模压机生产效率

F05 复合机排风循环使用

F06 切纸机推纸器及操作面板改造项目

F07 复合3#收卷支撑架改造项目

F08 改变网纹辊目数，减少上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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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类型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F09 复合涂布优化上料方式

F10 涂布机安装除静电收卷压辊

F11 镀铝复卷分切机收卷联轴装置改造项目

F12 一号镀铝机喂丝管清理托盘改造

F13 减少原材料尺寸，降低成本

F14 打包机转盘防护圈安装

F15 改造上料循环装置

F16 烘箱进风口增加过滤装置

F17 自动打包装置

初步可行的

中/高费方案

F18 复合涂布废气治理项目

F19 复合涂布机升级改造项目

F20 水性涂料代替涂料

F21 UV光氧催化设备升级

F22 UV光氧催化设备改造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5.3方案的研制

F18~F22投资相对较大，另外在设备的选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因此应

进行进一步的可行性研究。审核小组对这个中/高费方案做了进一步的研制，见以下方案

说明表。

表5.3-1中/高费方案F18说明表

方案编号及名称 F18复合涂布废气治理项目

要点 部分涉及VOCS设备的操作空间异味较大，进行局部密闭导排有机废气。

主要设备 涂布、复合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总投资11.5万元；

可能的环境影响 降低废气无组织排放量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表5.3-2中/高费方案F19说明表

方案编号及名称 F19复合涂布机升级改造项目

要点 在保证烘干效率的前提下，调整温度和胶水等参数，提高复合机复合车速

主要设备 复合机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总投资：2万元；经济效益：节约用电2400度/天

可能的环境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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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石娜

表5.3-3中/高费方案F20说明表
审核巩运军

方案编号及名称 F20水性涂料代替涂料

要点 通过调整工艺，用水性涂料代替涂料，减少涂料用量

主要设备 -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总投资：2万元；

可能的环境影响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表5.3-4中/高费方案F21说明表

方案编号及名称 F21UV光氧催化设备升级

要点 增加活性炭处理程序，提高废气处理率

主要设备 UV光氧催化设备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总投资：2万元；

可能的环境影响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表5.3-5中/高费方案F22说明表

方案编号及名称 F22UV光氧催化设备改造

要点 通过改造设备，增加排风量，提高收集效果

主要设备 UV光氧催化设备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总投资：6万元；

可能的环境影响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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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行性分析

本阶段是对筛选出来的清洁生产中高费方案进行综合分析，包括技术评估、环境评

估和经济评估，通过该阶段的分析，以得到最后实施的最佳清洁生产方案。

可行性分析是清洁生产审核的第六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对筛选出来的中/高费方案进

行分析和评估，其目的是通过分析评估，为方案实施提供决策依据，以减少方案实施可

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降低企业投资风险。为保证分析效果，咨询单位组织了行业专家与

公司技术人员共同进行了研究探讨。在确定技术可行的前提下，咨询单位依照清洁生产

可行性分析的相关要求，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对方案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评估，并参照评估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

6.1F18复合涂布废气治理项目

改造项目：复合涂布

6.1.1方案简介

部分涉及VOCS设备的操作空间异味较大，进行局部密闭导排有机废气。

6.1.2技术评估

（1）技术的安全可靠性

本次技改采用了成熟的工艺技术，安全可靠。

（2）技术的成熟程度

本次技术改造引用国内成熟的工艺技术，科学合理。

（3）对生产的影响

降低废气无组织排放量，减少设备的操作空间异味，改善生产环境。

6.1.3经济评估

总投资费用（I）：11.5万元。

该项目实施后可降低废气无组织排放量，减少设备的操作空间异味，改善生产环境。

该方案属于环保型方案，经济效益较小，不做进一步的经济评估。

6.2F19复合机升级改造项目

改造设施：复合机

6.2.1方案简介

在保证烘干效率的前提下，调整温度和胶水等参数，提高复合机复合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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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技术评估

