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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印刷工业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

要求，支撑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实施，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行为，生态环境部通过国家环

境标准“绿色通道”，立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印刷工业》。按照生态环境部

要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河南省环境监控中心成立标准

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标准制定有关要求，起草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印刷工

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1.2  工作过程 

2019年8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和河南省环境监控中心

成立了《指南》编制组，明确了各单位的分工及主要职责，开展了资料收集、查阅工作。 

2019年10月—2020年4月，编制组向全国印刷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同时对上海、北京、

江苏、河南、四川、山东、安徽等省（市）的印刷企业开展实地调研，收集企业基本信息、

原辅材料和产品、工艺流程、污染物排放和自行监测方案等资料。 

2020年3—10月，在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调研的基础上，编制组对行业工艺特征、污

染物排放状况、企业自行监测现状等汇总分析，编写了《指南》（初稿）和编制说明。 

2020年11月，编制组组织召开《指南》（初稿）研讨会，并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对《指

南》（初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指南》（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0年12月，《指南》通过了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组织召开的征求意见稿技术

审查会。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2.1  开展自行监测是排污单位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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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有效地开展自行监测，及时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接受群众监督，是

其应尽的社会义务和法律责任。我国多项法律法规对企业自行监测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第五十五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

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

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对其所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

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三）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送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 

2.2  自行监测是印刷工业排污许可证的重要组成部分 

排污许可制度是落实企事业单位总量控制要求的重要手段，是衔接环评制度、融合总

量控制的核心。2019 年 12 月 10 日，《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HJ 

1036—2019）正式发布并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将成为印刷工业环境管理的重要基础。 

2021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颁布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将自行监测方案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并作为颁发排污许

可证的条件。排污许可证中要载明对企业自行监测的具体要求，包括手工监测的点位、监

测因子、监测频次、监测方法等，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联网、数据传输等，以及信息记录

与公开等方面的要求。 

2.3  相关标准规范对监测方案编制技术规定不够全面 

我国涉及印刷工业监测要求的标准规范包括环评导则、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目前，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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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6297—199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或地方标准。印刷工

业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或地方标准。相关标准规

范从不同角度对监测指标和监测技术提出要求，但仍存在覆盖不够全面的问题。《国家重

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对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的监测频次提出部分要求，但是作为规范性管理文件，规定相对笼统，无法满足以中小

型企业为主的印刷行业自行监测方案编制要求。《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

工业》（HJ 1036—2019）中有对自行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的要求，但也明确提出：“待

印刷工业排污单位适用的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 

2.4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是规范和指导企业自行监测行为的需要 

编制组通过网上公开信息查询、问卷调查和现场调研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印刷企业

产排污特征，以及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监测手段和信息公开等自行监测开展

现状。印刷行业以中小型及以下规模企业为主，多数企业开展了自行监测工作，但规范性

有待提高。调研发现印刷企业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但开展厂区和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监

测的企业较少。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出台了关于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在线监测的管理性或指导性文件，少数企业已进行废气排放

在线监测。除废水和废气排放监测外，多数企业开展厂界噪声监测，少数大型企业或外资

企业还开展了厂区内土壤和地下水监测。 

当前印刷企业在开展自行监测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疑问，包括如何结合企业自身情况，

合理确定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等。自行监测作为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任务，其顺利实

施，除了法律地位的明确，更需要有配套的技术文件作为支撑。《指南》作为基础而重要

的技术指导性文件，既是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需要，也是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工作的重

要依据。 

3 国内外行业发展状况 

3.1  国内行业概况 

3.1.1  行业规模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印刷行业产值为1.3万亿元，其中包装印刷占比为

77.4%，出版物印刷占比为14.3%，其他印刷占比为7.1%，排版装订和数字印刷占比均不到



 

4 

1%，包装印刷已发展成为印刷行业产值占比最大的一类分支。2019年规模以上（营业收

入2000万元以上）印刷企业5663家，约占企业总数的5.8%；主营业务收入6649亿元，约占

行业总营业收入的51%。 

3.1.2  企业区域分布情况 

我国印刷企业按数量从多到少依次分布于广东、浙江、江苏、河北、云南、河南、上

海、安徽、福建、辽宁、天津、北京等十几个省（市），这些地区印刷企业数量约占全国

印刷企业总数的86.3%，从业人数约占全国印刷行业人数的68.4%。 

3.1.3  主要产品及原材料 

常规印刷生产必须具备原稿、印版、承印物（承印材料）、印刷油墨、印刷机械等五

大基本要素。印刷企业使用的主要原辅料包括纸张、纸板、塑料薄膜、铝箔、纺织物、金

属板材、各类容器、油墨、胶粘剂、稀释剂、清洗剂、润版液、显影液、定影液、光油、

涂料等。其中含VOCs的原辅材料包括油墨、胶粘剂、稀释剂、清洗剂、润版液、光油、

涂料等。按印刷版式的不同，现代油墨主要可分为平版油墨、凹版油墨、凸版油墨和孔版

（丝网）油墨四大类。印刷企业生产所用能源主要包括电力、天然气等。 

3.2  国外行业概况 

根据全球印刷工业产值统计资料和史密瑟斯·皮拉（Smithers Pira）研究所网站发布

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印刷工业产值为7850亿美元，预计到2022年将增长至8145亿美元。

