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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GZCECP XXXX-XXXX《清洁生产审核指南》分成以下若干部分：

——第1部分：工业企业审核技术

——第2部分：工业企业全面审核报告编制

——第3部分：工业企业快速审核报告编制

——第4部分：工业企业专项审核报告编制

本部分是T/GZCECP XXXX-XXXX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部分由广州市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广州市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协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州市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协会、广州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T/GZCECP XXXX—XXXX

IV

引 言

为促进清洁生产审核创新发展，以规范审核报告为切入点，严格清洁生产审核技术服务机构服务要

求,提升服务水平,强化审核成效,确保审核过程和审核绩效真实性、有效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

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令第38号）、《清

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指南》、《关于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环办科财〔2020〕

27号）等要求，我协会牵头提出制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第2部分：工业企业全面审核报告编制指南》

团体标准。

本部分提出了全面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编制规范，突出了编写审核报告的目的和作用是在于对审核

过程和审核成效的总结，并为企业整合清洁生产问题、落实清洁生方案，以及持续清洁生产改善方向提

供重要的依据；同时也为主管部门评估验收企业清洁生产实施情况，以及外部专家为企业提供建议提供

清晰可靠的信息。

本部分明确“审核概况”章节要求披露企业基本情况及审核背景、审核范围、审核周期，使后述的

报告内容所涵盖的范围更清晰。将预审核、审核章节整合为“审核分析”，要求按“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原因-解决问题”的思路，从影响生产过程的八个生产要素的每一个要素分点阐述分析的内容、发现

的问题、得出的评价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根据给定的原则对确定的审核重点进行更深入的细

化分析，汇总存在问题及对应的方案，使报告内容更能系统性的反映企业审核过程与成效，有利于企业

发现审核过程是否存在审核工作不全面、审核方法不适用、问题挖掘不充分、现状与报告内容不一致、

问题描述与清洁生产方案不对应等缺陷，也有利于主管部门和外部专家全面了解企业现状与清洁生产工

作成效。将清洁生产方案产生和筛选、方案确定、方案实施章节合并为“方案确定与实施”，要求重点

阐明方案的实施内容、绩效计算过程，突出了审核成果的真实情况和绩效计算的准确性，方案的产生和

筛选、方案可行性分析由审核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开展，对方案产生、筛选、可行性分析过程的阐述

不做要求。

本部分对审核报告各章节的内容进行细化要求，突出审核的系统性原则，使审核报告更规范，从而

提高审核报告质量，并通过报告的编制内容来体现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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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第 2 部分：工业企业全面审核报告编制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工业企业全面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编制技术要求、编制内容及格式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工业企业全面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编制，非工业企业可参考本部分进行全面清洁生产

审核报告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20001.1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13234 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2857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清洁生产审核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按照一定程序，对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找出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原因，提出降

低能耗、物耗、废物产生以及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产生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方案，进而选定并

实施技术经济及环境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的过程。

[来源：清洁生产审核办法]

全面清洁生产审核 comprehensive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对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八个生产要素，系统性开展清洁生产审核(3.1)的过程。

审核期 audit period

从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3.1）起始日期到结束日期的时间段。

基准期 reference period

企业开展一轮清洁生产审核（3.1）活动当年的前1个自然年度，或活动当月的前12个自然月。非连

续生产企业，以上一年度同一生产周期为基准期；投产不满一年的，以投产后到开展审核活动的前一个

月为基准期。

4 审核报告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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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封面

报告封面按从上到下顺序应包括以下内容：

a) “XXX（审核企业名称）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并根据具体情况注明“送审稿”或“实施稿”；

b) 审核周期起止时间，精确到月份；

c) 企业形象照片；

d) 审核企业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协助开展审核的，列明技术服务单位名称；

e) 报告编制时间，精确到月份。

报告扉页

4.2.1 承诺页

承诺页内容应包括：

a) 审核企业报告编制小组成员姓名、内部职务与审核小组职务等信息；审核企业委托第三方服

务机构协助开展审核的，还应列明第三方服务机构咨询人员的姓名及清洁生产审核师证书编

号等信息；

b) 审核企业对于报告内容是否可以公开的声明；

c) 审核企业对于报告内容真实性与完整性的承诺，并加盖公章；审核企业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

