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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与环境信息披露

蔚蓝地图
Blue Map



模块 内容 时间

1. 污染防治

v 1.1 简讯分享
• 5月环境保护新规
• 蔚蓝地图环境信息动态

v 1.2 案例启示与延伸
• 1.2.1 政策解读
• 1.2.2 常见问题
• 1.2.3 企业自查要点
• 1.2.4 最佳实践

14:00
-

14:40

2. 供应链
管理

v 2.1 利用蔚蓝生态链管理自身供应链的环境风险
v 2.2 推动供应商测算和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14:40
-

14:45

3. 温室气体
填报 v 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开展温室气体核算、披露——温室气体核算平台2.0

14:45
-

14:55

4. 答疑 v 针对信息披露/GCA审核/碳数据、PRTR数据填报流程答疑 15:00 -



1. 污染防治

签到&问卷



1.1 简讯分享——5月环境保护新规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2〕15号)

• 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

• 关于做好重大投资项目环评工作的通知 (环环评〔2022〕39号)

• 关于发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土壤环境 词汇》的公告 (公告 2022年 第8号) 

• 关于生态环境部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承担“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核

发”审批事项的公告(公告 2022年 第11号)

• 关于发布《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的公告(公告 2022年

第10号)



5月9日-5月22日期间，IPE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行动的过
程中，见证以下新进展：

• 199家企业总计发布213份碳及污染物排放数据表，78家企业通过GCA审

核验证整改有效性，从蔚蓝地图网站撤除239条监管记录；

• 新收录13641条企业超标违规记录，其中372条为上市公司超标违规记录；

• 以上行动共涉及全国118个城市。

1.1 简讯分享——蔚蓝地图环境信息动态

签到&问卷



1.1 简讯分享——蔚蓝地图环境信息动态

签到&问卷



1.2 案例启示与延伸

签到&问卷



图片来自“蔚蓝地图”网站

近期，在“蔚蓝地图”数据库中VOCs相

关环境监管记录数量渐多

主要来源

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原

文公开

“双随机，一公开”信息公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办理和边督边改

情况公开

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公开

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强化监督帮扶督办问题公开

……



1.2 案例启示与延伸

签到&问卷
信息来自于国家相关标准文件

v什么是VOCs？组成是什么？

- VOCs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的英文缩写

- VOCs是指在常压下沸点低于260℃、常温下饱和蒸气压大于70.91Pa /参与

大气光化学反应/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 按VOCs的化学结构,可将其进一步分为8类：烷烃类、芳香烃类、烯烃类、

卤代烃类、酯类、醛类、酮类和其他化合物

- 常见的VOCs包括：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三氯乙烯、三氯甲烷、三

氯乙烷、二异氰酸酯(TDI)、二异氰甲苯酯等。



1.2 案例启示与延伸

v为什么要管控VOCs？

图片来自网络

- 近几年，我国臭氧污染呈加重趋势，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中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呈上升趋势，臭氧已成为影响我国环境空

气质量的重要因素，

- 近地面臭氧污染大部分是由人为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挥

发性有机物（VOCs）经光化学反应转化而形成，VOCs是目前

臭氧治理工作的难点和关键。



1.2 案例启示与延伸——政策法规解读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法治攻坚战的意见》指出，“十四五”

期间的大气污染防治焦点是臭氧和PM2.5的协同管控，VOCs作为二者的共

同前体物更是重中之重。

- 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努力在十四五计划期间调整对臭氧和细颗粒物的控制，

以从根本上消除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

-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多次提及挥发性有机物（VOCs），

主要目标为，到2025年，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20年分别下降10%以上。

v 国家层面管控焦点和目标：



1.2.1 政策解读

2019年6月26日

生态环境部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2021年8月4日

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

v 生态环境部规章：

签到&问卷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治理方案》

石化

化工

工业涂装

包装印刷

油品储运销

工业园区和产业

集群

六大重点行业

1.2.1 政策解读

签到&问卷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1.2.1 政策解读

签到&问卷



深入实施

精细化管控

1. 推进源头替代
2.加强无组织排

放控制

3.建设高效

治污设施

推行

“一厂一策”

控制思路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1.2.1 政策解读

签到&问卷



《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

1.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2.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卸