（1）技术的安全可靠性

本次技改采用了成熟的工艺技术，安全可靠。

（2）技术的成熟程度

本次技术改造引用国内成熟的工艺设备，科学合理。

（3）对生产的影响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设备用电量。

6.2.3经济评估

（1）总投资费用（I）：2万元。

（2）年新增经济效益（P）

改造后，每年节约用电72万kwh，，年节约电费50.4万元；因此年新增经济P=50.4万元

。

（3）年增长现金流（F）

a.年折旧费（D）=总投资（I）/设备使用年限（Y）

设备可使用年限为10年

年折旧费=2÷10=0.2万元

b.纳税利润（T）=P-D=50.4-0.2=50.2万元

c.净利润（E）=应纳税利润（T）×（1-25%）=50.2×（1-25%）=37.65万元

d.年增加净现金流量（F）=净利润（E）+年折旧费（D）=37.65+0.2=37.85万元

（4）投资偿还期（N）=总投资费用（I）/净现金流量（F）=2÷37.85=0.05年（5

）净现值（NPV）

设备使用年限10年，贴现率为6%时，

NPV=
n

j 1
I=276.58（万元）＞0

从以上技术、环境、经济评估结果看，该方案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属于较好的可行

性方案。

6.3F20水性涂料代替涂料

改造项目：涂料源头

6.3.1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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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整工艺，用水性涂料代替涂料。

6.3.2技术评估

（1）技术的安全可靠性

本次技改采用了成熟的工艺技术，安全可靠。

（2）技术的成熟程度

本次技术改造引用国内成熟的工艺技术，科学合理。

（3）对生产的影响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6.3.3经济评估

总投资费用（I）：2万元。

该项目实施后可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量，减少设备的操作空间异味，改善生产

环境。

该方案属于环保型方案，经济效益较小，不做进一步的经济评估。

6.4F21UV光氧催化设备升级

改造设施：光氧催化设备

6.4.1方案简介

增加活性炭处理程序，提高废气处理率。

6.4.2技术评估

（1）技术的安全可靠性

本次技改采用了成熟的工艺技术，安全可靠。

（2）技术的成熟程度

本次技术改造引用国内成熟的工艺设备，科学合理。

（3）对生产的影响

增加活性炭处理程序，提高VOCs废气的有组织收集量，减少环境污染。

6.4.3经济评估

总投资费用（I）：2万元。

该项目实施后可提高VOCs废气的有组织收集量，减少VOCs排放2.967t/a。该

方案属于环保型方案，经济效益较小，不做进一步的经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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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F22UV光氧催化设备改造

改造设施：光氧催化设备

6.5.1方案简介

通过改造设备，增加排风量，提高收集效果。

6.5.2技术评估

（1）技术的安全可靠性

本次技改采用了成熟的工艺技术，安全可靠。

（2）技术的成熟程度

本次技术改造引用国内成熟的工艺设备，科学合理。

（3）对生产的影响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6.5.3经济评估

总投资费用（I）：6万元。

该项目实施后可提高VOCs废气的有组织收集量，减少VOCs排放。该

方案属于环保型方案，经济效益较小，不做进一步的经济评估。

6.6推荐可实施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企业的生产实际和资金状况，确定2020年度实施的中/高费方

案为F18-F22。该方案与公司利益密切相关，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消除了公司环境方面

的隐患，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实施之后必将提高公司清洁生产的水平，因此需抓紧时

间制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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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案的实施与取得的效果

清洁生产方案只有真正实施，才能取得实际效益，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工作都是为实

施方案做准备，通过实施清洁生产方案从而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是推动企

业持续进行清洁生产的动力，因此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是清洁生产最重要的过程与环节，

需要公司各部门积极参与和全体员工的协同配合，本阶段主要任务是制定清洁生产中/

高费方案实施计划、落实实施资金和实施责任人，并且对已经实施的方案进行总结评估。

公司为了确保本次审核方案能够落实到位，切实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

公司领导对方案的实施非常重视，特别是对中/高费方案的实施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进度，

落实人员加强管理和监督。

7.1制定方案实施的计划与进度

经方案讨论后，具体的实施计划与进度见表7.1-1至表7.1-5。

表7.1-1F18涂布、复合废气治理项目

序号 内容
2020年

负责部门
4 5 6 7 8 9

1 分析问题 清洁生产审核小组

2 方案制定 清洁生产审核小组

3 方案论证 清洁生产审核小组

4 签订合同 质量部

5 方案实施 质量部、车间

6 正常投运 质量部、车间

制表石娜

表7.1-2F19复合机升级改造项目

审核巩运军

序号 内容
2020年

负责部门
4 5 6 7 8 9

1 分析问题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2 方案制定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3 方案论证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4 签订合同 质量部

5 方案实施 质量部、车间

6 正常投运 质量部、车间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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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3F20水性涂料代替涂料

