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潔生產是促進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

生產模式，在生產和服務的全過程，應用「 污

染預防 」的環境思維，通過持續採取改進設計、

使用清潔的能源和原料、應用先進的工藝技術

與設備、改善管理、綜合利用等措施，有效實

現「 節能、降耗、減污、增效 」，是製造業傳

統發展模式的根本變革，也是全面推行綠色製

造、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著力點。

「 十二五 」期間，廣東省清潔生產工作發展迅

速，共有6,979家次企業完成清潔生產審核工

作，共實施188,766項清潔生產方案，投入

317億元（人民幣，下同），產生715.08億元經

濟效益。通過清潔生產，這些企業節能減排效

益顯著，每年可節能368萬噸標煤；削減8.4萬

噸 COD 產生量、5,414噸氨氮產生量、8.4萬

噸二氧化硫產生量、7.1萬噸氮氧化物產生量、

957.6萬噸二氧化碳產生量，為全省完成節能減

排目標任務，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作出了重要貢

獻。

全面推進清潔生產不僅能夠實現可觀的節能減

排效果，同時也是企業降成本、增效益的重要

舉措。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國製造2025》

也對綠色清潔生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所以，廣東省各地、各部門將會把清潔生產視為

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點之一，並作為建設

綠色廣東的重要著力點，加強政策法規引導，完

善標準體系建設，創新清潔生產推行方式，加強

激勵與約束機制，有計劃、分步驟地推動全省經

濟社會持續、快速、協調地健康發展。

基本原則

結合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既要採取有效措

施，全面推進工業清潔生產工作，又要加強對

重點行業、重點園區及重點流域的清潔生產推

行和監管力度，並逐步向服務業、建築業、農

業等領域拓展。

結合因地制宜與分類指導—既要考慮廣東省

不同區域技術經濟發展差異，差別化推進各地

清潔生產工作，又要根據企業個體差異，針對

不同行業和不同企業規模，實施分類指導，提

高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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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全面推進清潔生產工作