3. 敞开液面逸散

4. 泄漏检测与修复

5 .废气收集设施

6. 有机废气旁路

7. 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8. 非正常工况

9. 加油站

10. 产品 VOCs 含量

十大
突出问题：

目的：

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

（VOCs）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

“十四五”VOCs减排目标顺利

完成。

1.2.1 政策解读



常见问题一：

• 要求密闭但实际未进行密闭

• 要求收集处理但实际直接排放

• 要求密闭或采取其他控制措施，但实际既

未密闭、也未采取控制措施

1.2.2 常见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来自网络



常见问题二：

废气采用外部排风罩（集气罩）收集时

，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VOCs无

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未达到0.3m/s

（行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

规定执行）

1.2.2 常见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1.2.2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三：

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未采用负压状态，或者正压状态时的泄漏检测值超

过500μmol/mol。

常见问题四：

未按规定配置VOCs处理设施（收集的废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2kgh时，

应配置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

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签到&问卷



常见问题五：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未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

，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

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1.2.2 常见问题

签到&问卷



• 适用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

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1.2.2 常见问题

签到&问卷



常见问题六：

设备与管线组件VOCs泄漏控制：

• 企业密封点数量超过2000个（含），但未开展LDAR工作

• 未按规定的频次、时间进行LDAR

• 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100个密封点的情况下，发现有2个以上

（不含）不在修复期内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

度的。是否按照规定的频次和时间开展LDAR工作，应该根据台账资料

进行认定。

1.2.2 常见问题

签到&问卷



• 适用条款

对于一般VOCs排放企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

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

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

放措施的。

1.2.2 常见问题

签到&问卷



• 适用条款

对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

有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

漏或者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理的。

1.2.2 常见问题

签到&问卷



常见问题七：

未按规定建立台账，记录废气收集系统，VOCs处理设施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

息，如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生更换周期和

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pH值等关键运行参数。

1.2.2 常见问题

签到&问卷



适用条款：

-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以

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每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一）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要求记录台账的；（二）台账内容不真实、不完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二）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

立、保存台账的。

1.2.2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八：

• 工业涂装企业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

• 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

测，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监控点的任意1小时平均浓度值（10mg/m3）或任意一次浓度值

（50mg/m3）超过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 适用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改正、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

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1.2.2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九：

禁止逃避监管方式排放，通过偷排

、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

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

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

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1.2.2 常见问题



• 适用条款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二）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1.2.2 常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1.2.2 常见问题



1.2.3 企业自查要点

1. 规范

台账管理

2. 推进

源头控制

3. 提高

密闭要求

4. 完善

治理设施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

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

作的通知》

签到&问卷



1. 规范台账管理

1.2.3 企业自查要点

签到&问卷



1.2.3 企业自查要点

签到&问卷

图片来自蔚蓝地图网站



2. 推进源头控制

1.2.3 企业自查要点

签到&问卷

涂料 油墨 胶粘剂 清洗剂

水性、粉末、
高固体分、无
溶剂、辐射固
化

水性、辐射固
化、植物基

水基、热熔、无
溶剂、辐射固化、
改性、生物降解

低VOCs含量、
低反应活性

生态环境部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替代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



深圳一家电子厂油性漆改水性漆案例：
在工业涂装生产过程中，密闭收集末端治理成本高

昂，且监管困难，通过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

替代高挥发性有机含量涂料，从源头上有效减少了

VOCs的产生，对VOCs减排意义重大。

地方也出台了相应政策，根据2018年03月01日实

施的深圳市经济特区技术规范《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涂料技术规范》要求：电子电气产品及其他工业涂装

行业涂料中针对表面积大于0.5m2塑胶件用涂料VOCs

含量要求≤300g/L。

从事铝制、塑胶配件等的生产加工的深圳某电子厂

涉及工业涂装工艺。企业在客户的推动下联系IPE就其

油性漆改水性漆问题进行改善信息披露。

企业涉及废气生产车间分别位于F4栋及

F18栋，主要生产工艺为喷漆、烤漆，F4栋

使用的原辅材料为油性漆，F18栋为水性漆，

喷烤漆车间为密闭车间，产生的废气经处理

后排放。

根据最新法规对使用的油漆中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VOCs）含量的要求。企业停止喷漆