序号 内容
2020年

负责部门
4 5 6 7 8 9

1 分析问题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2 方案制定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3 方案论证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4 签订合同 质量部

5 方案实施 质量部、车间

6 正常投运 质量部、车间

制表石娜

表7.1-4F21UV光氧催化设备升级

审核巩运军

序号 内容
2020年

负责部门
4 5 6 7 8 9

1 分析问题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2 方案制定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3 方案论证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4 签订合同 质量部

5 方案实施 质量部、车间

6 正常投运 质量部、车间

制表石娜

表7.1-5F22UV光氧催化设备改造

审核巩运军

序号 内容
2020年

负责部门
4 5 6 7 8 9

1 分析问题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2 方案制定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3 方案论证
清洁生产审核

小组

4 签订合同 质量部

5 方案实施 质量部、车间

6 正常投运 质量部、车间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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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资金筹措

实施5项方案共需投入23.5万元，全部由企业自筹。

7.3实施方案

①方案主要由方案设计、设备选型、安装施工、落实配套设施、设备安装调试、

投入运行等方面构成，技术方案由厂内技术人员、外部专家共同探讨设计，属于技术成

熟的方案。

②实施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做好企业内部的资金协调，确保满足方案需求。

③设备采购应执行“货比三家，质量优先”等原则，并严格执行设备进货检验程

序。

④施工队伍及工期：方案实施期间，企业将全力以赴为施工做好准备工作。为了

确保质量，派专人监督、检查施工质量，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并妥善解决，确保高标准、

高质量地完成任务，使方案真正达到预期目的。

7.4评估和汇总已实施方案的成果

自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以来，全体干部、职工本着“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

题”的积极态度，坚持“边审核、边实施、边见效”的原则，及时实施了17项无/低费

方案和5项中/高费方案。

已实施方案效果及汇总如表7.4-1所示。

表7.4-1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实施效果汇总

类型 序号 方案名称
实际投
资（万
元）

预计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万元/年）

实施
的无/
低费
方案

F01 PET剥离膜二次
利用

/ 节约能源，减少固体废弃
物。

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公
司效益

F02
1#复合涂布机刮

刀架改进
/

年减少胶水用量1t/a，减
少废水性胶产生量

0.015t/a
降低胶水成本2.5万元/a

F03 加装复合涂布机

上胶稳定装置
/

年减少胶水用量0.8t/a，减
少废水性胶产生量

0.012t/a
降低胶水成本2万元/a

F04 提升模压机生产
效率

/ 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公

司效益

F05 复合机排风循环
使用

/ 年节约用电12万kWh 年节约电费8.4万元

F06
切纸机推纸器及
操作面板改造项

目
0.3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效率与切纸尺寸准

确度

F07
复合3#收卷支撑

架改造项目
/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设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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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号 方案名称
实际投
资（万
元）

预计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万元/年）

F08 改变网纹辊目数，

减少上胶量
/

年减少胶水用量0.2t/a，减
少废水性胶产生量

0.003t/a
降低胶水成本0.5万元/a

F09 复合涂布优化上

料方式
/

年减少胶水用量0.2t/a，减
少废水性胶产生量

0.003t/a
降低胶水成本0.5万元/a

F10 复合涂布机安装

除静电收卷压辊
0.3

无静电吸附灰尘，使得涂
布后的膜变得干净，模压
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大大

提高

提高产品质量

F11
镀铝复卷分切机
收卷联轴装置改

造项目
0.03 减少涂料的挥发，有害气

体减少

降低原材料损耗，节省

原料费用

F12 一号镀铝机喂丝
管清理托盘改造

0.05 提高生产效率 /

F13 减少原材料尺寸，
降低成本

/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

量

F14 打包机转盘防护
圈安装

/ 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提高生产效率

F15 改造上料循环装
置

/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设备效率

F16 烘箱进风口增加
过滤装置

/ 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提高生产效率

F17 自动打包装置 0.5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生产效率

小计

共17项方案，实施完成17项，实施率100%。所需投资118万元，年减少胶水用量2.2t/a
，减少废水性胶产生量0.033t/a；年节约用电12万kWh；节约经济效益为13.9万元/a。