协助开展审核的，还应列明第三方服务机构对于报告内容真实性与完整性的承诺，并加盖公

章。

4.2.2 审核过程照片页

照片页内容应包括：

a) 生产现场照片；

b) 审核培训与交流照片；

c) 中/高费方案实施前后照片；

d) 审核企业在绿色发展领域主要荣誉与认证证书。

报告正文内容框架

审核报告正文内容应由如下章节框架和相应内容组成：

a) 审核概况；

b) 审核准备；

c) 审核分析；

d) 方案确定与实施；

e) 审核绩效；

f) 持续清洁生产；

g) 审核结论；

h) 附件。

编写排版要求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制框架参照附录A，报告中的部分表格示例见附录B；报告正反面打印，彩色内

容在条件允许时宜彩色打印。

5 正文编写技术要求

审核概况

5.1.1 企业概况

5.1.1.1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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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企业的基本情况，应包括：

a) 企业创建和投产时间；

b) 企业类型；

c) 行业类别；

[注：根据 GB/T 475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d) 固定资产、产值、利税；

e) 审核基准年的主要产品、生产规模；

f) 每日工作时长和班次、年工作时间；

g) 企业发展简史、发展规划；

h) 企业获得的荣誉称号。

5.1.1.2 组织架构及人员构成

简述企业组织架构及人员构成情况，应包括：

a) 基准年末审核范围内企业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情况，应有企业组织架构图；

b) 审核基准年末企业在册人员构成情况，包括在册人员总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生产岗位人

员构成等。

5.1.1.3 地理位置和平面布置

简述企业地理位置情况，应包括：

a) 企业地理位置图及相关文字的描述；

b) 企业周边环境状况（特别是环境敏感点）及所属环境功能区分类情况；

c) 审核基准年末厂区平面布置图及相关文字说明，图中应标明主要生产车间、有毒有害物质贮

存、固体废物暂存、废水和废气排污口等情况；

d) 若审核由集团公司发起组织，审核范围涉及集团公司属下二级或三级公司时，应采用图表并

配文字，说明审核范围内不同审核单元在集团公司内的组织隶属关系及空间分布情况。

5.1.2 清洁生产工作回顾

总结审核前三年企业清洁生产工作的情况，应包括：

a) 简要说明近年资源能源减降、综合利用、污染减排、绿色发展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b) 审核企业非首次开展审核的，应简要说明历轮审核的基本情况，包括：历轮审核周期、主要

绩效、验收结果，并列表说明前一轮审核主要清洁生产方案实施情况。

5.1.3 审核概述

简要说明本轮审核的概况，应包括：

a) 审核范围；

b) 基准期与审核期；

c) 审核的主要目的，若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开展审核工作有特别要求的，应说明审核的结果是

否满足要求；

d) 审核过程及实施成效摘要，宜突出本轮审核的重点与亮点。

5.1.4 审核依据

列出审核所依据的国家和地方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范和其它要求。

审核准备

5.2.1 组织准备

简述企业领导参与审核的情况、审核领导小组和审核工作小组组成及成立时间。应有审核领导小组

成员及职责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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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审核工作计划

简述审核工作的计划，应包括：审核各阶段的具体工作内容、责任部门、时间、职责分工等。应有

审核工作计划表。

5.2.3 宣传培训

简述开展清洁生产相关培训的时间、地点、培训机构、参加人员、人数、形式、培训主题等内容，

应有培训相关照片。

5.2.4 管理机制

简述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以及环境、节能相关管理制度和合理化建议提案制度的制定和

执行情况。

审核分析

5.3.1 生产要素审核

5.3.1.1 产品

阐述产品审核情况，应包括：

a) 产品基本情况审核结果：

1) 产品性能：产品的种类、性能、功用；与产业政策相符性（是否为鼓励类、限用类、淘

汰类产品）；产品在节能、环保、有害物质限用、包装、可降解的情况；引导使用者高

效使用与废弃后处理处置情况；针对提高产品性能、改善产品设计、促进产品升级及研

发等方面所做工作；

2) 产品产量：产品结构和生产能力，产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应有主要产品图

片、审核前三年主要产品产量及产值情况一览表；若涉及标准产量，需折算为标准产量

并说明折算方法；若涉及中间产品，需统计其产量，说明中间产品与成品之间的关系；

3) 产品品质：产品质量的管理；审核前三年产品（含中间产品）一次合格率、不合格品产

生及处理处置、产品合格率波动的原因、产品合格率影响因素及改善对策；应有审核前

三年主要产品一次性合格率及不合格品去向情况表（见附录 B 表 B.1）；

4) 产品储运：产品的仓储、装卸、厂内（外）运输形式及管理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