车间的生产，开展水性漆改造调试，安装专

用水性漆喷枪，部分产品已经委托外发生产。



油性漆替换水性漆后VOCs减排效果显著

工厂已经更换了低VOCs含量的水性漆

WUMK90001/17K-C1，检测报告显示其VOCs

含量仅164g/L，满足法规要求的300g/L。

图片来自蔚蓝地图网站



3. 提高密闭要求

1.2.3 企业自查要点



4. 完善治理设施

1.2.3 企业自查要点



1.2.3 企业自查要点



1.2.3 企业自查要点

沸石转轮+催化燃烧设备(RCO)

签到&问卷

图片来自网络



1.2.4 最佳实践
佛山市一家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 2022年5月，“蔚蓝地图”数据库中收录了深圳环

境保护部门发布的《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案件办理和边督边改情况 》，记录显示该企

业被举报，举报内容为“举报XX小区附近的纺织

厂排出异味废气，非常难闻，对身体有害”。

• 通过蔚蓝生态链，企业及其品牌客户在第一时间了

解到该环境监管记录信息。



1

企业 品牌 & 投资者

高效链接，多元互动，实现闭环管理

• 环境信息披露

• 环境绩效提升

• 环境合规 / 风险管理

• 责任采购 / 投融资

• 利益方沟通

大数据和AI技术驱动的管理工具

数据驱动联结

整改反馈

信息同步

沟通协作行动与改进

数据与洞察

�数据平台



在收到“蔚蓝地图”

数据库的邮件提示后，

该企业在5月10日积

极联系蔚蓝地图，并

对相关问题在线提交

情况说明，并希望通

过GCA审核的方式验

证整改的有效性。

1.2.4 最佳实践

签到&问卷



小区距离公司虽然有一定距离，但由
于人体嗅觉阈值低于排放标准限值，
即使多次对公司的突击监测未发现超
标违法行为，在风向、气压等气象因
素影响下，易间歇性无规律引发小区
内居民异味投诉，“楼企”相邻是造
成居民密集信访投诉的重要原因。”

企业的情况说明显示的投诉原因：

1.2.4 最佳实践



应对措施 1：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与信息披露

- 通过蔚蓝地图网站向社会公开披露情况说明；

- 拜访投诉居民，邀请投诉居民参观工厂；

- 落实环保信息公开：除各级政府月度、季度监督性监测，委托监测单位每月至少出具

一份厂界臭气浓度监测报告。主动在公司官网、正门口电子栏公开污染物排放浓度、

防治措施运行情况，畅通公众对企业废水、废气自动检测设备、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的

知悉和监督渠道。

1.2.4 最佳实践



应对措施 2 ：自主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 明确公司各生产部门，内部各岗位的环保责任：安排专人加强对环保设施、化学品储存点、高温煮

漂设备等敏感部位的日常巡查，及时改善车间生产环境，确保处置设施有效运行。特别在高温低压、

东南风等天气，切实加强厂界周边巡查，防止因天气导致的异味扩散，影响周边居民。

- 做好涉及废气排放车间、仓库的封闭：完善化学品运输、储存、生产使用全过程的闭环管理，严防

气体外溢。一是2021年5月30日起，对高温煮漂车间外围、设备散热部件进行重点围蔽，防止生产

过程蒸汽外溢。二是完善公司后门针织部化料车间，并加装气体收集装置，统一收集至锅炉焚烧处

理，封闭工程已于7月20日前完成。三是完善淤泥压滤车间及输送带密闭。

- 完善升级公司废气收集处理设施：一期工程计划投入126万元，投入46万元升级定型机废气环保净

化装置，采用高压、离子吸附技术更有效处置VOCs废气，并对原有定型机尾气处理设施、管道气

密性开展维护保养。

1.2.4 最佳实践



现场密闭效果图：
高温车间、设备围蔽

1.2.4 最佳实践

签到&问卷



化学品输送室密闭 压泥车间、淤泥输送带密闭

1.2.4 最佳实践

签到&问卷



定型机废气环保净化

装置图：

采用高压、离子吸附

技术

1.2.4 最佳实践



“切实打通市场主体间、市场主体与监管

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引导企业采取环境友

好的生产、经营、投资方式，提升环境绩

效，让环保工作突出的企业更好的展现自

身，帮助市场更好地选择环境治理表现优

秀的合作对象，提升市场公平性，推动企

业绿色转型发展”