美国印刷工业产值约占全球市场的30%。2017年美国印刷工业产值为1652.66亿美元，印刷

企业数量约4.3万个，以中小型企业为核心，并一直朝着印刷企业数量更少、单个印刷企业

所含的产品种类更丰富的方向发展。欧洲印刷工业产值约占全球市场的25%。2015年欧洲

印刷企业共有11万家，从业人数约62.2万人，销售额总计800亿欧元。在欧洲，约89%的印

刷企业员工少于10人，但产值约占总产值的19%。 

4 污染物排放状况分析 

4.1  行业主要生产工艺 

印刷工业主要生产单元可以分为印前加工、印刷和印后加工三个工艺过程。印前加工

主要包括图文处理、排版、制版及洗罐、涂布等印前处理工序。印刷是印刷中期的工作，

一般指用模拟或数字的图像载体将呈色剂/色料（如油墨）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复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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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油墨调配和输送、印刷、在机上光和烘干等工序，以及橡皮布清洗和墨槽清洗等

配套工序。印后加工主要包括精装、胶装等装订工序，覆膜、上光、烫箔、模切等表面整

饰工序，复合和烘干、糊盒、制袋、装裱、裁切等包装成型工序。 

根据承印物的不同，印刷主要分为出版物印刷和包装印刷，其中出版物印刷主要为书

刊印刷，包装印刷主要为纸制品包装印刷、金属包装印刷和塑料彩印包装印刷。根据印刷

版式的不同，可将印刷分为平版印刷、凹版印刷、凸版印刷（包括树脂版印刷和柔性版印

刷）和孔版印刷（主要为丝网印刷）四大类。 

4.2  产排污环节分析 

4.2.1  废水 

印刷工业排污单位的废水主要包括水性油墨印刷清洗废水、平版制版的冲版工序废水、

平版印刷的润版工序废水、铝罐清洗废水，以及生活污水。印刷清洗废水产生于水性油墨

墨槽、墨辊、印版、润版等清洗过程，以及生产车间清洗过程，其中重金属污染物包括总

铅、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等，需要在生产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前进行处理。铝罐清

洗废水是印铁制罐企业产生的制罐清洗废水，其同印刷清洗废水车间处理设施排水和部分

生活污水都可能排入厂内综合废水处理设施，其中污染物包括了酸类、悬浮物、化学需氧

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生活污水的污染物为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 

4.2.2  废气 

印刷工业排污单位的废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和VOCs。颗粒物主要产生于平版印刷的

喷粉工序以及书、报刊印刷的装订裁切工序，喷粉工序产生的颗粒物一般进行回收，装订

裁切工序产生的颗粒物需采用布袋除尘器等除尘装置进行收集处理。VOCs是印刷行业最

主要的污染物，不同工艺环节和印刷类型的VOCs排放特征也不尽相同。据相关资料估算，

印刷行业的VOCs排放主要集中在印刷、烘干、复合和清洗等生产工艺过程中，各类溶剂

中含VOCs的物料（油墨、稀释剂、胶粘剂、润版液、洗车水、上光油等）自然挥发和烘

干挥发造成了印刷工艺中的VOCs排放。 

对于不同印刷产品而言，包装印刷的VOCs排放量占印刷行业的70%~80%，出版物印

刷占20%~30%。对于不同印刷工艺而言，凹版印刷、高档包装印刷中的丝印、印制铁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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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工艺的VOCs排放量约占全行业的80%，平版印刷和凸版印刷普遍使用水性油墨，

VOCs排放量约占全行业VOCs排放量的20%。 

4.2.3  固体废物 

印刷工业排污单位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一般固体废物主要来自

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及废版等，不涉及化学品包装桶。危险废物主

要来自于含重金属或含VOCs原辅材料的废料和废容器（包装桶），包括平版印刷制版工

序产生的废显影液、废定影液等，印刷工序产生的废油墨、废清洗剂、废润版液等及其沾

染物，印后工序产生的废胶、废光油及其沾染物等。 

4.2.4  噪声 

印刷工业排污单位的噪声主要来自于生产设备（如印刷机、折页机、制版机、复合机、

覆膜机和成型加工设备等）和其他辅助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5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5.1.1  以《总则》为指导，根据行业特点进行细化 

《指南》的主体内容以《总则》为指导，根据《总则》中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结

合印刷企业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排放特点，对企业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进行具体化和明确化。 