方向；

5) 合规性和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产品合规性情况和不合规的原因及改善的方向；清洁

生产水平与产品相关指标评价结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善的指标；应有审核前产

品要素指标评价表（见附录 B 表 B.2）；

b) 产品要素问题汇总：本要素审核发现的全部问题及改善的潜力与方向，说明产品审核是否列

为审核重点，应有问题及改善潜力与方向汇总表（见附录 B表 B.3）；

c) 审核重点分析（若未确定为审核重点则可省略），应包括：

1) 审核重点基本情况：审核重点涉及的工艺流程，以及主要原辅材料、水、能源及污染物

的流入、流出和去向情况等；

2) 审核重点分析过程及结果：审核重点发现的问题汇总；发现问题的过程和分析工具（方

法）；数据、材料和信息的出处与依据；应有审核重点改善潜力汇总表（见附录 B表 B.4）；

3) 若采用物料实测方法，应有以下实测情况：实测项目、环节、时间、周期、方法和要求

的详细情况；物料平衡图或表，有审核重点输入、输出等实测结果；物料平衡的结果，

包括物料平衡偏差的原因、实际物料转换率、物料流失率的原因；

d) 清洁生产方案小结：小结针对产品存在问题提出的方案，包括方案类别、方案名称、方案对

应解决的问题；应有针对本要素审核提出的清洁生产方案汇总表（表格见附录 B 表 B.5）。

5.3.1.2 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

阐述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的审核情况，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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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基本情况审核结果：

1) 主要生产工艺技术：标注主要原辅料、水、能源的输入及半成品、废弃物的输出和去向

的工艺流程图；工艺先进性以及是否属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技术工艺；各工序使

用的原辅材料或能源的种类、中间产品、副产物以及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去向；工艺

参数与过程控制的形式；污染物源头控制的方式方法；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

2) 主要生产设备设施：主要生产设备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与先进性；设备设施维护及

保养；主要生产设备设施的数量、型号、功率、投产时间、运行状况与节能节水措施；

若属重点用能设备，应说明设备技术参数、运行参数、运行能效的分析结果；设备设施

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方向，应有主要设备设施明细表（见附录 B表 B.6）；

3) 设备配置：车间设备之间配置的合理性；岗位人员配置、操作动线和劳动强度；是否存

在重复动作与劳动强度过大、流程过长（冗余、效率瓶颈等）；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方

向；

4) 合规性和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合规性以及不合规的原因；工艺

技术与生产设施的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善的指标；应有审核前

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相关要素指标评价表（见附录 B 表 B.2）；

b) 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要素问题汇总：参照 5.3.1.1b）；

c) 审核重点分析（若未确定为重点问题则可省略）：重点阐述存在效率低、流程控制不佳、瓶

颈环节的原因，并说明改善方向，参照 5.3.1.1c）；

d) 清洁生产方案小结：小结针对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存在问题提出的方案。参照 5.3.1.1d）。

5.3.1.3 公辅设施

阐述公辅设施审核情况，应包括：

a) 公辅设施基本情况审核结果：

1) 主要设施：主要公辅设备设施的型号、数量、用途、功率、投产时间与节能节水措施；

设施运行产生的副产物和废弃物及其去向与治理措施；空调系统、冷水机组（含配套泵

组）、空气压缩机（含管网及应用）、储气罐、除湿机、冷却设备、变压器、锅炉（含

热水锅炉、蒸汽锅炉、载热锅炉等）、制水设施（含自来水和纯水制备）、主要电机（含

拖载设备）、照明设施及其它公用与辅助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及能效分析结果；各类公辅

设备用能合理性分析结果；相关设备的智能化、信息化和其它先进特性；存在的问题和

改善的方向；应有主要公辅设施情况表、电机明细表（见附录 B表 B.7）；

2) 运行管理及维护：公辅设施运行和维护管理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维护过程产生的废弃

