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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製造工程（2016-2020）

《中國製造2025》五大工程實施指南：

一、背景
綠色發展是國際大趨勢

資源與環境問題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可持

續發展日益成為全球共識。特別是在應對國際

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背景下，推動綠色增長、

實施有關新政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共同選擇，

發展綠色經濟、搶佔未來全球競爭的制高點亦

已成為國家重要戰略。

發達國家紛紛實施「 再工業化 」戰略，重塑製

造業競爭新優勢，清潔、高效、低碳、循環等

綠色的理念、政策和法規的影響力不斷提升，

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成為衡量國家製造業競爭力

的重要因素，綠色貿易壁壘也成為一些國家謀

求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

綠色製造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工業化為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提高了人民的

物質生活水平，同時也消耗了大量資源，給生

態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人民生活質素

的進一步提升。

國家要建設生態文明，必須構建科技含量高、

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綠色製造體系，加

快推動生產方式綠色化，積極培育節能環保等

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幅增加相關產品供給，倡

導綠色消費，有效降低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

綠色製造是工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

中國作為製造大國，尚未擺脫高投入、高消耗、

高排放的發展方式，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與國際先進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工業排放的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塵分別佔排放總量的

90% 、70% 和85%，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接近

極限，製造業綠色發展刻不容緩。

實施綠色製造工程，不僅可緩解當前資源環境

面臨瓶頸約束、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而

且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工業轉型升級、

提升製造業國際競爭力等方面，都具有深遠歷

史意義。

二、總體要求
《實施指南》將全面落實製造強國建設戰略，加

強綠色發展理念，圍繞製造業資源、能源利用

效率和清潔生產水平提升，以製造業綠色改造

升級為重點，以科技創新為支撐，以法規標準

綠色監管制度為保障，以示範試點為著力處，

為貫徹落實《中國製造2025》，推進製造強國建設，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展改革委、

科技部與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編制了五大工程實施指南，通過政府引導，形成行業共

識，匯聚社會資源，突破製造業發展的瓶頸和短板，搶佔未來競爭制高點。其中，為

重點實施綠色製造工程，故特制訂《綠色製造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下稱：

《實施指南》）。

行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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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構建綠色製造體系，

推動有關產品、工廠、園區和供應鏈全面發展，

壯大該產業，實現製造業高效、清潔、低碳、

循環和可持續發展，增強國際競爭新優勢，促

進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和諧共融。

( 一 ) 基本原則

( 二 ) 主要目標

到2020年，中國要顯著提升綠色製造水平，並

初步建立相關製造體系。

企業和各級政府的綠色發展理念顯著增強，與

2015年相比，傳統製造業物耗、能耗、水耗、

污染物和碳排放的強度明顯下降，重點行業主

要污染物排放強度下調20%，工業固體廢物綜

合利用率達73%，部分重化工業資源的消耗和

排放達至峰值。

規模以上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下降18%，噸鋼

綜合能耗降到0.57噸標準煤，噸氧化鋁綜合能

耗減至0.38噸標準煤，噸合成氨綜合能耗減少

1,300千克標準煤，噸水泥綜合能耗調低85千

克標準煤，電機、鍋爐系統運行效率提高5%，

高效配電變壓器在網運行比例提高20%。單位

工業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用水量分別下降

22% 、23%。節能環保產業大幅增長，初步形

成經濟增長新引擎和國民經濟新支柱。

綠色製造能力穩步提高，一大批綠色製造關鍵

共性技術實現產業化應用，形成具有核心競爭

力的骨幹企業，初步建成較為完善的綠色製造

評價標準體系和認證機制，創建相關的百家工

業園區、千家示範工廠，推廣萬種該類產品，

基本形成綠色製造市場化推進機制。

三、重點任務
( 一 ) 傳統製造業綠色化改造

生產過程清潔化改造

1. 以源頭削減污染物產生為切入點，革新傳統

生產工藝裝備，鼓勵企業採用先進適用的清

潔生產工藝技術，以實施升級改造；

2. 加快提升重點區域和流域的清潔生產水平，

實施工業領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行動計劃，

推動京津冀、長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淮

河、海河等重點流域的企業實施清潔生產改

造，從源頭削減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

（粉）塵、化學需氧量、氨氮等污染物。

重點突破

全面協調推進

著力解決重點的區域、行業和企業發展中的資源環境問題，開展試點示範、專

項行動和重大項目建設。同時，按照產品全生命週期綠色管理要求，加強生產製

造全過程控制和生產者責任延伸，積極應用信息網絡技術和大數據等先進手段，

在各行業、大中小企業全面推行綠色製造，加快構建相關製造體系。

堅持企業主體

踐行社會責任

進一步突出企業綠色製造主體作用，加強高效清潔低碳循環發展理念，落實節能

環保社會責任，加大綠色改造，淘汰落後產能，大力推動綠色技術創新，不斷提

高綠色製造管理水平，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共贏。

政策引導

加強綠色監管

充分發揮政府在推進製造業綠色發展中的引導作用，進一步轉變發展理念，加大

有關政策的支持力度；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強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等法規標準