实施
的中/
高费
方案

F18 复合涂布废气治

理项目
11.5

降低废气无组织排放量，

减少设备的操作空间异

味，改善生产环境

/

F19 复合涂布机升级
改造项目 2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设备

用电量
年节约用电72万kwh，节
约电费504万元

F20 水性涂料代替涂

料
2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
量，减少设备的操作空间
异味，改善生产环境

年减少涂料使用量

2.4t/a

F21 UV光氧催化设备

升级
2

增加活性炭处理程序，提
高VOCs废气的有组织收
集量，减少VOCs排放
2.967t/a

/

F22 UV光氧催化设备
改造

6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
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

小计

共5项方案，实施完成5项，实施率100%。所需投资：23.5万元，年减少涂料使用量

2.4t/a，减少VOCs排放2.967t/a，年节约用电72万kWh，节约经济效益为50.4万元/年。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7.5清洁生产审核绩效

本次清洁生产审核共产生17项无/低费方案、5项中/高费方案。17项无/低费方案总

计投资1.18万元，年减少胶水用量2.2t/a，减少废水性胶产生量0.033t/a；年节约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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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kWh；节约经济效益为13.9万元/a；5项中/高费方案总计投资23.5万元，年减少涂料

使用量2.4t/a，年节约用电72万kWh，节约经济效益为50.4万元/年。

22项方案实施完毕总投资24.68万元，产生经济效益总计64.3万元。方案实施后年减

少胶水用量2.2t/a，减少废水性胶产生量0.033t/a；年减少涂料使用量2.4t/a，减少VOCs排放

2.967t/a，年节约用电84万kWh，取得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7.6清洁生产对企业的影响

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审核小组本着边审核边实施的原则，及时实施了无/低费方案

和中/高费方案，方案实施后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完成了制定的清洁生产

目标。各项消耗指标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7.6-1清洁生产目标达到程度分析

项目 单位 现状

近期目标（本轮清洁生产
审核结束时）

审核后 完成情况

绝对量 相对量（%）

审核重点

单位产品水性胶水消耗 kg/吨 34.06 34.0 -0.18% 33.87 完成

单位产品涂料消耗 kg/吨 24.60 24.4 -0.81% 24.40 完成

单位产品电消耗 度/吨 1505.70 1504.0 -0.11% 1433.55 完成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7.7全部方案实施后评估

7.7.1汇总全部方案实施后的成果

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审核小组本着边审核边实施的原则，截至2020年8月底，实

施完成全部的无/低费方案和中/高费方案。方案实施后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

益。审核小组通过调研、实测和物料衡算，对比各项环境指标，包括物耗、水耗、电耗

、废气产生量以及废水产生量等在方案实施前后的变化，获得了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得到

的环境效果；通过对比产值、原材料费用、电费等经济指标在方案实施前后的变化，获

得了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得到的经济效益。

（1）审核后输入输出物流实测

在2020年8月生产期间，审核小组对审核重点连续监测了3天（3批次），监测位置、

监测参数、监测方法、监测对象、监测频次与审核前完全相同，每天检测一次，分三次

对物料输入输出进行了实测，数据分别见下表。

审核后重点实测数据见表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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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1物料实测汇总表

输

入

检测项目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第三批次 平均值

PET原膜 kg/d 2610 2618 2742.01 2656.67
白卡纸 kg/d 12201.5 12211 12527.49 12313.33

单面铜版纸 kg/d 2652 2613.2 2774.8 2680

水性胶水 kg/d 401.28 404.8 411.92 406
涂料 kg/d 263.4 275.6 304 281
乙醇 kg/d 78.8 78.9 89.8 82.5

生产用水 kg/d 18.7 19.8 18.5 19

输
出

转移纸 kg/d 11106 11108.3 11395.69 11203.33
转移膜 kg/d 1690 1703.5 1776.49 1723.33
废纸 kg/d 3713 3718.9 3767.1 3733
废胶 kg/d 26.98 27.7 31.39 28.69

废有机溶剂 kg/d 24.84 24.4 28.25 25.83
废薄膜 kg/d 1100 1121 1109 1110

蒸发损耗 kg/d 19.02 18.7 19.79 19.17

废气 kg/d 2.86 2.92 3.19 2.99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将上述实测数据进行汇总，汇总结果具体见下表。