物处理情况；

3) 合规性和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公辅设施合规性以及不合规的原因；公辅设施清洁生

产水平评价结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善的指标；应有审核前公辅设施相关要素指

标评价表（见附录 B 表 B.2）；

b) 公辅设施要素问题汇总：参照 5.3.1.1b）；

c) 审核重点分析（若未确定为重点问题则可省略）：重点阐述存在效率低、流程控制不佳、瓶

颈环节的原因，并说明改善方向，参照 5.3.1.1c）；

d) 清洁生产方案小结：小结针对公辅设施存在问题提出的方案，参照 5.3.1.1d）。

5.3.1.4 原辅材料

阐述原辅材料审核情况，应包括：

a) 原辅材料基本情况审核结果：

1) 原辅材料消耗：审核前三年主要原辅材料（含包材、危险化学品、保护气体、废弃物、

再生资源、污染物治理药剂、其他介质及耗材等）的种类、使用环节、消耗量、单耗、

利用率，以及数据分析结果和节约原辅料的措施和效果；说明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

应有审核前三年主要原辅材料使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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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辅材料性质说明：有毒有害物料的 MSDS；有毒有害物料替代的可行性分析结果，应有

有毒有害物料安全环境因素分析表（见附录 B表表 B.8）；

3) 绿色采购：绿色采购制度以及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供应商准入及考核、环境绩效和产品

一致性审核、原辅材料检测、有害物质限用管控、绿色物料（再生资源）采购及占比；

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

4) 原辅材料储运：原辅材料（含危化品）仓储、厂内（车间）输送方式以及管制制度制定

和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

5) 合规性和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原辅材料规性以及不合规的原因；原辅材料清洁生产

水平评价结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善的指标，应有审核前原辅材料相关要素指标

评价表（见附录 B表 B.2）；

b) 原辅材料要素问题汇总：参照 5.3.1.1b）；

c) 审核重点分析（若未确定为重点问题则可省略）：重点阐述原辅料物料平衡实测、污染因子

（有毒有害物质）平衡实测、全生命周期足迹追踪实测或物质流实测的结果和分析，参照

5.3.1.1c)；

d) 清洁生产方案小结：小结针对原辅材料存在问题提出的方案，参照 5.3.1.1d）。

5.3.1.5 水资源

阐述水资源审核情况，应包括：

a) 水资源基本情况审核结果：

1) 水的供给与消耗：企业取水方式；审核前三年生产直接、生产辅助、办公生活用水量，

包括新鲜用水、重复用水、回用水、循环用水、单耗和用水定额指标；用水量、单耗等

异常情况的原因；近几年节水工作及取得的果效；若有纯水制作，应有纯水制作流程、

水质量要求、水处理副产物和废弃物的去向；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应有审核前三

年用水情况表；

2) 水计量：全厂水计量器具的分布图；水计量等级；水计量器具的规格、型号、主要参数、

校准情况；水计量器具配置与使用管理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

应有用水计量情况分布示意图、水计量器具配备率表（见附录 B表 B.9）；

3) 用水分布：标明基准期主要用水部位新鲜用水量、重复用水量、回用水量、循环用水量、

排水量和去向的水平衡图；各部位用水量合理性和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应有基准

期全厂水平衡图；

4) 节水管理：企业用水管理制度制定与落实情况；节水器具应用和节水考核情况；节水存

在的潜力和改善方向；

5) 合规性和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水资源合规性和不合规原因；与水资源相关的指标清

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善的指标。应有审核前水资源相关要素指标

评价表（见附录 B表 B.2）；

b) 水资源要素问题汇总：参照 5.3.1.1b）；

c) 审核重点分析（若未确定为重点问题则可省略）：重点阐述水平衡测试数据分析结果，说明

用水、排水系统及水耗的合理性、存在问题和改善潜力与方向，参照 5.3.1.1c）；

d) 清洁生产方案小结：小结针对水资源存在问题提出的方案，参照 5.3.1.1d）。

5.3.1.6 能源

阐述能源审核情况，应包括：

a) 能源基本情况审核结果：

1) 能源供给与消耗：审核前三年各种能源获取方式、消耗、余热（余压）利用、单耗和定

额指标；用能、单耗等异常情况原因；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节能情况；若有载热（载冷）