—— 生态环境部综合司相关负责人就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答记

者问

环境/经济/社会效益：

• 企业披露的文件显示：近1年VOCs污染物持续达标; 

2022年1月至今，投诉为0。

• 整改和及时披露向利益方展示企业环境表现：

企业出现环保问题时，通过提升改造环保设施，提高环

境保护管理能力，并采用信息公开的方式，方便品牌、金

融机构、公众等利益方及时的了解企业的环境表现，构建

互信，同时助力企业适应全新的市场需求。

1.2.4 最佳实践



签到&问卷

总结：

1. VOCs相关执法检查将会更加频繁和严格；

2. 企业应当做好VOCs的自查以及执法检查的应对；

3. 企业可以通过蔚蓝地图数据网站持续关注自身环境表现，如出现

VOCs治理方面的相关问题，企业应及时整改并向社会公开披露整

改情况和进度，还可以通过GCA审核等方式验证整改有效性并持续

提升环境表现。
签到&问卷



2. 供应链管理

签到&问卷



2 供应链管理——利用蔚蓝生态链管理自身供应链的环境风险

操作步骤：

1. 注册企业账户；
2. 单条/批量检索并导入供应商名单，在企
业账户中关注供应商；
3. 一旦供应商出现违规记录，企业便会收
到推送邮件

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
邮箱：gsc@ipe.org.cn



• 如发现供应链中的企业存在环境监管记录，建议推动企业进行信息披露，或通过GCA审核

的方式验证整改有效性。

2 供应链管理——利用蔚蓝生态链管理自身供应链的环境风险

企业存在环境
监管记录

推动其进行

GCA审核

文件审核

现场审核

推动其进行信
息披露

签到&问卷



2 供应链管理——推动供应商测算和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签到&问卷



3. 企业温室气体核
算平台2.0介绍

签到&问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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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平台2.0指南文件链接：
https://wwwoa.ipe.org.cn///Plugin/KindEditor/Upload/file/20220523/202205231
35258_0712.pdf

签到&问卷

https://wwwoa.ipe.org.cn/Plugin/KindEditor/Upload/file/20220523/20220523135258_07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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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核算平台
登录账号后，用户可通过IPE网站进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
1. 点击“首页” -> 2. 下滑页面至“数据应用” –> 3. 点击“企业温室气体核算
平台” –> 4. 点击“确认”开始使用计算器

下
滑
页
面

1

2

3

4

http://www.ipe.org.cn/


第一步：填写企业信息

注：
1. 如列表中无适用行业，请
选择 “工业其他行业”

2. 请选择企业所在地区并填
写详细地址。确保企业地
址与本次核算工作所涉及
的区域一致

3. 企业根据运营实际情况补
充生产经营变化情况，以
提示核算结果的可比性

1

2

3

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开始数据填
写



XXXX

• 行业-核算方法学
• 企业边界-核算边界
• 报告周期-数据周期



第二步：数据填写–企业内部排放

• 点击“单个添加”，输入活动
水平数据以及选择对应的单位，
分别计算各项指标的排放量。
填写数据后点击“确认”进行
保存。

• 数据周期的填写可用于分时段
统计记录，设备设施填写可用
于设备设施层面的计量管理。



外购能源排放
（范围2）

• 排放源识别

企业直接排放（范围1）

企业年度电力
发票.pdf



第三步：查看计算结果（不属于三方核查！）

下载报告：
根据填报数据自动生成报告

1

2 完成并退出：返回计算器主界面

签到&问卷



计算结果查看入口：气候变化 – 碳计算器

修改：进入计算器修改数据

删除：永久删除已完成的数据。

查看：进入企业档案页查看数据详情



4. 答疑 Q&A
信息披露/GCA审核/碳数据、PRTR数据填报流程

签到&问卷

如需联系IPE，请邮件发送：gsc@ipe.org.cn

mailto:gsc@ipe.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