表7.7-2物料输入输出汇总结果

输入原材料量 输出量

PET原膜 kg/d 2656.67 转移纸 kg/d 11203.33
白卡纸 kg/d 12313.33 转移膜 kg/d 1723.33

单面铜版纸 kg/d 2680 废纸 kg/d 3733
水性胶水 kg/d 406 废胶 kg/d 28.69

涂料 kg/d 281 废有机溶剂 kg/d 25.83
乙醇 kg/d 82.5 废薄膜 kg/d 1110

生产用水 kg/d 19 蒸发损耗 kg/d 19.17

- - - 废气 kg/d 2.99
合计 18438.5 合计 17846.34

制表石娜

7.7.2电平衡及水平衡

方案实施后，审核重点用电平衡见图7.7-1。用水平衡见图7.7-2。

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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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4367.5

4335300
生产用电

2400

环保设施

2000
办公用电

复合涂布

车间

模压车间

分切车间

镀铝车间

横切车间

图7.7-1审核重点电平衡图单位：kW·h/a（2020年）

损耗193.16

经地埋式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用于

厂区绿化

新鲜水

损耗0.4

有机废气净化

装置用水

图7.7-2审核后全厂水平衡图单位：吨（2020年）

7.7.3审核后成果汇总

全部实施方案效果及汇总如表7.7-3所示。

0.6冷却水作为危险废物委

托资质单位处理

1289生活用水

全厂用电

.

1095.84

3840671

58539.75

5122228

4339700

567104

129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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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3全部方案实施完成后效果核定与汇总

类型 序号 方案名称
实际投
资（万
元）

预计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万元/年）

实施
的无/
低费
方案

F01 PET剥离膜二次
利用

/ 节约能源，减少固体废弃
物。

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公
司效益

F02
1#复合涂布机刮

刀架改进
/

年减少胶水用量1t/a，减
少废水性胶产生量

0.015t/a
降低胶水成本2.5万元/a

F03 加装复合涂布机

上胶稳定装置
/

年减少胶水用量0.8t/a，减
少废水性胶产生量

0.012t/a
降低胶水成本2万元/a

F04 提升模压机生产
效率

/ 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公

司效益

F05 复合涂布机排风
循环使用

/ 年节约用电12万kWh 年节约电费8.4万元

F06
切纸机推纸器及
操作面板改造项

目
0.3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效率与切纸尺寸准

确度

F07
复合3#收卷支撑

架改造项目
/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设备效率

F08 改变网纹辊目数，

减少上胶量
/

年减少胶水用量0.2t/a，减
少废水性胶产生量

0.003t/a
降低胶水成本0.5万元/a

F09 复合优化上料方

式
/

年减少胶水用量0.2t/a，减
少废水性胶产生量

0.003t/a
降低胶水成本0.5万元/a

F10 复合涂布机安装

除静电收卷压辊
0.3

无静电吸附灰尘，使得涂
布后的膜变得干净，模压
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大大

提高

提高产品质量

F11
镀铝复卷分切机
收卷联轴装置改

造项目
0.03 减少涂料的挥发，有害气

体减少

降低原材料损耗，节省

原料费用

F12 一号镀铝机喂丝
管清理托盘改造

0.05 提高生产效率 /

F13 减少原材料尺寸，
降低成本

/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

量

F14 打包机转盘防护
圈安装

/ 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提高生产效率

F15 改造上料循环装
置

/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设备效率

F16 烘箱进风口增加
过滤装置

/ 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提高生产效率

F17 自动打包装置 0.5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生产效率

小计

共17项方案，实施完成17项，实施率100%。所需投资1.18万元，年减少胶水用量2.2t/a
，减少废水性胶产生量0.033t/a；年节约用电12万kWh；节约经济效益为13.9万元/a。

实施
的中/
高费
方案

F18 复合涂布废气治

理项目
11.5

降低废气无组织排放量，

减少设备的操作空间异

味，改善生产环境

/

F19 复合涂布机升级
改造项目

2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设备
用电量

年节约用电72万kwh，节
约电费5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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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号 方案名称
实际投
资（万
元）

预计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万元/年）

F20 水性涂料代替涂

料
2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
量，减少设备的操作空间
异味，改善生产环境

/

F21 UV光氧催化设备

升级
2

增加活性炭处理程序，提
高VOCs废气的有组织收
集量，减少VOCs排放
2967t/a

/

F22 UV光氧催化设备
改造

6 降低VOCs等废气的外排
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

小计

共5项方案，实施完成5项，实施率100%。所需投资：23.5万元，年减少涂料使用量

2.4t/a，减少VOCs排放2.967t/a，年节约用电72万kWh，节约经济效益为50.4万元/年。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1）直接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本次清洁生产审核共产生可行的无/低费方案17项，中高费方案5项，23项方案已全