約束，嚴格節能評估審查、節能監察和環境監管執法，為企業推進綠色製造提供

公平的競爭環境和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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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的高效低碳化改造

1. 加快應用先進節能低碳技術裝備，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擴大新能源應用比例。

2. 重點實施高耗能設備系統節能改造，使在用

的工業鍋爐（窯爐）、電機（水泵、風機、

空壓機）系統和變壓器等通用設備的運行能

效指標，可以達到國內先進標準；

3. 深入推進流程工業系統節能改造，重點推廣

原料優化、能源梯級利用、可循環和流程再

造等系統優化工藝技術，普及中低品位餘熱

餘壓發電、製冷、供熱及循環利用；

4. 推進工業用能低碳化，積極使用新能源，開

展電力需求側管理，大力建設廠區、園區新

能源、分佈式能源和智能微電網；

5. 到2020年，形成1.5億噸標準煤節能能力。

重點區域清潔生產專項
● 在京津冀等「 三區十群 」重點區域，實施工業鍋爐清潔高效燃燒、鋼鐵燒結煙氣循環、水

泥低氮燃燒和分級燃燒、玻璃窯爐富氧燃燒、陶瓷集中清潔煤製氣、石化加熱爐低氮燃燒

等清潔化技術改造；

● 到2020年，削減煙粉塵100萬噸／年、二氧化硫50萬噸／年、氮氧化物180萬噸／年。

重點流域清潔生產專項
● 在七大流域，實施造紙非木材纖維原料清潔製漿、印染生物酶前處理和低鹽無鹽染色等清潔

技術改造；

● 到2020年，削減廢水四億噸／年、化學需氧量50萬噸／年、氨氮五萬噸／年。

淘汰落後專項

綜合運用工藝技術、環保、能耗、安全和質量等標準，建立退出機制，淘汰污染重、排放高、

有毒有害的落後產品、工藝、技術和裝備等。

生產過程清潔化改造

流程工業系統改造專項
● 建設完善的企業能源管控中心；

● 造紙行業應用高效雙盤磨漿機等低能耗製漿改造。

高耗能通用設備改造專項
● 電機系統實施永磁同步伺服電機、高壓變頻調速、冷卻塔用混流式水輪機等技術改造；配電

變壓器系統應用非晶合金變壓器、有載調容調壓等技術；爐窯系統應用富氧助燃、蓄熱式燃

燒、循環水系統防垢提效等技術；

● 到2020年，鍋爐、電機、內燃機系統平均運行效率提高5%，高效配電變壓器在網運行比

例提高20%。

能源利用高效低碳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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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利用高效化改造

1. 以控制工業用水總量、提高用水效率、保護

水環境為目標，採用水系統平衡改善整體解

決方案等節水技術，改造化工、鋼鐵、造

紙、印染、食品、醫藥等高耗水行業；

2. 推廣應用非常規水資源，支持工業企業採用

電吸附、膜處理、海水淡化等技術，利用城

市中水、礦井水、高濃鹽水及海水等。

基礎製造工藝綠色化改造

1. 加快應用清潔鑄造、鍛壓、焊接、表面處

理、切削等加工工藝，推動傳統基礎製造工

藝綠色化、智能化發展，建設一批基礎製造

工藝綠色化示範工程；

2. 到2020年，傳統機械製造節能15% 以上，

節約原輔材料逾20%，減少廢棄物排放超過

20%。

( 二 ) 資源循環利用

綜合利用工業資源

1. 重點針對冶煉渣及塵泥、化工廢渣、尾礦、

煤電固廢等難以利用的工業固體廢物，推廣

先進適用技術及裝備，培育骨幹企業，擴大

資源綜合利用基地試點；

2. 以再生資源規範企業為依托，加快再生資源

技術裝備的改造升級，推動相關產業的集約

化、專業化、規模化發展；

3. 到2020年，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產值達到三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

