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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污染物排放现状



石油和化学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经过近

60年的发展，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已经形成了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勘

探开发、化学矿山、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基础化学原料和化学品、

化学肥料、化学农药、涂料染料、合成材料、专用化学品、橡胶制品、

化工设备制造等20多个子行业、生产6万多个（种）产品。

化工总产值在201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乙烯、氮肥、

磷肥、电石、纯碱、烧碱、硫酸、甲醇、农药、染料等多种大宗产品

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石油和化工行业概况



石油化工企业区域分布情况

2013年，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28652家，实现主营收入约13.32万亿元，占
全国规模主营收入的12.9%。规模以上企业数超过1000家的省份有山东省
（4564家）、江苏省（4485家）、广东省（2249家）、浙江省（1955家）、
辽宁省（1625家）、河南省（1422家）、河北省（1247家）、湖北省（1184

家）、四川省（1054家），以上9省企业数共计19785家，占全国石油化工企业
总数的69%。



石油和化工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据中国环境统计年报统计结果，2012年，全行业排放废水41.9亿吨，占工业排放
的20.2%；

其中化工行业
占13.5%



石油和化工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其中化工行业
占10.2%



石油和化工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其中化工行业
占35.3%



石油和化工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石油和化工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其中化工行业
占6.7%



石油和化工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石油和化工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其中化工行业
占18.7%



 废气：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主要集中在炼油、硫酸等行业，氮氧
化物主要集中在炼油、硝酸等行业。VOCs主要以无组织形式排放，主要集中
在炼油、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农药、染料、涂料及中间体）等有机化工行
业。

 废水：废水污染物成分复杂且难以治理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煤化工、农药、染
料、助剂等精细化工行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主要在无机盐、无机颜料等涉
重行业，如铬盐、铅盐、铅铬颜料等产品。

 固废：工业固体废物主要产生于磷肥、氮肥、无机盐、硫酸、聚氯乙烯等行
业产品，这几个行业每年产生的固体废物约1.5亿吨。

 危废：危险废物类别有半数以上集中在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该行业产生的
危险废物达88种；其次为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业，其产生的危险废物有15种；
排在第三位的是炼焦制造业以及涂料、油墨、颜料及相关产品制造业，其产
生的危险废物有13种；第四位是农药制造业，其产生的危险废物有12种。如
有机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渣、母液、污盐、废酸、废碱、
废溶剂等均列为危险废物。

三废产生的重点子行业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前三年

累计

十二五

目标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 17.7 5.4 5.6 26.5 10

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上升8.2 5.1 4 1.6 10

氨氮排放量下降% 上升3.6 6.7 6.8 9.9 15

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 上升18 4.1 6.8 上升5.5 15

“十二五”工业减排目标完成情况

大气污染物减排形势十分严峻！！



行业清洁生产推动情况



行业清洁生产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行业引领

第二阶段：示范试点

第三阶段：全面推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化工行业开展了创建
“清洁文明工厂”活动。1992年又在全国率
先成立了《化工清洁生产中心》，开展清洁生
产的示范、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等工作。

1992年开始，石化行业开始试点工作，开展
中加清洁生产合作，巨化电化厂就是该合作项
目的试点企业之一，也是烧碱行业最早开展清
洁生产审核的企业。

2003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的发布，同时为推动该法的贯彻与实
施，国务院有关部委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
清洁生产意见》，《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并施行。



清洁生产方面主要工作

（一）以清洁生产为抓手，推进行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二）以技术交流为重点，为行业节能减排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三）以政策研究为依托，加快推进行业环保工作水平提升



一、以清洁生产为抓手，推进行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加强宣传。为宣贯新的《清洁生产促进法》，落实《工业清
洁生产推行“十二五”规划》，2012年5月，组织召开了“全国石油
和化工行业清洁生产工作会议”。作为工业行业第一个清洁生产

专题工作会议，受到了工信部的高度评价。同时，积极配合工信
部制定并发布了《工业行业清洁生产推行“十二五”规划》，通
过多种渠道指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工作。

加强宣传 夯实基础 做好服务三个手段：



二是夯实基础。标准是引导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组织编制了纯碱、硫酸、电石、农药等10余个行业的清
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近20余项清洁生产标准及审核指南，以及
氯碱、氮肥、农药等16个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可以

说，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的支撑体系和技术推广的目标方案已基本
建立，为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5年5月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6年12月

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6年12月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7年4月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7年4月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7年4月

纯碱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7年7月

硫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7年7月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9年2月

精对苯二甲酸(PTA)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9年2月

电石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9年2月

黄磷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9年2月

有机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2009年2月

已完成发布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http://baike.baidu.com/view/532432.htm


已完成发布清洁生产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 HJ/T 125-2003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 HJ/T126-2003 

清洁生产标准 氮肥制造业 HJ/T188-2006  

清洁生产标准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业 (环氧乙烷/乙二醇) HJ/T190-2006 

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氨纶） HJ/T359-2007   

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涤纶） HJ/T 429－2008    

清洁生产标准 电石行业 HJ/T 430-2008)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沥青) HJ/T 443-2008

