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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

动烧碱、聚氯乙烯行业生产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

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三级，Ⅰ级为清洁生产先进（标

杆）水平；Ⅱ级为清洁生产准入水平；Ⅲ级为清洁生产一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本指标体系将适时修订。

本指标体系起草单位：中国化工环保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安

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湾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氯碱化工分公司、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唐山三友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本指标体系主要起草人：庄相宁、党春阁、李毅、吴刚、张鑫、方刚、范红波、杨江红、

宋晓玲、张清亮、陈鹏、刘兵权、高万升、张兆云、李子秀。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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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规定了烧碱生产企业和聚氯乙烯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指标体系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分为九类，即生产工艺及装备、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原/辅料消耗、资源

综合利用、污染物产生与排放、碳排放、产品特征、清洁生产管理。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以离子膜电解法生产烧碱、以电石法/乙烯法生产聚氯乙烯企业的清洁生

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

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环保领跑者等环境管理制度。本文件亦适用于以乙炔和二氯乙烷

为原料采用姜钟法生产聚氯乙烯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21257 烧碱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30527 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标体系。

3.1 离子膜电解法烧碱生产工艺

以盐和电为原料，采用离子膜电解槽装置生产烧碱的工艺。

3.2 电解单元

电解盐水生产过程中由烧碱、氯气和氢气产品组成的电化学装置。产品的最终表现形式为

100%烧碱。

3.3 电石法聚氯乙烯工艺

以电石为原料生产乙炔，以乙炔和氯化氢为原料生产氯乙烯，通过聚合生产聚氯乙烯树脂

的工艺。

3.4 乙烯法聚氯乙烯工艺

以乙烯、氯气等为原料生产氯乙烯，通过聚合生产聚氯乙烯树脂的工艺，还包括直接以氯

乙烯为原料生产聚氯乙烯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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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综合能耗

报告期内生产界区内所输入的各种能量之总和减去向外输出的各种能量之总和。所有输入

和向外输出各种能量，应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折算方法折算为标准煤量。

3.6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用单位产量表示的综合能耗。烧碱产量须折百计算。

3.7 水重复利用率

产品生产过程中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3.8 限定性指标

指对清洁生产有重大影响或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在对烧碱和聚氯乙烯企业

进行清洁生产水平评定时必须首先满足的先决指标。本文件将限定性指标确定为：单位产品综

合能耗、产业政策符合性、达标排放、总量控制等四项指标。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选取说明

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进行指标选取。根据评价指

标的性质，可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种。

定量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清

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定性指标根

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

划选取，用于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4.2 指标基准值及其说明

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在行业清洁

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价基准值分为Ⅰ级基准值、Ⅱ级基准值和Ⅲ级基准值三个等级。其中

Ⅰ级基准值代表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Ⅱ级基准值代表清洁生产准入水平，Ⅲ级基准值

代表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4.3 指标体系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产品和工艺不同分别确定清洁生产评价指

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具体见表1-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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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烧碱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 Ⅰ级基准值 II 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装备 0.1

①
节能型离子膜电解

槽占比
% 0.7 100% ≥75% ≥50%

2 除硝工艺 — 0.3 采用膜法除硝工艺 采用氯化钡去除硫酸根

3 能源消耗 0.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1 ≤308 ≤315 ≤350

4 水资源消耗 0.1 单位产品取水量 m3/t 1 ≤4 ≤4.5 ≤5.5

5 原/辅料消耗 0.1
②
原盐消耗（折百计

算）
kg/t 1 ≤1500 ≤1525 ≤1540

6
资源综合利用 0.1

盐泥处理处置率 % 0.5 100%

7 水重复利用率 % 0.5 ≥90% ≥80% ≥70%

8
污染物产生 0.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

量
t/t 0.5 ≤4 ≤4.5

9 盐泥（干基） kg/t 0.5 ≤40 ≤45 ≤50

10 碳排放 0.1
电解单元单位产品

（以 100%烧碱计）

二氧化碳排放量

t/t 1 ≤1.34 ≤1.40 ≤1.46

11 产品特征 0.05 合格品率 % 1 100%

12

清洁生产管理 0.15

*产业政策符合性 — 0.1 未采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生产工艺、装备。

13 *达标排放 — 0.1 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规定要求。

14 *总量控制 — 0.1
污染物许可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及能源消耗量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