介质，应说明输送方式、保温措施与相应的维护措施；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应有

审核前三年用能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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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料品质：燃料的品质、主要成分参数（如灰分、硫分、挥发分、热值等）、燃料质量

检验制度及落实情况；燃料替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

3) 能源计量：能源计量器具配置、分布和相关管理制度及制度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改

善的方向，应有能源计量分布示意图、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表（见附录 B表 B.9）；

4) 用能状况：基准期各类能源消耗量、能源走向、能量转换效率；各用能部位能源消耗量

及消耗量的合理性或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应有全厂能源流向图；

5) 节源管理：企业节能管理制度制订及落实；节能器具的应用；节能考核的结果；存在的

问题和改善的方向；

6) 合规性和清洁生产水平评价：能源合规性和不合规的原因；与能源相关的指标清洁生产

水平评价的结果；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善的指标；重点用能企业还应说明近年节能考核

目标的完成情况；应有审核前能源消耗指标评价表（见附录 B 表 B.2）；

b) 能源要素问题汇总：参照 5.3.1.1b）；

c) 审核重点分析（若未确定为重点问题则可省略）：重点阐述全厂或重点生产环节或子系统的

能源平衡、能源转换设施和用能设备效率等分析结果，以及重点环节用能的合理性和能源替

代的可行性，参照 5.3.1.1c)；

d) 清洁生产方案小结：小结针对能源存在问题提出的方案，参照 5.3.1.1d）。

5.3.1.7 环境状况

阐述环境状况审核情况，应包括：

a) 环境状况基本情况审核结果：

1) 环境管理机制：企业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环境风

险预防措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信用等级；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2) 产排污总况：企业产排污环节；污染物种类；污染物处理工艺和污染物排放形式和排放

去向；

3) 水污染：审核前三年各类废水产生量、排放总量和排放限值；审核前三年水污染物排放

监测结果；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处理设备设施运行状况、水处理药剂及用量；水处理过

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物控制情况（产生量、处置方式）；废水排放口设置和在线监测状况；

存在问题及改善方向，应有废水及水污染物产生情况表（附录 B 表 B.10）、废水处理工

艺流程图、环保设施相片、废水处理设备设施运行状况表（附录 B表 B.11）、审核前三

年水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表、审核前三年废水及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情况表；

4) 大气污染：审核前三年各类废气产生量、排放总量和排放限值；审核前三年大气污染物

排放监测结果；各类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废气收集效率；废气处理去除效率及设备设施

运行状况；处理药剂及用量；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物控制情况（产生量、处置方式）；

废气排放口设置和在线监测情况等；必要时，说明温室气体（GHG）及臭氧层消耗物质（ODS）

的使用、排放总量；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应有废气及大气污染物产生情况表（附

录 B表 B.10）、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废气处理设备设施运行状况表（附录 B 表 B.11）、

审核前三年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表、审核前三年废气及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情况表、

碳排放源及排放量一览表（附录 B 表 B.12）；若有无组织排放的，说明作业环境有害因

素检测结果；

5) 噪声：噪声产生源和源强；审核前三年厂界噪声监测情况和对应的限值；采用的降噪措

施；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方向，应有审核前三年噪声监测情况表；

6) 固体废弃物：审核前三年各类废弃物（含危险废物）产生量、特性、收集和贮存方式、

处理处置方式；废弃物贮存场所设置和废弃物分类情况；废弃物相关管理制度制定和落

实情况；如有处理处置废弃物，还应有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工艺及设施、处理量、处理

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物控制情况（产生量、处置方式）等情况说明；如有放射性污染，

还应有其产生、排放、监测与防护等情况说明；存在问题及改善方向，应有审核前三年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种类及处理处置情况表（附录 B 表 B.13）、危险废物和有毒有害物

质贮存场所和分类标识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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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合规性评价：环保审批、验收手续履行情况；其他环境状况合规性情况和不合规的

原因，应有表企业环保审批、验收手续履行情况表（附录 B 表 B.14）；

8) 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环境相关指标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改善