5.1.2  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基础，全指标覆盖 

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内容是《指南》制定的重要基础。在污染物指标确定上，主要

以当前实施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依据。此外，根据企业调研以及相关监测数据统计，适当

考虑将实际排放或地方实际进行监管的污染物指标纳入。目前印刷行业相关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有《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报批稿），《指南》对排放标准中明确规定的

污染物，做到全指标覆盖。 

5.1.3  以满足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为主要目标 

《指南》的制定以能够满足支撑印刷工业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为主要目标，将该行业排

污许可工作方案中作为管控要素的污染源尽可能纳入，排污许可工作方案中进行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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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物指标，其监测频次按《总则》中主要监测指标相关要求或自动监测处理。 

5.2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通过梳理印刷企业工艺流程、原辅材料和污染物排放状况，调研国内外企业自行监测

开展现状，以及整理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出废水、废气（有组织、无组织）、噪声

和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的监测方案。针对行业产排污特点，提出应记录的指标内容，所提指

标应有利于监测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并且可操作。选择典型企业，根据监测点位、监测指

标和监测频次，对年度监测成本进行测算。 

 

图1  技术路线 

6 标准研究报告 

6.1  适用范围 

《指南》适用于GB/T 4754—2017中规定的书、报刊印刷（C2311）、本册印制（C2312）、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C2319），以及从事印刷复制及印前处理、制版，印后加工的装订、

表面整饰及包装成型等生产活动的工业。排污单位的自备电站和锅炉的监测要求参照《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2017）执行。 

6.2  术语和定义 

《指南》共有6个术语：印刷工业、印刷工业排污单位、挥发性有机物、总挥发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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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非甲烷总烃和雨水排放口，其定义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

（HJ 1066—2019）和《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报批稿）保持一致。 

6.3  监测方案制定 

6.3.1  废水排放监测 

根据《总则》的相关要求，在制定废水排放监测方案时主要考虑排污单位的类型、排

放去向、排放口监测点位的设置、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等要求。印刷企业基本不产生工艺

废水或排放量很少，因此《指南》废水监测方案不分重点排污单位和非重点排污单位，所

有排污单位的废水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排放去向分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监测点位考

虑了废水总排放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生活污水排放口和雨水排放口。 

（1）废水总排放口 

印刷生产废水主要集中在印版冲洗、墨槽冲洗和生产车间清洗等阶段，产生量小。印

刷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没有国家层面的行业标准，长期以来排放执行国家或地方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根据企业调研结果，结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规定的废水污染控制指标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HJ 1066—2019）

中对自行监测的要求，《指南》规定废水总排放口的监测指标为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悬浮物、总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最低监测频次分别为1次/

季度和1次/半年。 

（2）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印刷企业生产所使用原料中含有汞、镉、铅、铬、六价铬等重金属的，须在生产车间

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为规范重金属的监测，同时考虑监测成本和可行性，

《指南》规定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和总铅为生产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的监测

指标，最低监测频次为1次/季度，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HJ 1066

—2019）一致。 

（3）生活污水排放口监测 

对于印刷工业排污单位单独排入外环境的生活污水，提出了以下要求：pH值、化学需

氧量、氨氮、悬浮物、总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至少每季度监测一次。《指南》规定

的频次与最新发布的其他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要求一致。 

（4）雨水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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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雨水对水环境的污染，环境管理部门要求排污单位“雨污分流、清污分流”，

印刷企业应做到初期雨水收集，后期雨水排放。为加强监管，对雨水排放口设置了监测点

位，监测指标为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最低监测频次为有流动水排放时按月监测。若

监测一年无异常情况，可放宽至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 

6.3.2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废气重点排污单位的印刷、烘干、复合和涂布（上光）工艺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为主

要排放口，废气重点排污单位的其他排放口和非重点排污单位的所有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

口。因此，《指南》废气监测方案中排污单位的类型分为重点排污单位和非重点排污单位，

监测指标和最低监测频次根据排放口类型确定。 

（1）印刷、烘干、复合、涂布工艺废气 

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HJ 1066—2019）和《印刷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报批稿），并结合印刷企业现场调研结果，采用“综合指标+特

征污染物”的形式，对印刷企业的大气污染物进行控制。综合指标为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和总挥发性有机物（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特征污染物为苯、苯系物和异氰酸酯类，对于VOCs燃烧处理装置排放的氮氧化

物和二氧化硫也纳入监测项目。 

《指南》规定重点排污单位苯、苯系物的最低监测频次设置为1次/半年，非重点排污

单位则放宽至1次/年。若印刷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聚氨酯类油墨，需对排放的异氰酸酯类

进行监测，监测频次和苯、苯系物一致。 

NMHC或TVOC作为主要污染物，为基本控制项目。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加

强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建设工作的通知》（环办环监〔2018〕25号）和《2020年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环大气〔2020〕33号），《指南》规定重点排污单位的NMHC监