產業綠色協同鏈接

1. 推行循環生產方式，促進企業、園區、行業

間的鏈接共生、原料互供和資源共享，並拓

展不同產業固廢協同、能源轉換及廢棄物再

資源化等功能，創新工業行業間及與社會間

的生態鏈接模式；

2. 結合區域資源環境特點，促進工業資源綜合

利用產業區域間的協調發展。

培育再製造產業

1. 積極推廣再製造表面工程、增材製造、疲勞

檢測和剩餘壽命評估等技術工藝的應用，建

立再製造逆向智能物流體系，完善相關產品

的認定制度，實施高端和智能再製造，以及

在役再製造示範工程；

2. 到2020年，再製造技術工藝要達到國際先進

水平，產業規模達到2,000億元。

餘熱餘壓高效回收專項
● 自備電廠實施煙氣系統餘熱和循環水餘熱的深度回收利用、超臨界混合工質高參數一體化循

環發電、冶金餘熱餘壓能量回收同軸機組應用等技術改造。

● 推廣礦熱爐高溫煙氣淨化回收利用、蒸汽餘熱梯級利用、聚酯化纖酯化工藝餘熱回收製冷、

螺桿膨脹動力驅動等技術；

● 到2020年，中低品位餘熱餘壓利用率達到30%。

低碳化改造專項
● 在工廠及園區建設光伏、光熱、熱泵和智能微電網，提高生產過程中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到2020年，低碳能源裝機達到500萬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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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綠色製造技術創新及

 產業化示範應用

突破節能關鍵技術裝備

1. 圍繞制約節能產業發展的重大關鍵技術和裝

備，在節煤、節電、餘能回收利用、高效儲

能及智能控制等領域，加大研發和示範力度，

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骨幹企業，突破40項重

大節能技術裝備；

2. 到2020年，節能產業產值達到1.7萬億元。

提升重大環保技術裝備

1. 在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領域，加強研

發多污染協同處置、防治環境污染專用的材

( 四 ) 綠色製造體系構建試點

以企業為主體，以標準為引領，以綠色的產品、

工廠、工業園區和供應鏈為重點，以相關製造

服務平台為支撐，推行環保管理和認證，加強

示範引導，全面建設綠色製造體系。

建立綠色標準

1. 制修訂能耗、水耗、物耗、污染控制、資源

綜合利用及綠色製造管理體系等標準規範，

料和藥劑、環境監測計量專用的儀器儀表、

環境應急等先進環保技術裝備；

2. 建設100項先端環保技術裝備應用示範工程，

打造20個節能環保裝備製造基地，力爭突破

50項環保技術裝備，環保產業產值達到二萬

億元。

開發資源綜合利用適用技術裝備

1. 以提升工業資源綜合利用技術裝備水平、推

進產業化應用為目標，突破100項重大資源

綜合利用技術裝備；

2. 培育100家相關產業創新中心，基本形成適

應工業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的技術研發和

裝備產業化能力。

從設計、製造、使用、回收到再製造的全生

命週期，完善產品的綠色標準，制定綠色工

廠、園區和供應鏈標準。

2. 搭建開放的綠色標準創製公共平台，支持行

業協會和聯盟等共同參與標準制訂，加強與

國際標準對接和互認。

3. 加強標準實施，建立企業綠色製造標準自我

聲明制度，開展對標達標和領跑者活動，推

進標準實施效果評價。

環保技術產業化專項
● 開發燃煤煙氣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濕式靜電除塵等大氣治理技術裝備；

● 高濃度氨氮廢水處理、超臨界水氧化處理及動態膜過濾等節水減污技術；

● 高效低阻長壽命除塵濾料等環保專用材料；

● PM2.5便攜式監測儀、揮發性有機物（VOCs）在線分析儀等環境監測儀器。

節能技術產業化專項
● 組織開發高效節能鍋爐、膜法富氧燃燒等煤炭高效清潔利用及生物質，以及污泥燃燒鍋爐技術；

● 電氣驅動過程中的能量轉換、高效空壓機及節能控制器和全礬液流儲能電池等節電技術；

● 大型高爐用鼓風及汽輪發電同軸、朗肯循環等餘熱高效利用技術。

綠色製造技術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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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動態