構建綠色製造體系

為深入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廣東省經濟及信息化委員會和省環

境保護廳早前印發了《廣東省關於全面推進綠色清潔生產工作的意見》，以提高全省

綠色資源利用效率和污染防治總體水平，構建綠色製造體系，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

設，可持續地發展當地經濟社會。



結合政策引導與市場機制—既要加強政府的

宏觀指導作用，加大財政投入和激勵政策的支持

力度，又要強化企業的主體意識，發揮技術支撐

單位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

工作目標

「 十三五 」期間，廣東省將開展清潔生產審核

企業超過10,000家次，節約400萬噸標準煤和

二億噸水，減少排放1,000萬噸二氧化碳，削

減10萬噸 COD 產生量、10萬噸二氧化硫產生

量、0.6萬噸氨氮產生量、八萬噸氮氧化物產

生量。

到「 十三五 」期末，當局會基本完善清潔生產

的政策法規，構建好重點行業的相關技術標準

體系，並高效運行相應的審核驗收規範制度；

同時，也會開發應用一批清潔生產共性技術，

建立一批相關的區域中心和行業技術聯盟。

主要任務
創新清潔生產推進模式

建立統一協調機制-

1. 廣東省各級經濟和信息化、環保部門將發揮

各自職能優勢，建立統籌協調的工作推進機

制。

2. 省經濟和信息化委會同環境保護廳將組織和

開展廣東省清潔生產規範性文件的制修訂工

作，統一自願性和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工作

流程、驗收程序、審核報告編製規範、評價

尺度和審核績效報送要求。

3. 地級以上市經濟和信息化、環保部門將會聯

合制定該區清潔生產推進工作方案，確定總

體目標、主要任務、分年度推進計劃和計劃

審核名單，經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審定，並

報送省經濟和信息化委、環境保護廳備案後

印發實施。

實施差別化審核制度-

1. 對於生產工藝簡單、環境影響較少的企業，

有關部門會簡化其審核流程，只要求企業實

施清潔生產後，要將審核報告報地級以上市

經濟和信息化、環保部門備案。

2. 對能耗較高或環境影響較大的企業，有關部

門會按照規範清潔生產審核流程，要求企業

組織和實施清潔生產改造方案後，要將審核

報告報地級以上市經濟和信息化、環保部門

備案。

3.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需要驗收或申請市級清潔

生產企業稱號的企業，將由地級以上市經濟

和信息化、環保部門進行驗收。

4. 對於在清潔生產審核中，完成質量高、清潔

生產水平達到國內（省內）領先的企業，可

經由地級以上市經濟和信息化部門推薦，經

承接省級清潔生產企業審核驗收職能的行業

協會驗收後，再授予省級清潔生產企業稱號。

完善差異化獎懲機制-

1. 對按時或提前完成清潔生產審核的企業，當

局會在項目推薦、申報、財稅獎勵、環境評

價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

2. 對逾期未完成清潔生產審核的企業，當局會

取消相關優惠政策，並納入下一輪審核名單。

3. 對在清潔生產工作中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和

個人，當局會依法表彰和獎勵；

4. 對工作不力、推諉塞責，影響工作進度和效

果的地方和單位，當局會通報批評。

推動企業實施清潔生產

1. 加大「 雙超 」、「 雙有 」及「 高能耗 」企業

開展清潔生產的工作力度，對於已納入國家

或省、市級能耗、環保重點監控企業名單的

企業，在「 十三五 」期間，有關部門會針對

他們開展新一輪清潔生產審核。

2. 重金屬污染防治重點防控行業、產能過剩行

業、《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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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行動計劃》，以及國家或省環保規劃規定開

展清潔生產的重點行業，如鋼鐵、水泥、化

工、石化、焦化、原料藥製造、有色金屬、

造紙、氮肥、印染、製革、電鍍、農副食品

加工、平板玻璃、農藥、煤化工、多晶硅、

電解鋁、造船等行業，須按有關規定開展清

潔生產審核。

3. 當地將針對已實施清潔生產的審核企業，建

立長效管理機制；同時，會重點對未實施審

核的企業，開展相關工作。

4. 加大淡水河、石馬河、廣佛跨界河、茅洲

河、練江及小東江等重點流域的工業企業清

潔生產工作力度，流域內污染企業必須全面

實施相關審核。

5. 引導和鼓勵企業採用先進的生產工藝設備，

做到源頭削減，實現節水減排。

6. 加大省級以上開發區、產業轉移園，以及電

鍍、印染、化工、製革、造紙和電子拆解等

專業園區或基地清潔生產力度。

7. 開展園區（基地）清潔生產審核方法的研究

工作，集中推廣行業清潔生產的先進共性技

術和設備，著力推動園區綠色化、循環化和

生態化改造，園區內企業清潔生產審核率務

求超過80%。

8. 積極拓寬清潔生產審核領域，推動規模以上

的工業企業帶動其供應鏈上的企業積極實施

該審核，全面提升綠色製造水平。

加強研發和推廣清潔生產共性技術

1. 當地會建立政府引導和扶持、企業主導實施

的清潔生產技術研發機制。

2. 在省重大科技專項、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基金

等各類科技資金中，積極安排或傾斜支持清

潔生產技術研發的公益性項目，重點支持研

發節能、降耗、減污、增效的清潔生產共性

技術和產品。

3. 鼓勵企業加大清潔生產技術研發力度，推動

產學研協同創新，加強引進、吸收和再創新

國際前沿的節能環保技術，開發和推廣一批

適合廣東省行業特色的相關技術和裝備。

4. 加大對先進清潔生產共性技術的推廣和應用

力度，開展一批清潔生產技術改造示範項目，

加強對應用示範工作的跟蹤評估與進展交流，

定期發佈重點行業清潔生產技術應用規範。

建立清潔生產信息化公共服務平台

清潔生產審核信息化管理-

1. 當地將構建廣東省清潔生產審核信息化管理

系統，實現省、市、縣三級統一的清潔生產

審核信息化平台，用於企業網上註冊申報、

審核信息和績效數據入庫存儲、逐級上報、

分類統計和實時查詢。

2. 加強信息數據的規範性、準確性和實時性，

提高政府部門對清潔生產管理工作的信息化

水平。

加強清潔生產信息服務-

1. 建立清潔生產門戶網站，面向全社會、集中

展示相關的工作動態、法規政策、標準體系，

以及審核方法等資源信息。

2. 建立清潔生產技術成果庫、專家人才庫等，

為技術和諮詢服務提供展示平台，為有需要

企業及政府部門提供信息服務。

完善清潔生產信息公開制度-

1. 在省清潔生產門戶網站及各地清潔生產管理

部門政府網站，設置相關信息公開欄目。

2. 開放清潔生產審核企業名單、企業審核後資

源節約、污染防治成效信息等，接受社會公

眾監督。

構建多元化清潔生產技術服務體系

1. 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建立清潔生產服務中心，

以協助地方政府部門開展相關技術支撐工作。

2. 建立重點行業清潔生產技術聯盟，集中專業

和技術優勢，有針對性地開展行業有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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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技術攻關和推廣，編制重點行業清潔