规定要求。

15 清洁生产审核 — 0.1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

订有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计划，对原料及生

产全流程生定期开展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对原料及生产全流程定

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活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原料及生产全流程中部

分生产工序定期开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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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审核活动，

中、高

费方案实施率≥80%。

动，中、高费方案实施率

≥60%。

洁生产审核活动，中、高

费方案实施率≥50%。

16 清洁生产管理 — 0.1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建有专门负责清洁生产的领导机

构，各成员单位及主管人员职责分工明确；有健全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和奖

励管理办法，有执行情况检查记录；制定有清洁生产工作规划及年度工作计

划，对规划、计划提出的目标、指标、清洁生产方案，认真组织落实；资源、

能源、环保设施运行统计台账齐全；建立、制定环境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预

案要通过相应环保部门备案）并定期演练。按行业无组织排放监管的相关政

策要求，加强对无组织排放的防控措施，减少生产过程无组织排放。

17 污染物排放监测 — 0.05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自行监测方案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工

作，安排专人专职对监测数据进行记录、整理、统计和分析，公开自行监测

信息。

18
污染物处理设施运

行管理
— 0.05

建有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中控系统，按照排

污许可证规定建立治污设施运行台账。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建

立治污设施运行台账。

19 节能管理 — 0.05

建立节能工作组织机

构；每年制定节能技

改计划，落实率达到

90%以上；按国家规定

要求，组织开展节能

评估与能源审计工

作。

每年制定节能技改计划，

落实率达到 70%以上；按

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展

节能评估与能源审计工

作。

按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

展节能评估与能源审计

工作。

19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 — 0.05

按《中国化工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等有关

国家规定，开展二氧

化碳排放核算工作，

按《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等有关国家规定，开展二氧化碳排放核算

工作，建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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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档案，并进一步

开展节能减排技术改

造。

20 危险化学品管理 — 0.05 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21 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 0.05 计量器具配备满足符合国家标准 GB 17167、GB 24789 三级计量配备要求。

22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 0.05
参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

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2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管理
— 0.05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加以循环利用，综合

利用率高于 80%，且

按照 GB18599 相关

规定对暂时不利用或

者不能利用的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进行贮存

或处置。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加

以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率

高 于 60% ， 且 按 照

GB18599 相关规定对暂

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

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

行贮存或处置。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加

以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率

低于 60%，且按照 GB
18599 相关规定对暂时

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

贮存或处置。

24 危险废物管理 — 0.05
根据《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综合评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情况

为“达标”。

25 环境信息公开 — 0.05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信息公开要求定期开展信息公开。

注：1.①节能型离子膜电解槽包括氧阴极离子膜电解槽、膜极距（零极距）离子膜电解槽和极小极距离子膜电解槽。

2.②采用卤水为原料的按照氯化钠折百计算。

3.*的指标项为限定性指标。

4.“—”代表不做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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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石法聚氯乙烯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装

备
0.1

电石破碎工序除尘系

统是否正常运行，粉尘

达标排放

— 0.1 是

2
电石渣浆是否采用乙

炔回收技术
— 0.1 是

3
是否采用盐酸脱析装

置
— 0.1 是

4
是否采用气相汞高效

回收技术
— 0.2 是

除汞器活性炭更换周期

≤6个月

5
氯乙烯精馏尾气是否

采用回收技术
— 0.2

回收氯乙烯、乙炔和

氢气
回收氯乙烯和乙炔 回收氯乙烯

6
聚合母液是否回收利

用
— 0.2

聚合母液 100%回收

利用
聚合母液回收利用

7
高沸物中二氯乙烷是

否回收
0.1 是 否

8
能源消耗 0.1

*单位产

品综合

能耗

通用聚氯乙

烯树脂
kgce/t 0.5 ≤185 ≤193 ≤270

9
糊用聚氯乙

烯树脂
kgce/t 0.5 ≤430 ≤450 ≤480

10 水资源消耗 0.1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

量（不含无离子水）
m3/t 1 ≤8 ≤9 ≤10

11
原/辅料消耗 0.1

单位产品电石（折标
①
）

消耗量
kg/t 0.4 ≤1400 ≤1420 ≤1450

12 单位产品（聚氯乙烯） kg/t 0.6 0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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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汞触媒消耗量
② 0