测频次为自动监测，非重点排污单位监测频次降低，为1次/半年。 

凹版印刷、承印物为金属的平版印刷现阶段有机废气治理方式以末端治理为主，是印

刷排放标准的重点管控类别，因此需要同时监测NMHC和TVOC。对于其他印刷类型，行

业排放标准大力推荐源头治理，仅要求以NMHC作为综合指标进行监测。考虑到TVOC监

测难度大、成本高，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和非重点排污单位的最低监测频次分别为1次/半年

和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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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VOCs废气通过燃烧方式处理，需对排放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进行监测。结合《总

则》要求，《指南》规定重点排污单位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最低监测频次为1次/季度，

非重点排污单位最低监测频次为1次/半年。 

（2）其他生产过程废气 

调墨、供墨、制版、清洗、胶粘剂调配和使用等工序废气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主

要污染物为VOCs，监测指标与印刷、烘干、复合、涂布工艺相同，但监测频次降低。 

主要产品为书刊、报纸等出版物和纸制品包装物的印刷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纸张或

纸板的裁切、折页、喷粉等操作工序，会产生颗粒物，多见于平版印刷中。《指南》规定

有纸毛收集系统的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为一般排放口，将颗粒物纳入控制指标，重点

排污单位和非重点排污单位的最低监测频次分别为1次/半年和1次/年。 

6.3.3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印刷行业VOCs无组织废气排放较严重。《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报批稿）

中规定厂界无组织的管控指标为苯，并说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环境保护需

要，对印刷企业或生产设施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状况进行监控，具体实施方式由各地

自行确定。《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中鼓励各地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

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附录A要求，开展重点管控企业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

测，监控企业综合控制效果。《指南》规定对厂界的苯和厂区内NMHC开展无组织废气排

放监测，结合《总则》要求，最低监测频次分别为1次/年和1次/半年。 

6.3.4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总则》条文5.4的要求，主要考虑印刷机、折页机、

成型加工设备、制版机、复合机、覆膜机、搅拌机、风机、水泵、空压机等在厂区内的分

布情况。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间噪声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连续A声

级，夜间有频发、偶发噪声影响时同时测量频发、偶发最大声级。夜间不生产的可不开展

夜间噪声监测，周边有敏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6.3.5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法律法规等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开展环境质量监测。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

为有必要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周边环境空气、土壤、地下水质量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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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信息记录和报告 

对此部分的要求重点是促进排污单位常态化、规范化运行和管理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

建立信息台账，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同时便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现场核查，信息可追

踪、可再现。台账信息的建立也对自行监测的工况代表性提供佐证依据，更有利于企业的

自证以及上市核查、评价社会信用等需求。 

6.5  其他 

排污单位应制定监测方案、设置和维护监测设施、开展自行监测、做好监测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数据。《指南》是在《总则》的指导下，根据印刷工业排污

单位的实际情况，对监测方案制定和信息记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具体细化。对于各行业通

用的内容未在《指南》中进行说明，但对于印刷工业排污单位同样适用。因此，除《指南》

规定的内容外，其他按《总则》执行。 

7 企业自行监测经济成本分析 

编制组对北京市、上海市、辽宁省、湖北省、江苏省和重庆市的第三方实验室或环境

监测机构的监测服务报价进行调研，将各项监测指标平均监测费用作为企业自行监测成本

的核算依据。根据《指南》中监测方案，计算企业每年废水、废气、噪声和周边环境质量

自行监测费用。 

7.1  监测成本测算 

7.1.1  废水排放监测 

按废水总排放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单独的生活污水排放口和雨水排放口

各1个，雨水排放口每月开展一次监测进行测算，核算出废水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自行

监测成本分别为11192元/年和7112元/年。 

7.1.2  废气排放监测 

印刷企业数量多、污染控制水平参差不齐，有组织废气排放口数量不一。按有机废气

主要排放口、有机废气一般排放口和含尘废气排放口各1个进行成本测算，核算出重点排

污单位和非重点排污单位的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成本分别为124848元/年和13512元/年。按

厂界和厂区内监测点位各4个进行成本测算，核算出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成本为2888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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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按噪声监测点位4个，每季度开展一次昼、夜监测进行成本测算，核算出厂界环境噪

声监测成本为3536元/年。 

7.1.4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按环境空气监测点位2个，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点位各1个，每年开展一次监测进行成本

测算，核算出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成本为22246元/年。 

7.2  企业实例分析 

选取6家企业，结合《指南》规定的监测方案和企业实际排污情况，对自行监测成本

进行核算。企业的监测成本在1.6万~57.0万元/年，占其净利润的0.3%~1.6%，经济上可行。

在实际工作中，报告费、税费和项目管理费等约占监测成本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