清洁生产标准 合成革工业 HJ/T 449-2008) 

清洁生产标准 纯碱行业 HJ 474－2009     

清洁生产标准 氯碱工业（烧碱） HJ/T 475－2009 

清洁生产标准 氯碱工业（聚氯乙烯）HJ/T 476-2009    



三是做好服务。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示范项目评审工作，加强咨询
指导。积极为企业提供清洁生产审核培训等服务，2011～2012年与国

家清洁生产中心合作，举办了两期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一大批企
业人员取得了资质证书。相继为中国化工、云南盐化、河北盛华、德
州实华、风神轮胎、江苏华昌等一大批企业提供清洁生产相关咨询服
务，大幅度提升了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



（二）以技术交流为重点，为行业节能减排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完善环保技术体系建设 搭建环保技术交流平台 做好环保评比和彰三个做法：

一是完善环保技术体系建设。环保技术的征集、评选、发布、推广等系
列活动已成为协会长期坚持的工作，已经坚持了8年。2012年，通过网
站、报社、专业协会、大型集团及重点企业推荐等方式共征集了120多
家单位200余项技术，涉及节能、节水、污染治理、清洁生产等多领域。
通过层层筛选和专家评审，确定了重点支撑技术60项，支撑技术187项，
全行业发布。



二是搭建环保技术交流平台。2007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四届“石油和化
学工业环保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交流会”，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科
研机构、石化企业和众多专家参加，每次会议规模都达到300余人，展示

了环境保护最新产品和技术成果，为解决污染难题打开了思路、提供了
助力。通过搭建平台、展示成果、深入交流，促成了技术单位与化工企
业的合作，受到广大会员企业和环保技术单位的广泛好评。



石油和化工行业环境保护、清洁生产
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交流会



发布石油和化工行业环境保护与清洁生产重点支撑技术目录



三是做好环保评比和表彰积极开展环保先进企业的评选表彰工作，树立
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2011年组织开展了“十一五”全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环境保护先进单位、优秀经理（厂长）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表彰
系列活动，并于5月份与石化联合会组织召开了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环
境保护工作会议。通过表彰活动，激励了企业更好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三）以政策研究为依托，加快推进行业环保工作水平提升

环保标准制定 环保政策研究 参与法规规划制订三个重点：

一是做好环保标准制定。承担了纯碱、钾肥、有机磷农药、无机颜
料、黄磷、化肥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工作，通过深入调研行
业现状，提出严格的排放限值，提高重污染行业的治理水平。



二是加强环保政策研究。近年来，组织开展了电石法聚氯乙烯
行业环境准入条件、纯碱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磷石膏污染防治
技术指南、化工行业环境保护政策研究、汞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等10余项课题研究工作。积极开展《关于加强化工园区环境保

护工作的意见》及考核办法的制定。通过政策研究，积极向政
府部门反映行业情况，提出政策建议，为“十二五”政府部门开
展各项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积极参与法律法规和规划的制修订。这几年，对环境

保护税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有关法律，清洁生产推行规

划等有关规划，以及危险化学品环境登记办法、环境影响

评价导则等有关法规提出意见。很多意见得到了采纳，两

年来，被采纳意见10余项。比如对《“十二五”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规划》提出“在电石法聚氯乙烯企业集中的西北部地

区，建设低汞触媒生产与废汞触媒回收一体化示范企业”，

目前已经得到落实。参与编制了《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

“十二五”规划》。



行业节能减排效果



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技术支撑体系初步建立

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大幅提高

汞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行业节能减排效果



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2010年，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二

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别比2005年减排11%、63%、

10.2%，圆满完成了“十一五”目标。近几年，工信部加

大了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氯碱、农药、

氮肥、磷肥等行业加大了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各类

污染物明显降低，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技术支撑体系初步建立

2010年编制印发了《石油和化工行业循环经济支撑

技术汇编》和《石油和化学工业污染减排支撑技术汇

编》，初步形成了包括清洁生产技术、废物资源化技术

在内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2012年、2014年发布了两批 《石油和化工行业环境

保护和清洁生产重点支撑技术目录》，共发布了105项重

点支撑技术。



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大幅提高

目前，全行业涌现出中石化镇海炼化、云天化集团、
贵州宏福、烟台万华、新疆天业、上海化工园区等一大
批循环经济型、清洁生产型、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和园区，
污染物排放量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通过循环利用节约
了能源、降低了物耗、减少了排放，实现了价值增值，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上海化工园区按
照循环经济的要求，大力推进“五个一体化”发展模式，
使园区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万元产值能耗只有0.944吨标准煤，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远低于国家核定的许可排放量。



汞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国际汞公约对我国相关行业提出了约束性的指标要求，我
国聚氯乙烯行业是使用汞的最主要行业，约占全国用汞总量的
60%。我们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
意见》的要求，成立了汞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和无
汞触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大力推广低汞触媒技术，加快研发
无汞触媒以及废汞触媒回收技术，从源头减少汞的消耗。配合
国家工信部、环保部出台了《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汞污染综合
防治方案》、《关于加强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及相关行业汞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汞污染防治工作提
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目前行业汞污染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