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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印刷行業清潔生產與

揮發性有機污染物（VOCs）

減排技術現場交流會

全面減排  淨化空氣

近年中國的大氣污染嚴重，為改善區域大氣質量，貫徹落實《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清潔空

氣行動計劃》，全面推動廣東省印刷行業開展清潔生產，促進 VOCs 的減排與控制，廣東

省清潔生產協會、廣東省印刷複製業協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2015年8月28日在東

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聯合舉辦「廣東省印刷行業清潔生產與揮發性有機污染物（VOCs）

減排技術現場交流會」。各政府部門領導、行業協會、技術服務單位，以及企業代表逾

200人出席，共同交流推行清潔生產的技術、心得。

■ 出席交流會的主要領導、嘉賓合影留念。

■ 這次交流會由廣東省清潔生產協
會解賀林秘書長主持，有逾200名
代表出席，現場氣氛熱烈。

■ 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
司楊金溪董事長介紹其公
司施行的環保措施。



香港印刷業商會

064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103

行業動態

這 次交流會由廣東省清潔生產協會解賀林

秘書長主持。會上，廣東省經濟和信息

化委節能處姜青苗主任科員、廣東省環境保護

廳大氣處段獻忠主任科員、香港特區政府環境

保護署黃偉民主任、廣東省清潔生產協會黃建

平會長、廣東省印刷複製業協會孔環基秘書長、

香港印刷業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兼東莞金杯印刷

有限公司楊金溪董事長、廣東省環境科學研究

院張永波所長，以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秘書處

黃林艷女士等嘉賓分享了清潔生產及 VOC 減排

相關的精彩見解。

起步中的
中國 VOCs 治理工作

廣東省清潔生產協會黃建平會長坦言，與其他

國家相比，中國 VOCs 治理工作還處於起步階

段，任重而道遠。中國的 VOCs 排放主要來自

石油化工、塗裝、包裝印刷等22個行業。

近年，由國家到各省都越來越重視 VOCs 的防

禦和治理工作，出台了與大氣治理有關法規：

於2013年9月發佈的《國務院關於印發大氣污

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通知》提出推進 VOCs 的治

理，並加大綜合治理力度，將 VOCs 控制提到

重要的位置。

2015年6月，國家財政部、發展改革委、環境

保護部聯合印發《揮發性有機物排污收費試點

辦法》，從今年10月起實施 VOCs 排放收費，

促使企業減少 VOCs 排放，提高控制 VOCs 的

技術，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和生態環境。這收

費關係到企業的切身利益，因此印刷企業應關

注這收費試點辦法。如印刷企業不做好清潔生

產工作，不能控制 VOCs 排放，那麼企業將要

付出昂貴的經濟代價；如清潔生產做好，企業

不但毋須付出經濟代價，還可以將企業節省的

排放量進行產權交易，兌現為經濟利益。因此

企業要把 VOCs 排放控制好，採取有效的治理

措施，先進的減排技術，推動企業向綠色環保

方向發展。 

廣東省 VOCs 治理情況

廣東省環境保護廳段獻忠主任科長表示，廣東

省空氣品質優於中國的其他大城市。2015年上

半年的數據顯示廣東省空氣中的有害物質指標

除了臭氧，其他有害物質的含量指標較2014

年均有兩位數的下降。近年重點治理的對象是

VOCs 和氮氧化物，對 VOCs 的防治更是廣東

省環保廳監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為了控制印刷行業 VOCs 的排放，2010年廣東

省環保廳與廣東省環境保護研究院制定包括印

■ 黃建平會長坦言，與其他國家
相比，中國 VOCs 治理工作還處
於起步階段，任重而道遠。 ■ 廣東省環境保護廳段獻忠主任科

長指出，對 VOCs 的防治是廣東省
環保廳監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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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行業的四個標準。這項標準實行了多年，但

未獲得良好的體現。2014年年底，廣東省環保

廳在原制定標準的基礎上，為印刷行業制定了

一個印刷材料 VOCs 的排放標準，給企業在開

展相關排放治理項目時，起到指導作用。

他認為印刷行業 VOCs 治理工作未能達到預期

效果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客戶不願意為實行清

潔生產而產生的成本買單；企業不願意為治理

VOCs 投放過多的資金等。他補充道，對 VOCs

進行治理和控制，對企業長遠的發展意義重大，

治理的方法有多種，可從源頭進行控制，採購

使用環保的原材料，減免 VOCs 的產生，改造

生產工藝，以及通過收集或燃燒處理 VOCs 等

方式減少污染。

中國印刷包裝業
VOCs 排放標準制定進展

一、標準制定的背景

目前中國大氣保護形勢嚴峻，PM2.5（懸浮粒

子）的污染危害著人民的身體健康。近數十年

間，中國印刷包裝業發展迅速，行業產業總值

現居全球第二位，但是企業普遍規模較小，存

在資金、技術不足等情況，加上因為國內缺乏

控制與治理 VOCs 的相關標準，難以推廣及監

管相關排放。不過，通過2014年的努力，京津

冀、長三角及珠三角三大區域的空氣質量都得

到顯著改善。

二、其他地區 VOCs 排放標準

早於2007年，香港就限定不同類型油墨 VOCs

含量的標準；美國則根據不同的印刷方式，制

定不同的排放限值標準，以及達標計算方法；

歐盟的溶劑指令規限了不同類型印刷活動各有

其 VOCs 排放及逃逸溶劑的限值；日本針對印

刷行業中產生 VOCs 的生產設備，根據不同的

密閉條件而設定了排放限值。

三、	中國目前印刷包裝行業
	 VOCs 治理的情況

近年來，國家，各省份、地方也陸續制定、發

佈了一部分有關印刷行業 VOCs 限量標準。廣

東省的標準制定是從源頭控制和末端控制入手，

廣東省油墨 VOCs 含量的限值參考香港的相關

規定，制定了符合行業實情的標準限值（見下

圖）。末端排放標準則根據不同的印刷方式，制

定不同的標準。

■ 廣東省環境科學研究院張永波
所長分享了中國印刷包裝業 VOCs
排放標準制定的進展。

■ 印刷油墨 VOCs 含量限值（廣東省地方標準）。

印刷油墨總類

VOCs 含量的
最高限值（g∕L）

Ⅰ時段
(2010年1月
1日至2012年
12月31日 )