的方向，应有审核前环境状况相关指标评价表（见附录 B 表 B.2）；

b) 环境要素问题汇总：参照 5.3.1.1b）；

c) 审核重点分析（若未确定为重点问题则可省略）：重点阐述对污染物产生量大、处理负荷大、

处理效率低等情况进行污染因子平衡、处理工艺或设施处理效率的分析结果，说明存在的问

题和提出的改善方向，参照 5.3.1.1c)；

d) 清洁生产方案小结：小结针对环境存在问题提出的方案，参照 5.3.1.1d）。

5.3.1.8 员工

阐述员工审核情况，应包括：

a) 员工基本情况审核结果：

1) 人员培训：与节能环保相关的员工、供应商和经销商培训制度和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和

改善的方向；

2) 员工积极性：与清洁生产相关的激励制度，员工合理化建议的数量；

b) 清洁生产方案小结：小结针对员工存在问题提出的方案，参照 5.3.1.1d）。

5.3.2 清洁生产水平评价（基准期）

列表汇总前述各要素基准期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果，分析说明差距，简述原因，应有清洁生产水平

评价表（基准期）。

5.3.3 审核目标

5.3.3.1 本轮审核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汇总各要素审核过程发现的清洁生产问题，说明本轮审核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5.3.3.2 本轮审核目标

说明本轮审核的目标，应有目标名称、基准年现状值、审核完成时的近期目标，以及中期和远期目

标（对因国家和地方不同的审核周期设置），应有本轮清洁生产审核目标表（见附录B表B.15）。

方案确定与实施

5.4.1 方案的确定

列表说明确定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以及不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和不实施的原因。

5.4.2 方案实施情况汇总

按八个生产要素分类统计清洁生产方案，说明方案实施情况，汇总方案实施投入及取得的社会、环

境和经济效益，应有清洁生产方案分类及实施绩效汇总表（见附录B表B.16）。

5.4.3 方案实施效果汇总

总结清洁生产方案实施效果，应包括：

a) 已实施方案类别、名称、内容、投入金额、实施起讫时间、方案实施后取得的实际绩效（社

会、环境、经济绩效），应有已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一览表（见附录 B 表 B.17）；

b) 中/高费方案和绩效显著、特别是对目标指标有贡献的无/低费方案详细情况，应有中/高费方

案及绩效显著的无/低费方案说明表（见附录 B 表 B.18），包括：

1) 方案实施背景：方案实施前的情况及方案解决的问题；

2) 方案实施内容：采用的技术、原理、流程、设备、指标、政策符合性与技术先进性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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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案实施时间：方案起止时间；

4) 方案投资：方案实际投入的资金；

5) 社会环境效益：方案实施后节能降耗减排绩效，应有数据来源和计算过程；

6) 经济效益：方案实施后的经济效益、运行成本，应有数据来源和计算过程；

7) 方案实施前后的照片；

c) 未完成方案：方案产生的背景、拟解决的问题、方案内容（技术原理、优点等）、投入金额、

方案类别、实施计划、方案实施后预期绩效(社会、环境、经济绩效)，应有未完成实施的清

洁生产方案汇总表（见附录 B 表 B.19）。

审核绩效

5.5.1 审核对企业的影响：阐述审核给企业带来的果效，应包括：

1) 审核后产品产量和品质、生产工艺的变化及原辅材料、水资源与能源消耗情况，列表说明

清洁生产审核前后的对比情况；必要时，应说明审核后物料平衡、水平衡、能源流向的分

析结果；

2) 审核后产品、原辅材料、设备、节能等方面法规政策合规情况；

a) 审核后环境状况：

1) 审核后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噪声排放等监测数据和污染物及总量达标情况，必要时，

应阐述审核后污染因子平衡分析结果，应有审核后环境监测数据及达标情况表；

2) 环境治理改善情况，如审核前有环境违法违规，应说明整改后情况，应有审核前后对比

相片；

b) 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审核后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应有数据来源、目标完成的计算过

程与目标达成的依据，对未完成审核目标的，应详细说明原因和对策。应有清洁生产目标完

成情况表（见附录 B 表 B.20）；

c) 审核后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1) 审核后各项评价指标改善情况，指标有改善的，需说明依据及计算过程；