部实施，其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详见表7.7-3。

（2）企业间接效益

1）员工素质提升。通过本轮清洁生产，企业全体对清洁生产有了深刻理解，在日

常操作中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不断学习。

2）管理水平提升。通过本轮清洁生产，企业的环保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完善了危

废台账管理、危废标识规范化、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台账、环保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为

企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供了支撑。

3）企业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通过本轮清洁生产，企业产品

质量稳定并提高，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为企业下一步做强做大奠定了基础。

4）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控制能力显著提升。

7.8审核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7.8.1评价企业废气产生情况

厂区主要污染物有废水、废气和固废。企业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情况汇总见表7.8-1。

表7.8-1厂区主要污染物产生环节一览表

类
别

产生环节 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 治理措施 排放方式

废
气

涂布、复合

无组织
VOCs - 集气罩、换气扇 -
有组织
VOCs

0665t/a UV光解净化器+活性
炭

排气筒1、20.512t/a
废 生活污水 COD、BOD5、 178.5t/a 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 不外排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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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产生环节 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 治理措施 排放方式

水 SS 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
于厂区绿化。

固
废

复合过程
废水性胶
HW13 2.267t/a

收集后交由有危险废
物资质的危废单位处

。

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

涂布过程
废有机溶剂

HW06 3t/a

模压工序 废机油HW08 0.5t/a

废气处理工序
废活性炭
HW49

0.6t/a

光氧催化装置 废灯管HW29 150根/3a

胶粘过程 废胶桶 100个/a 收集后，由厂家回收 -
生产过程 废薄膜 300t/a 收集后，由供应商回收 -
镀铝机 铝渣 2.0t/a 集中收集后外卖 收集后外卖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3.0t/a 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
理 -

噪
声

模压机、分切机、
复合机等设备噪声

/ / 减振、隔声 --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1）涂布、复合废气：

生产中采用环保水性胶，复合过程将水性胶加热到80℃左右，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

经集气罩收集（效率80%）后，进入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废气经处理后由一根15m排气

筒排放。

表7.8-21#排气筒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
参数

监测点位 1#排气筒进口 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1.09.29

监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VOCs
浓度（mg/m3） 9.23 9.43 9.48 5.12 5.41 5.64

排放量（kg/h） 0.162 0.170 0.170 0.088 0.0904 0.0985

苯
浓度（mg/m3） ND ND ND ND ND ND

排放量（kg/h） ND ND ND ND ND ND

甲苯
浓度（mg/m3） ND ND ND ND ND ND

排放量（kg/h） ND ND ND ND ND ND

二甲
苯

浓度（mg/m3） ND ND ND ND ND ND

排放量（kg/h） ND ND ND ND ND ND

废气流量（m3/h） 17505 17831 17961 17195 16706 16590

废气温度（℃） 23.4 23.7 23.7 22.3 22.7 22.1

排气筒高度/内径（m） 0.75 15/0.75

备注：检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100%。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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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结果，复合废气废气排放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5部分：表

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2标准。

（2）涂布、复合废气：

涂布过程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效率80%）后，进入有机废气净化

装置，废气经处理后由一根15m排气筒排放。

表7.8-32#排气筒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
参数

监测点位 2#排气筒进口 2#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1.09.29

监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VOCs
浓度（mg/m3） 7.96 7.95 8.14 4.98 4.95 4.98

排放量（kg/h） 0.122 0.127 0.124 0.0714 0.0693 0.0728

苯
浓度（mg/m3） ND ND ND ND ND ND

排放量（kg/h） ND ND ND ND ND ND

甲苯
浓度（mg/m3） ND ND ND ND ND ND

排放量（kg/h） ND ND ND ND ND ND

二甲
苯

浓度（mg/m3） ND ND ND ND ND ND

排放量（kg/h） ND ND ND ND ND ND

废气流量（m3/h） 15434 16008 15284 14337 14007 14773

废气温度（℃） 33.5 33.6 32.5 30.2 30.4 30.1

排气筒高度/内径（m） 0.80 15/0.55

备注：检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100%。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根据监测结果，涂布、复合废气排放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5部分：

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2标准。

7.8.2评价企业固废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企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废弃物，一般固废主要为职工