開發綠色產品

1. 按照產品全生命週期綠色管理理念，遵循能

源資源消耗最低化、生態環境影響最小化和

可再生率最大化原則，大力開展綠色設計試

點示範；

2. 開發和推廣綠色產品，積極推進有關產品的

第三方評價和認證，建立各方協作機制；

3. 發佈綠色產品目錄，引導環保生產，提升相

關產品的國際水平，推動國際合作；

4. 到2020年，開發並推廣萬種綠色產品。

創建綠色工廠

1. 按照用地集約化、生產潔淨化、廢物資源

化、能源低碳化原則，結合行業特點，分類

創建綠色工廠；

2. 改善製造流程，應用綠色低碳技術，建設和

改造廠房，集約利用廠區；

3. 選用先進合適的清潔生產工藝技術，以及高

效末端治理裝備，減少生產過程中的資源消

耗和環境影響，營造良好職業衛生環境；

4. 實行清污分流、廢水循環利用、固體廢物資

源化和無害化利用；

5. 採用先進節能技術和裝備，建設廠區光伏電

站、智能微電網和能管中心，改良工廠用能

結構；

6. 推行資源能源環境數字化、智能化管控系統，

實現資源能源及污染物動態監控和管理；

7. 到2020年，創建1,000家綠色示範工廠。

建設綠色工業園區

1. 選擇基礎條件好、代表性強的工業園區，推

進綠色工業園區創建示範，深化國家低碳工

業園區試點；

2. 以企業集聚、產業生態化鏈接和服務平台建

設為重點，推行園區綜合能源資源一體化解

決方案；

3. 加強園區循環化改造，實現園區能源梯級利

用、水資源循環利用、廢物交換利用和土地

節約集約利用，提升園區資源能源利用效率；

4. 優化空間佈局，培育創新能力強和示範意義

大的示範園區；

5. 到2020年，創建100家綠色工業園區。

打造綠色供應鏈

1. 以綠色供應標準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為支

撐，加快建立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為導向

的採購、生產、營銷、回收及物流體系；

2. 積極應用物聯網、大數據和雲端運算等信息

技術，建立綠色供應鏈管理體系；

3. 規範採購、供應商、物流等綠色供應鏈，開

展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

4. 到2020年，在重點行業初步建立綠色供應鏈

管理體系，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取得實質性

進展。

構建綠色製造服務平台

1. 建立產品全生命週期基礎數據庫，以及重點

行業綠色製造生產過程的物質流和能量流數

據庫，加大信息公開力度；

2. 構建綠色製造評價機制，制定分行業、分領

域的綠色評價指標和評估方法；

3. 建設綠色製造技術專利池，推動知識產權的

保護和共享；

4. 創新服務模式，建設綠色製造創新中心和綠

色製造產業聯盟，積極開展第三方服務機構

的綠色製造諮詢、認定及培訓等服務，提供

綠色製造整體解決方案，推進合同能源管理

和環保服務；

5. 到2020年節能環保服務業產值達到1.8萬億

元。

四、保障措施
( 一 ) 加強組織領導

1. 建立綠色製造工程實施統籌協調機制，形成

職責明晰和協同推進的工作格局；

2. 設立專家組，為《實施指南》提供技術支撐，

開展階段性考核評估；

3. 各地區要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具體落實

方案，納入該地區發展規劃，並與國家指南

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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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加大財稅支持

1. 進一步加大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充分利用現

有資金渠道，發揮中央財政資金的引導和激

勵作用；

2. 集中力量支持《實施指南》中先導性、公益

性試點示範和公共服務平台、基礎能力建設

等薄弱環節；

3. 充分利用各級工業轉型升級、技術改造、節

能減排、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資金渠

道，以及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

加強綠色製造相關專項支持力度；

4. 完善綠色產品政府採購和財政支持政策，落

實資源綜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節能節水環

保專用設備所得稅優惠政策。

( 三 ) 拓寬融資渠道

1. 加強產融銜接，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拓寬有

關製造融資渠道，進一步發展綠色信貸、債

券市場，推動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引導和

鼓勵社會資本；

2. 按市場化原則設立和營運綠色產業基金，支

持綠色企業上市融資；

3. 充分利用專項建設基金、融資租賃、股權投

資基金、新三板掛牌融資等金融手段；

4. 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綠色製造重大工程建設，

加大對傳統製造業綠色改造升級、綠色新技

術和新產品產業化應用、綠色製造體系建設

等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

( 四 ) 加強監督管理

1. 完善綠色製造相關法律法規，依法構建有關

製造管理體系；

2. 加強環保執法監督、節能監察、清潔生產審

核和生產者責任延伸，建設各級節能監察等

執法隊伍，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嚴格懲處各

類違法違規行為；

3. 嚴格節能執法，制定並全面實施強制性能耗

限額標準和差別化電價，推動用能權、用水

權、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形成綠色發展

長效激勵約束機制；

4. 定期開展綠色製造發展狀況調查和評估；

5.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推動大中型企業、

上市公司發佈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披露資源

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職工責任關懷等信

息，提高中小企業綠色責任意識，充分發揮

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作用。

( 五 ) 加強國際合作

1. 積極引進國外先進適用綠色製造發展理念、

技術和管理經驗；

2. 利用多渠道資金，加強與國外政府、企業、

科研機構、國際組織在綠色製造方面的交流

與合作；

3. 落實國家「 一帶一路 」戰略，鼓勵綠色製造

技術、裝備和服務「 走出去 」，實現可持續

發展。

( 六 ) 傳播綠色理念

充分發揮教育培訓、媒體、綠色公益組織、行

業協會、產業聯盟等機構的作用，加強輿論宣

傳，增強綠色理念，倡導綠色消費，進一步提

升全社會綠色意識、參與度和積極性，為綠色

製造創造良好消費文化和社會氛圍。

以上僅為《綠色製造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年）》的部分內容，

詳情請瀏覽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

http : / /www.mi i t . gov . cn / n 1146295 /n1652858 /n1652930 /

n3757016/c5215611/part/5215623.pd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