2) 审核后清洁生产水平评价结论及与审核前的对比情况，应有审核前后清洁生产水平各项

指标评价对比表。

持续清洁生产

阐述持续清洁生产工作计划，应有持续清洁生产计划表、未完成的清洁生产方案实施计划表，应包

括：

a) 持续清洁生产管理机构：清洁生产审核小组管理归属；

b) 清洁生产持续运行管理机制：审核成果及清洁生产制度和激励机制纳入企业日常管理的情况；

c) 清洁生产持续改善的方向；

d) 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未完成的清洁生产方案实施计划；

 持续清洁生产培训计划；

 清洁生产新技术研究开发计划。

审核结论

总结本轮审核情况，应包括：

a) 产生的方案数量及实施情况；

b) 全部的投入和方案实施绩效汇总、拟实施方案预计绩效；

c) 审核后能耗、物耗、资源消耗、综合利用、资源产出、产排污等指标改善情况；

d) 审核后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解决的主要问题和目标达成情况；

e) 本轮审核中存在的问题及持续改进建议；

f) 企业对本轮审核的认识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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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附件应包括：

a) 企业营业执照；如在审核期间发生工商变更，应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b) 建设项目环评批复、竣工环保验收材料；

c) 国家排污许可证有效正副本，若副本篇幅较长，宜节选涉及审核企业基本信息、废水和废气

许可浓度限值与许可量的页面；属登记管理的提供登记表与受理回执；

d) 审核前后有效的废水、废气和噪声监测报告；

e) 审核报告提交期间有效的危险废物处理协议，以及危废经营单位的经营许可证；

f) 最近一年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若转移联单较多可选附转移联单汇总清单及各类危险废物各一

张转移联单；

g) 实施方案的证明材料（如设备购买发票等）；

h) 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审核的，附上第三方服务机构审核人员的清洁生产审核师证书；

i) 其他用于佐证清洁生产绩效的材料；

j) 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表（按主管部门要求）；

k) 审核报告实施稿还应有专家意见修改索引（见附录 B 表 B.21），包括：

1) 专家意见内容；

2) 对应的修改内容与相关说明；未进行修改的，应说明未修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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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制框架

A.1 封面



T/GZCECP XXXX—XXXX

12

A.2 承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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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审核过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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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报告正文

A.4.1 审核概况

A.4.1.1 企业概况

A.4.1.2 清洁生产工作回顾

A.4.1.3 审核概述

A.4.1.4 审核依据

A.4.2 审核准备

A.4.2.1 组织准备

A.4.2.2 审核工作计划

A.4.2.3 宣传培训

A.4.2.4 管理机制

A.4.3 审核分析

A.4.3.1 生产要素审核

A.4.3.1.1 产品

A.4.3.1.2 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

A.4.3.1.3 公辅设施

A.4.3.1.4 原辅材料

A.4.3.1.5 水资源

A.4.3.1.6 能源

A.4.3.1.7 环境状况

A.4.3.1.8 员工

A.4.3.2 清洁生产水平评价（基准期）

A.4.3.3 审核目标

A.4.3.3.1 本轮审核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A.4.3.3.2 本轮审核目标

A.4.4 方案确定与实施

A.4.4.1 方案的确定

A.4.4.2 方案实施情况汇总

A.4.4.3 方案实施效果汇总

A.4.5 审核绩效

A.4.5.1 审核对企业的影响

A.4.5.2 审核后环境管理状况

A.4.5.3 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

A.4.5.4 审核后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A.4.6 持续清洁生产

A.4.6.1 持续清洁生产机构

A.4.6.2 清洁生产持续运行管理机制

A.4.6.3 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A.4.7 审核结论

A.5 附件

具体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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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部分表格示例

表 B.1 审核前三年主要产品一次性合格率及不合格品去向情况表

产品名称
一次性合格率(%)

报废产品去向

（处理处置）年 年 年

…

表 B.2 审核前 指标评价表

指标 单位

基准值（清洁生产指标体系/清洁生产标准/其他

标准/同行业先进水平/企业历史最好水平） 审核前

现状
评价结果 备注

一级 二级 三级

…

审核前 合规性评价结果（如有请阐述）：

注：包括产品、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公辅设施、原辅材料、水资源、能源、环境状况、员工等方面的指标。