生活垃圾、生产中产生的下脚料、不合格品和含油废抹布、橡皮布。危险废弃物主要为

废胶（HW13），废有机溶剂（HW06），废机油（HW08），废活性炭（HW49）。

表7.8-4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环节 形态 产生量 类别 处置方式

1 废胶HW13 复合过程 液态 2.267t/a 危险废物900-014-13

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置
2 废有机溶剂HW06 涂布、复

合
液态 3t/a 危险废物900-402-06

3 废机油HW08 模压工序 液态 0.5t/a 危险废物900-2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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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环节 形态 产生量 类别 处置方式

4 废灯管HW29 光氧催化
装置

固态
150根
/3a 危险废物900-023-29

5 废活性炭HW49 废气处理 固态 0.6t/a 危险废物900-041-49

6 废胶桶 胶粘过程 固态 100个/a 一般固废
收集后，由厂

家回收

7 废薄膜 生产过程 固态 200t/a 一般固废
收集后，由供
应商回收

8 铝渣 镀铝机 固态 2.0t/a 一般固废
集中收集后

外卖

9 生活垃圾
办公生活

区
固态 3.0t/a 一般固废

分类收集，环
卫部门定期

清运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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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持续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一个持续不断改善企业管理、改进工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减

少对环境污染的过程。下一轮清洁生产工作重点是完善清洁生产组织机构、建立促进实

施清洁生产的管理制度、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8.1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织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审核小组不仅学到了一种提高经济效益和降低污染物排放

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而且为企业培养了清洁生产人才，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使企业

领导和职工对清洁生产的意义和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是，清洁生产不是一次性的

工作、不是做完审核就完工的工作，而是一个动态的、相对连续的和持久的工作；并非

靠一次、两次清洁生产审核就可完成的工作。清洁生产不是审核小组几个人的工作，而

是全体职工共同的工作。

为了将清洁生产进行下去，并不断取得工作成果，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清洁生产机

构，新一轮清洁生产机构将继续设在安环处，具体负责清洁生产的日常管理，监督和实

施本次清洁生产审核所提出的各个方案；经常性地对职工进行清洁生产教育和培训；选

择和确立下一轮清洁生产审核重点等工作。公司决定成立清洁生产领导小组，由总经理

任组长，相关科室部门负责人、技术员为组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制定

了详细的清洁生产方案实施计划，使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清洁生产工作。

表8.1-1持续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成员表

姓名
审核小组

职务
部门/职务 职责分工

预计投入
时间（天）

崔西进 组长 总经理
筹划与组织协调，协助领导全面负责清洁生产审
核工作，对可行性方案和优化生产工艺进行研究

60

巩运军 副组长 副总经理
协助领导协调工作，监督安全环保安全工作。负
责评价产污排污状况、分析产污原因并作出评价。

全程

田秀琴 成员 财务部
负责方案的可行性分析，进行经济评估和方案实
施过程中的财务管理与效益跟踪验证。

30

姜思泉 组员 生产部经理

负责搞好宣贯培训、组织制定与修改完善相关支
持性文件、制度规程和相应的管理考核办法。编
写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全程

赵振虎 组员
生产部工艺

主管

编制工艺流程图、资料收集等活动，加大生产过
程中控制力度，严厉查处违法《生产工艺管理规
定》的不良现象；负责物料平衡及相关资料。

30

石娜 组员 质量部经理
优化生产工艺，操作，组织员工考试和培训、征
集合理化建议，并协助各部门经理负责清洁生产
审核工作。

全程

张国红 成员 员工
协调组长协调清洁生产工作，组织培训，征集合
理化建议。

全程

制表：石娜 审核：巩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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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制度

清洁生产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们一起针对清洁生产审核期间提出的加强管理、规范

操作、严格工艺过程控制等系列改进方案，进行消化吸收，并纳入了领导小组的管理范

围，制定了管理标准、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并要求在资金、工资分配、提升、降级、

上岗和荣誉称号等几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激励机制，以此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有效地防止了清洁生产流于形式、走过场、华而不实、不见成效。

为了持续地推动清洁生产工作，从清洁生产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中抽出部分资金建立

奖励基金，用来奖励清洁生产过程中工作突出或提出可行性清洁生产方案的员工，保证

持续推行清洁生产工作。

8.3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正准备根据行业的特点，结合先进企业的清洁生产经

验，制定下一轮的审核重点计划（工作内容见表8.3-1）。通过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和总结问题，来改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使企业管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使工艺技术达

到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

表8.3-1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计划 主要内容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负责部门