13
资源综合利用 0.1

电石渣处理处置率 % 0.5 100% ≤95% ≤90%

14 水重复利用率 % 0.5 ≥90% ≥80% ≥75%

15

污染物产生 0.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t/t 0.3 ≤10 ≤12 ≤15

16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

（CODCr）产生量
kg/t 0.2 ≤20 ≤22 ≤24

17
单位产品废水中总汞

产生量

g/t
0.3 ≤1.5 ≤1.8 ≤2.0

18
单位产品精馏、干燥尾

气废气产生量

m3/t
0.2 ≤12000 ≤12500 ≤13000

19 碳排放 0.1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

放量
③

t/t 1 ≤0.80 ≤0.90 ≤1.10

20 产品特征 0.05 一等品率 % 1 ≥98% ≥95% ≥92%

21

清洁生产管理 0.15

*产业政策符合性 — 0.1
未采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生产工艺、装备。

2017年 8月 16日之后新建聚氯乙烯项目，禁止采用用汞工艺。

22 *达标排放 — 0.1 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规定要求。

23 *总量控制
—

0.1
污染物许可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及能源消耗量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

规定要求。

24 清洁生产审核 — 0.1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

订有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计划，对原料及生

产全流程生定期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活动，

中、高费方案实施率

≥80%。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对原料及生产全流程定

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活

动，中、高费方案实施率

≥60%。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原料及生产全流程中部

分生产工序定期开展清

洁生产审核活动，中、高

费方案实施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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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清洁生产管理 — 0.1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建有专门负责清洁生产的领导

机构，各成员单位及主管人员职责分工明确；有健全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和

奖励管理办法，有执行情况检查记录；制定有清洁生产工作规划及年度工作

计划，对规划、计划提出的目标、指标、清洁生产方案，认真组织落实；资

源、能源、环保设施运行统计台账齐全；建立、制定环境突发性事件应急预

案（预案要通过相应环保部门备案）并定期演练。按行业无组织排放监管的

相关政策要求，加强对无组织排放的防控措施，减少生产过程无组织排放。

26 污染物排放监测 — 0.05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自行监测方案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

工作，安排专人专职对监测数据进行记录、整理、统计和分析，公开自行监

测信息。

27
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

管理
— 0.05

建有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中控系统，按照排

污许可证规定建立治污设施运行台账。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建

立治污设施运行台

28 节能管理 — 0.05

建立节能工作组织机

构；每年制定节能技

改计划，落实率达到

90%以上；按国家规

定要求，组织开展节

能评估与能源审计工

作。

每年制定节能技改计划，

落实率达到 70%以上；按

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展

节能评估与能源审计工

作。

按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

展节能评估与能源审计

工作。

29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 — 0.05

按《中国化工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等

有关国家规定，开展

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工

作，建立档案，并进

一步开展节能减排技

术改造。

按《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等有关国家规定，开展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工作，

建立档案。



— 33—

30 危险化学品管理 — 0.05 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31 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 0.05 计量器具配备满足符合国家标准 GB 17167、GB 24789 三级计量配备要求。

32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 0.05
参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

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3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

理
— 0.05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加以循环利用，综合

利用率高于 80%，且

按照 GB18599 相关

规定对暂时不利用或

者不能利用的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进行贮存

或处置。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加

以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率

高 于 60% ， 且 按 照

GB18599 相关规定对暂

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

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

行贮存或处置。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加

以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率

低于 60%，且按照 GB
18599 相关规定对暂时

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

贮存或处置。

34 危险废物管理 — 0.05
根据《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综合评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情况

为“达标”。

35 环境信息公开 — 0.05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信息公开要求定期开展信息公开。

注：1. *的指标项为限定性指标。

2.①折标电石消耗量以发气量 300L/kg电石计算。

3.②2017年 8月 16日之前建设的企业执行 0、0.9和 1.0基准值；2017年 8月 16日起新建的企业执行 0基准值；在《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确定基于现有工艺无汞催化