表 B.3 审核问题及改善潜力与方向汇总表

序号 审核发现的问题 改善潜力与方向 是否作为审核重点 备注

…

注：包括产品、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公辅设施、原辅材料、水资源、能源、环境状况、员工等方面的问题。

表 B.4 审核重点改善潜力汇总表

序号 审核重点发现的问题 改善潜力说明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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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针对 审核提出的清洁生产方案汇总表

序号 方案类别 方案名称 解决的问题 备注

…

注：方案类别包括产品、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公辅设施、原辅材料、水资源、能源、环境状况、员工。

表 B.6 主要设备设施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功率（KW） 数量 购买时间 节能措施 备注

…

表 B.7 电机明细表

序号 电机型号 数量 功率（KW） 拖载设备
电机

生产时间

…

表 B.8 有毒有害原辅物料安全环境因素分析表

序号 物料名称 主要成分 理化特性 备注

…

表 B.9 计量器具配备率表

序

号

能源

计量

类别

进出用能单元 进出主要用能单元 进出主要用能设备 综合

应装

数

安装

数

配备

率

完好

率

应装

数

安装

数

配备

率

完好

率

应装

数

安装

数

配备

率

完好

率

配

备

率

完

好

率

台 台 % % 台 台 % % 台 台 % % % %

表 B.10 废水（气）及水（大气）污染物产生情况表

序号
污染源

（部位）
污染物成分

产生量

（t/d）

主要污染

因子

浓度

（mg/L）
排放去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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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1 废水（气）处理设备设施运行状况表

序号 设施名称 建成时间 设计处理量 实际处理量 年运行天数 监测频率 运行状况

…

表 B.12 碳排放源及排放量一览表

年碳排放情况表

序号

*排放源 活动数据 排放量

排放源 涉及实物 实物名称 单位 数值
二氧化碳当

量（t） 备注

示例 锅炉 燃料 天然气 m3

…

*排放源包括直接排放源（如锅炉、窑炉、分解炉、机动车、叉车等）、间接排放源（用电、用热设施），

涉及实物包括燃料、电力、热力、原辅料等，实物名称包括天然气、蒸汽、电力、燃油等。

表 B.13 近年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种类及处理处置情况

类别 固废名称 成分 产生部位
年产生量(t/年)

处理处置去向
年 年 年

…

表 B.14 企业环保审批、验收手续履行情况表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批复或验收单位 文件名 文件号 文件落款时间

表 B.15 本轮清洁生产审核目标表

目标指标 单位
基准期数值

（ 年）

审核后目标

（ 年）
备注

数值 *变化率%

*变化率数值前标明+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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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6 清洁生产方案分类及实施绩效汇总表

项目 无/低费方案 中/高费方案 总计

类别 已实施 未实施 已实施 未实施 已实施 未实施

方案数

（个）

产品

工艺技术与

生产设施

公辅设施

原辅材料

水资源

能源

环境状况

员工

合计

投资（万元）

经济效益（万元）

环境

效益

节水

节电

节天然气

节油

节物料

…

表 B.17 已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一览表

序号
*方案

类别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详细说明）

投入金额（万

元）

实施起讫

时间

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

*方案类别包括产品、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公辅设施、原辅材料、水资源、能源、环境状况、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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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8 中/高费方案及绩效显著的无/低费方案详细说明表

方案名称

提出的原因

实施内容详细说明

工艺原理说明

购置的主要设备设施

投入资金（万元）

开始实施时间

实施完成时间或计划完成时间

社会及环境效益计算

（含计算依据及过程）

经济效益分析

（含计算依据及过程）

实施前、后照片

注：包括已实施完成、未完成、计划实施的中高费方案，多个方案请分别制表。

表 B.19 未完成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一览表

序号
*方案

类别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详细说明）

计划投入

金额(万元)
计划实施

时间

预期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

*方案类别包括：产品、工艺技术与生产设施、公辅设施、原辅材料、水资源、能源、环境状况、员工。

表 B.20 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表

目标指标 单位 基准年数值（ 年）
审核后

目标值

审核后实绩

（ 年）
目标完成评价

…

目标达成依据及计算说明：

表 B.21 报告修改清单

序号 专家意见 详细的修改内容或回应说明 相关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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