Ⅱ時段
( 自2013年
1月1日起）

用於不透氣承印物
的柔性版油墨

— 300

用於透氣承印物的
柔性版油墨

225 225

用於不透氣承印物
的平版油墨

— 700

用於透氣承印物的
平版油墨
（熱固油墨除外）

300 300

凸版油墨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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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姜青苗主任科員表

示，廣東省政府高度重視粵港兩地改善區域環

境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

署黃偉民主任亦表示推動清潔生產是粵港合作

改善區域環境的重要工作。早在2008年粵港

政府就共同啟動了「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

旨在鼓勵、資助港資工廠採用清潔生產技術。

「 伙伴計劃 」至今已批出了近2,500個項目，

舉辦了約390場技術推廣活動，吸引了超過

34,000名來自8,000家企業人員參加。推行清

潔生產，給粵港地區環境帶來良好改善，每年

能減少8,000噸 VOCs，10,000噸其他空氣污染

物的產生，減少700噸污水排放，節省能源23

萬度。企業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可改善環境表

現，節能降耗，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由2009年至今，「 伙伴計劃 」已給400多家企

業頒佈標誌，至今還有190家企業持有有效的

標誌。經過多年的努力，計劃為粵港兩地帶來

了良好的環保及經濟雙重效益，受到越來越多

的港資企業，以及社會公眾的重視與認同。今

年主辦雙方將標誌申請資格的範圍拓寬，鼓勵

更多的企業推行清潔生產。

為進一步推廣清潔生產的區域合作，廣東省經

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下稱：廣東經省信委）和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下稱：香港環保署）

在2014年11月簽署了新的合作協議，在今年1

月成立了清潔生產專職小組，並召開了第一次

專職小組會議，通過了2015年的合作計劃。今

年1月在第17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雙方再

次簽署了粵港清潔生產合作協議，進一步深化

雙方合作，推動粵港企業採用先進的清潔生產

技術，實施清潔生產項目，將清潔生產合作推

向更高層次。

近年廣東印刷行業也實行了許多清潔生產項

目，不斷淘汰落後的工藝，堅持機器改造，提

質增效，實現行業的節能降耗。隨著中國經濟

的快速發展，工業轉型升級的進度加快，國家

和地方對 VOCs 產生和控制提出了更高的標準。

2014年2月廣東省政府印發《廣東省大氣污染

防治行動方案（2014-2017年）》亦對印刷行業

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清潔生產是廣東省工業

實現節能減排重要途徑之一；也是印刷業提高

核心競爭力，發展綠色印刷的重要途徑。

■ 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姜青
苗主任科員表示，通過「 粵港清潔
生產伙伴計劃 」，雙方合作推動粵港
企業採用先進的清潔生產技術。

■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黃偉民
主任表示，推動清潔生產是粵港合
作改善區域環境的重要工作。

粵港合作推動清潔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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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經營者分享

楊金溪董事長首先對蒞臨金杯公司參加是次交

流會的參會人員表示熱烈歡迎，他站在企業決

策人的角度，與大家分享其公司開展清潔生產，

節能減排項目的心得。

他回憶公司推行清潔生產的初衷是因為金杯公

司主營出口業務，常遭遇歐美等發達國家提

出的「 綠色貿易壁壘 」政策，所以金杯便選

擇向綠色環保印刷轉型。現時公司更取到 ISO 

14001 、FSC 及中國環境標誌產品等環保認證，

他認為取得綠色認證就如獲得一本企業產品可

銷往全球的通行證。

企業要生存發展，就要提高企業競爭力。很多

企業老闆認為推行清潔生產會增加生產成本，

實際上推行清潔生產，達到節能降耗，節省治

理污染物的花費，從而減少生產成本。最後他

希望各企業決策人能立足企業長遠的利益，及

早推行清潔生產，但投資時需量力而為，防止

企業資金鏈斷裂。

聯合各界力量促進減排

廣東省印刷複製業協會孔環基秘書長感謝各企

業代表踴躍的參加這次交流會，共同探討行業

推行清潔生產大計，也讓政府感受企業的行動。

VOCs 排放是近年印刷行業尤為關注的問題，現

時國家越來越重視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國家

的環保發展大計更關係到每家企業的可持續發

展。他希望通過這次交流會，政府領導分享國

家政策資訊，專家講述有關清潔環保的技術，

讓所有的與會代表都能滿載而歸。

實地考察清潔生產廠房

交流會的最後環節，與會代表參觀了東莞金杯

的生產車間現場，了解印刷行業清潔生產技術

與設備在印刷生產線上的運用，進一步加深對

實施清潔生產作用的認識。▓

■ 東莞金杯楊金溪董事長分享推行清潔生產的心得。 ■ 廣東省印刷複製業協會孔環基秘
書長希望通過這次交流會，讓所有
的與會代表都能滿載而歸。

■ 與會者一邊參觀現場，一邊交流清潔生產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