剂技术和经济均可行 5年后，所有企业都执行 0基准值。

4.③指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

5.“—”代表不做具体要求。

6.姜钟法工艺清洁生产评价不考察资源能源消耗指标，其他参照此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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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乙烯法聚氯乙烯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

位

二级指标权

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装

备
0.1

聚合尾气、汽提尾气回

收处理要求
— 0.5

聚合、汽提尾气中 VCM制成 VCM单体回聚合系统，

不凝性气体送焚烧处理，VCM零排放

聚合、汽提尾气中 VCM
制成VCM单体回聚合系

统，不凝性气体进行处理

后，VCM达标排放

2 聚合母液是否回收利用 — 0.5 聚合母液 100%回收利用 聚合母液回收利用

3
能源消耗 0.1

*单位

产品综

合能耗

通用聚氯乙

烯树脂
kgce/t 0.5 ≤600 ≤620 ≤635

4
糊用聚氯乙

烯树脂
kgce/t 0.5 ≤900 ≤950 ≤1100

5 水资源消耗 0.1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不含无离子水）
m3/t 1 ≤6 ≤8 ≤10

6

原/辅料消耗 0.1

单位产品乙烯消耗量 kg/t 0.3 ≤470 ≤490 ≤500

7 单位产品氯气消耗量 kg/t 0.3 ≤600 ≤610 ≤620

8
单位产品二氯乙烷消耗

量
t/t 0.2 ≤1.62

9 单位产品氯乙烯消耗量 t/t 0.2 ≤1.002 ≤1.003

10 资源综合利用 0.1 水重复利用率 % 1 ≥90% ≥80% ≥75%

11
污染物产生 0.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t/t 0.5 ≤5.6 ≤5.8 ≤6

12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

（CODCr）产生量
kg/t 0.5 ≤0.72 ≤1.0 ≤1.5

13 碳排放 0.1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

量
①

t/t 1 ≤1.5 ≤1.65

14 产品特征 0.05 一等品率 % 1 ≥98% ≥9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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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洁生产管理 0.15

*产业政策符合性 — 0.1 未采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生产工艺、装备。

16 *达标排放 — 0.1 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规定要求。

17 *总量控制
—

0.1
污染物许可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及能源消耗量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规定

要求。

18 清洁生产审核 — 0.1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对原料及生产全流程生定

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活

动，中、高

费方案实施率≥80%。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对原料及生产全流程定

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活

动，中、高费方案实施率

≥60%。

按政府规定要求，制订有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原料及生产全流程中部

分生产工序定期开展清

洁生产审核活动，中、高

费方案实施率≥50%。

19 清洁生产管理 — 0.1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建有专门负责清洁生产的领导机构，

各成员单位及主管人员职责分工明确；有健全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和奖励管理办

法，有执行情况检查记录；制定有清洁生产工作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对规划、

计划提出的目标、指标、清洁生产方案，认真组织落实；资源、能源、环保设施

运行统计台账齐全；建立、制定环境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预案要通过相应环保

部门备案）并定期演练。按行业无组织排放监管的相关政策要求，加强对无组织

排放的防控措施，减少生产过程无组织排放。

20 污染物排放监测 — 0.05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自行监测方案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工作，

安排专人专职对监测数据进行记录、整理、统计和分析，公开自行监测信息。

21
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管

理
— 0.05

建有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中控系统，按照排污许

可证规定建立治污设施运行台账。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建

立治污设施运行台账。

22 节能管理 — 0.05

建立节能工作组织机构；

每年制定节能技改计划，

落实率达到 90%以上；按

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展

节能评估与能源审计工

作。

每年制定节能技改计划，

落实率达到 70%以上；按

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展

节能评估与能源审计工

作。

按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

展节能评估与能源审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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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 — 0.05

按《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等有关国家规定，

开展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工

作，建立档案，并进一步

开展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按《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等有关国家规定，开展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工作，

建立档案。

24 危险化学品管理 — 0.05 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25 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 0.05 计量器具配备满足符合国家标准 GB 17167、GB 24789 三级计量配备要求。

26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 0.05
参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

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2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 — 0.05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加以

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率高

于 80%，且按照 GB18599
相关规定对暂时不利用或

者不能利用的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进行贮存或处置。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加