生產指南和案例。

3. 培育一批高水平、專業化的清潔生產服務機

構，為企業提供優質的相關技術服務。

4. 公佈清潔生產服務機構年度業績情況，發揮

優秀服務機構的示範引領作用。

5. 進一步完善廣東省清潔生產專家庫，建立一

支專家隊伍，加強對專家的交流培訓，統一

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的理解和評估驗收尺

度，為全面開展清潔生產提供人才資源支持。

加強對外合作

1. 以「 清潔生產夥伴計劃 」為契機，廣東省將

建立粵港清潔生產長期合作機制，深入推動

兩地企業節能環保、清潔生產及資源利用方

面的合作。

2. 積極開展與國內外有關組織、政府部門在

清潔生產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和借鑒國

際、國內先進經驗，促進技術、人才和信息

交流，全面提升廣東省清潔生產水平。

保障措施
完善政策標準體系

1. 積極推進《廣東省清潔生產促進條例》立法

工作，完善相關配套法規和政策措施，鼓勵

企業推行清潔生產。

2. 加緊修訂《廣東省清潔生產審核及驗收辦

法》，規範企業的清潔生產行為，以及政府管

理的有關流程及要求。

3. 結合廣東省產業特色和實際情況，研究制定

地方重點行業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鼓勵

行業協會、學會制定和發佈綠色清潔生產團

體標準。

完善激勵機制

創新投入方式-

1. 各地財政、經濟和信息化、環保部門會將清

潔生產審核驗收工作的經費，納入同級政府

預算，有條件的地方或會設立清潔生產專項

資金。

2. 各級經濟和信息化部門會利用清潔生產、技

術改造、節能減排等資金，資助企業實施有

關方案，並獎勵審核成效顯著的企業，也會

支援相關研究、示範和培訓。

3. 在依照國家規定設立的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中，

會視乎需要安排適當數額，以用於支持中小

企業實施清潔生產。

4. 各級財政部門、環保部門在排污費使用上，

會按《排污費徵收使用管理條例》規定，安

排推行清潔生產項目。

加強政策引導-

1. 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支援清潔生產重點項目，

包括信用貸款等多元化信貸，並創新信貸產

品，拓寬抵押擔保範圍，完善擔保方式。

2. 支持企業申請發行用於清潔生產技術改造的

綠色債券，引導和鼓勵社會投入建設這些項

目，積極發揮企業債券融資促進綠色清潔生

產、推動節能減排的重要作用。

■ 粵港兩地多年來舉辦
了不少「 清潔生產夥伴
計劃 」相關的培訓會，
推動兩地企業在節能環
保、清潔生產及資源利
用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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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用於清潔生產審核和培訓的費用，可以

列入企業經營成本；用於有關技術研發的費

用，可按規定享受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

除優惠政策。

4. 支持企業積極開展技術升級改造，企業在不

改變項目性質和生產規模、不增加污染物排

放量和排放種類的情況下，改進生產工藝，

可不另行辦理相關環境影響評價手續，其變

動可由經濟和信息化、環保部門透過組織清

潔生產驗收的方式予以確認。

5. 製造型工業企業達到清潔生產企業要求，可

按規定申請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

6. 工業園區可將清潔生產實施成效，作為園區

循環化改造的加分條件。

發揮領跑者作用-

1. 當地會篩選一批清潔生產審核成效突出的省

級清潔生產企業，優先推薦申報國家綠色企

業、環保領跑者等。

2. 給予省級清潔生產企業項目審批、財政專項

申報、政府採購和招標等方面的支持，優先

考慮安排專項資金支援這些企業，以實施節

能、節水、資源綜合利用等中高費方案。

3. 省級清潔生產企業通過實施清潔生產方案，

削減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指標，可以優先考慮

轉用於企業的擴大再生產項目。

完善監督管理體系

1. 各地清潔生產工作完成情況會納入節能、環

保日常監督檢查和相關考核。

2. 地級以上市經濟和信息化部門會同環境保護

部門將按照國家和省的清潔生產審核評估驗

收相關程序及標準，嚴格把關相關審核進度

和質量。

3. 各地會加強對清潔生產開展情況的日常監督

檢查工作，強化清潔生產審核的執法監管，

引導和規範企業的清潔生產行為。

4. 納入開展清潔生產審核名單的企業，若無特

殊原因拒絕、拖延或沒有在規定時限內完成

清潔生產審核驗收工作，或在審核中弄虛作

假或不報告、不如實報告審核結果，將由地

級以上市人民政府負責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

令限期整改；拒不改正的，則按《中華人民

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規定處罰。

5. 逾期不開展審核驗收的企業，將被納入下一

輪審核名單。

加強宣傳培訓

1. 採用現代傳媒手段，廣泛宣傳清潔生產法規

政策、管理制度、技術資訊、典型案例等信

息。

2. 通過遠程教育、專題培訓等方式，開展市縣

級管理部門、企業和服務機構的清潔生產培

訓，開展示範企業經驗交流和技術推廣現場

會，提高國家工作人員、企業管理者，以及

公眾的相關意識。

以上內容僅為廣東省經濟及信息化委員會、環境保護廳印發《廣東省關於全面推進

綠色清潔生產工作的意見》的部分內容，詳情請瀏覽廣東省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gdei.gov.cn/ywfl/jnhxhjj/201607/t20160720_12442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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