下一轮
清洁生
产工作
计划

1）本轮清洁生产发现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采取方
案解决；
2）制定新一轮清洁生产推进计划；
3）确定新一轮清洁生产重点，持续改进和提高
企业环境管理水平；
4）积极开发洁净生产工艺，大力推广清洁生产
技术，合理的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保护环境，防治污染；
5）继续征集和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6）总结新一轮清洁生产工作进展情况和工作经
验及取得的成果。

2022.1 2025.12 质量部

职工清
洁生产
培训计

划

1）开展清洁生产知识培训，倡导“我为清洁生
产做贡献”，以加强清洁生产理念；
2）定期组织清洁生产专题讲座，以提高员工的
创新能力。

半年一次 --- 质量部

制表：石娜审核：巩运军

（2）持续清洁生产方案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按照“持续清洁生产计划”，在2021年度继续开展实施

清洁生产方案，持续清洁生产方案见表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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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2持续清洁生产方案效果核定与汇总

序号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实际投

资（万

元）

预计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万元/年）

F23

改变刮刀

架螺丝结
构，提高

生产效率

1.由于设备设计问题
，只能从设备外侧拆
卸螺母（螺母位于刮
刀内侧，拆卸时需将
手伸入内侧拆卸），
拆卸过程无法观察到
拆卸的全过程，无法
保证拆卸过程的安全，且
拆卸时间过长，容易
导致安全问题的发生
和影响生产效率。
2.把螺母更换为螺
栓，通过螺栓控制刮
刀的松紧程度。

/ —

节约了设备停机时的生产成

本。

F24
模压降温
水系统改

造

1.模压原来由地下水
泵和自来水两路供水
系统给设备降温，当
开机较多用水量大及
夏天水温偏高，再或
者有一路出现故障时
，设备达不到降温效
果。
2.加装温度和流量控
制系统，当模压用地
下水和自来水水量和
水温达不到使用要求
时，开启冷却塔使流
水内循环，保证供水
量。

/ — 节约水资源。

制表：石娜

8.4企业持续清洁生产的展望

审核：巩运军

清洁生产措施的落实根本在于加强管理，全员参与，清洁生产工作好坏就在于各级

人员执行力度，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员工对清洁生产的认识及看法，对其进行思想教育

及意识形态塑造。行为是意识的表现，意识是思想的内涵。如果没有正确的意识和思想，

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能源的正确使用把握在公司的每一位员工的手中，员工在思想

上有了节能意识，才能从本到质、从点到面地做到全面清洁生产。在公司经济指标确定

的情况下，消耗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影响经济指标的实现，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

而影响到自身的实际利益。清洁生产工作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清洁生产管理工作任重而

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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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轮清洁生产审核总结

山东泰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得到了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及淄

博市生态环境局桓台分局的大力支持。通过公司的努力，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圆满结

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达到了“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的。

本轮清洁生产在公司展开，全体员工具有较强的清洁生产意识，在审核过程中领导

重视，员工积极参与，员工参与率达到95%以上，使得清洁生产审核顺利完成并取得较

好的成果，达到设定的清洁生产目标；审核后企业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本次清洁生产审核共产生17项无/低费方案、5项中/高费方案。17项无/低费方案总

计投资1.18万元，年减少胶水用量2.2t/a，减少废水性胶产生量0.033t/a；年节约用电12万

kWh；节约经济效益为13.9万元/a；5项中/高费方案总计投资23.5万元，年减少涂料使用

量2.4t/a，减少VOCs排放2.967t/a，年节约用电72万kWh，节约经济效益为50.4万元/年。

22项方案实施完毕总投资24.68万元，产生经济效益总计64.3万元。方案实施后年减

少胶水用量2.2t/a，减少废水性胶产生量0.033t/a；年减少涂料使用量2.4t/a，减少VOCs排放

2.967t/a，年节约用电84万kWh；取得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通过此次清洁生产审核，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节约了资源和能源，提高了资源

利用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达到清洁生产审核的目的。同时进一步认识到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可以提高员工的环境意识，可以不断规范企业的管理，增加企业的经济效

益，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清洁生产审核可以不断将公司的清洁生产企业建设

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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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环评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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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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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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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审核前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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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审核后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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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方案实施前后照片及发票

（1）F18涂布、复合废气治理项目

（2）F19复合机升级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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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21、F22UV光氧催化设备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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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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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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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清洁生产审核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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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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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清洁生产审核认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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