以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率

高 于 60% ， 且 按 照

GB18599 相关规定对暂

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

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

行贮存或处置。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加

以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率

低于 60%，且按照 GB
18599 相关规定对暂时

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

贮存或处置。

28 危险废物管理 — 0.05
根据《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综合评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情况为“达

标”。

29 环境信息公开 — 0.05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信息公开要求定期开展信息公开。

注：1. *的指标项为限定性指标。

2. ①指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

3.“—”代表不做具体要求。



— 37 —

5 评价方法

5.1 指标无量纲化

不同清洁生产指标由于量纲不同，不能直接比较，需要建立原始指标的隶属函数，如公式

5-1 所示。

ïî

ï
í
ì

=
kij

kij
ijg gx

gx
x

k 不属于

属于

,0

,001
)(Y

（5-1）

式中：

ijx ——第 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个二级指标；

kg ——二级指标基准值，其中 1g 为Ⅰ级水平， 2g 为Ⅱ级水平， 3g 为Ⅲ级水平；

)(Y ijg x
k

——二级指标 ijx 对于级别 kg 的隶属函数。

如公式 5-1 所示，若指标 ijx 属于级别 kg ，则隶属函数的值为 100，否则为 0。

5.2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通过加权平均、逐层收敛可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级别 kg 的得分
kg

Y ，如公式 5-2所示。

åå
==

=
i

kk

n

j
ijgij

m

i
ig x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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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w

（5-2）

式中：

iw ——第 i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ijw 为第 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其中

1
m

1

=å
=i

iw ， 1
1

=å
=

in

j
ijw ，m为一级指标的个数；

in ——第 i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

1Yg ——等同于 Y 85³Ⅰ ， 2Yg 等同于 Y 85³Ⅱ， 3Yg 等同于Y 100=Ⅲ 。

当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某类一级指标项下某些二级指标不适用于该企业时，需对该类一级

指标项下二级指标权重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二级指标权重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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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

ij

ij
ij

w

w
w '

（5-3）

式中：

'
ijw ——调整后的二级指标权重；

å ijw ——参与考核的指标权重之和。

5.3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步骤

第一步：将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Ⅰ级限定性指标进行对比，全部符

合要求后，再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Ⅰ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得分Y 85³Ⅰ ，当综合

指数得分Y 85³Ⅰ ≥85 分并且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时，可判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为

Ⅰ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Ⅰ级限定性指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Y 85³Ⅰ ＜85 分或者非限定性指

标未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时，则进入第 2步计算。

第二步：将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Ⅱ级限定性指标进行对比，全部符

合要求后，再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Ⅱ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得分Y 85³Ⅱ，当综合

指数得分Y 85³Ⅱ ≥85 分并且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Ⅲ级基准值要求时，可判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为

Ⅱ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Ⅱ级限定性指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Y 85³Ⅱ＜85 分或者非限定性指

标未全部满足Ⅲ级基准值要求时，则进入第 3步计算。

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不再参与第3步计算。

第三步：将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Ⅲ级限定性指标基准值进行对比，全部符合要求后，再将

企业相关指标与Ⅲ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指数得分，当综合指数得分Y 100=Ⅲ =100分时，

可判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为Ⅲ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Ⅲ级限定性指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Y 100=Ⅲ ＜100分时，表明企业未达到清洁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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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烧碱和聚氯乙烯生产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定

对新建烧碱和聚氯乙烯生产企业或新扩改建项目、现有烧碱和聚氯乙烯生产企业清洁生产

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

定为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清洁生产准入水平和清洁生产一般水平。根据目前我国烧碱

和聚氯乙烯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判定值规定见表4。

表 4 烧碱和聚氯乙烯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I 级：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

 同时满足：

 —— Y 85³Ⅰ ；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Ⅰ级基准值要求；

 ——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

II 级：清洁生产准入水平

 同时满足：

 —— Y 85³Ⅱ ；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及以上。

 ——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 III 级基准值要求。

III 级：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满足

 —— Y 100=Ⅲ 。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企业被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为主

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超标），或被地方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认定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

业不能参与清洁生产等级评价。

6 指标解释与数据来源

6.1 相关指标解释

6.1.1 节能型离子膜电解槽占比

报告期内节能型离子膜电解槽烧碱产能与其现有的烧碱生产能力的比率。按公式（6-1）计

算：

R=P1/P （6-1）

式中：

R—报告期内节能型离子膜电解槽占比，%；

P1—报告期内节能型离子膜电解槽烧碱产能，万t（10kt）；

P—报告期内烧碱产能，万 t（10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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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烧碱和聚氯乙烯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照 GB 21257 和 GB 30527 进行计算。

6.1.3 单位产品原料消耗

6.1.3.1 烧碱单位产品原盐折百消耗

指报告期内生产每吨产品产量（100% NaOH）所平均消耗的原盐折百的数量。按公式（6-2）

计算：

E原盐=（M原盐÷C）/M （6-2）

式中：

E原盐—单位产品原盐消耗量，t/t；

C —报告期内原盐氯化钠含量，%；

M原盐—报告期内原盐耗用总量，t；
M—报告期内烧碱产品产量（折 100%），t。

6.1.3.2 电石法聚氯乙烯单位产品电石折标消耗

指报告期内生产每吨产品产量所平均消耗的折标电石的数量。按公式（6-3）计算：

E电石=M折标电石/M （6-3）

式中：

E电石—单位产品电石折标消耗量，t/t；

M折标电石—报告期内电石折标耗用总量，t；

M—报告期内聚氯乙烯产品产量，t；

其中：

M折标电石={M电石×（1-矽铁损失率-灰份损失率）×电石平均发气量}/标准电石发气量

6.1.3.3 乙烯法聚氯乙烯原料消耗

指报告期内生产每吨产品产量所平均消耗的原料的数量，例如氯气、乙烯、二氯乙烷等。

可参照公式（6-3）计算。

6.1.4 新鲜水消耗量

指报告期内生产每吨烧碱产品（折100%计算）所消耗的新鲜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

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

热水、地热水等）；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等以及企业为外供给市场的水的产品（如

蒸汽、热水、地热水等）而取用的水量。按公式（6-4）计算：

E新鲜水= M新鲜水/ M （6-4）

式中：

E新鲜水—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t/t；

M新鲜水 —报告期内产品新鲜水耗用总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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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报告期内产品产量（折100%计算），t。

6.1.5 水重复利用率

指工业企业循环冷却水的循环利用量和废水利用量等重复用水量之和占该企业用水总量的

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η水= M重复用水/（M循环水+ M废水+ M补充水量） （6-5）

式中：

η水 —水重复利用率，%；

M循环水 —报告期内循环水利用量，t；

M废水 —报告期内废水利用量，t；

M重复用水 —报告期内重复用水量，t；

M补充水量 —报告期内补充水量，t。

6.1.6 污染物产生量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包括水污染物和废气污染物产生量。分别按公式（6-6）、（6-7）、

（6-8）和（6-9）计算：

D废水= V废水/ M （6-6）

式中：

D废水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t；

V废水 —报告期内废水产生总量，m3；

M— 报告期内单位产品产量，t。

D废水中污染物= D废水×W某种污染物 （6-7）

式中：

D废水中污染物 —单位产品产生的废水中某种污染物产生量，g/t；

D废水 —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t；

W某种污染物 —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浓度，mg/L。

D废气= V废气/M （6-8）

式中：

D废气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m3/t；

V废气 —报告期内废气产生总量，m3；

M— 报告期内单位产品产量，t。

D废气中某种污染物= D废气×W某种污染物 （6-9）

式中：

D废气中某种污染物 —单位产品产生的废气中某种污染物产生量，mg/t；

D废气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m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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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某种污染物 —废气中某种污染物浓度，mg/m3。

6.1.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算时间（年）内，企业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回收利用量与同期工业固废产生量的

百分比。

%100
S
S

m

r
s ´=R （6-10）

式中：

Rs——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Sr——一定时间内综合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量，t；

Sm——一定时间内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t。

6.2 数据来源

6.2.1 统计

企业的资源、能源消耗指标以及资源综合利用指标等，以年报或考核周期报表为准。

6.2.2 实测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资源综合利用特征指标也可以在考核周期内用实测方法取得，考

核周期一般不少于一个月。

6.2.3 采样和监测

污染物产生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并采用国家或行业

标准测定分析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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