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涉 VOCs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
“十三五”期间，淮南市 O3 浓度不降反升，O3 污染问题
逐步显现，成为影响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挥发性
有机物（VOCs）是形成臭氧（O3）和细颗粒物（PM2.5）的
重要前体物，为降低夏秋季臭氧污染影响，实施企业差异化
管控，减少 VOCs 排放，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依据生态
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
（2020 年修订版）》《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
级及减排措施补充说明的通知》（环办便函〔2021〕341 号）、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深入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工
作的通知》（皖大气办〔2021〕4 号），开展我市涉 VOCs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评估工作，制订涉 VOCs 重点行业绩效分
级技术指南。
一、重点行业
本指南所指的涉 VOCs 重点行业包括玻璃钢（纤维增强
塑料制品）、防水建筑材料制造、炼油与石油化工、制药、
农药制造、涂料制造、包装印刷、人造板制造、橡胶制品制
造、制鞋、家具制造、工程机械整机制造、工业涂装、塑料
制品、有机化工、汽车维修。
二、分级原则
环境影响优先原则。优先对 VOCs 排放量大、环境影响
突出的行业实施绩效分级,包括列入省、市级涉 VOCs 重点排

污单位、已取得排污许可并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
VOCs 年排放量超过 10 吨的企业；VOCs 年排放量在 100 千
克以下的企业，可不纳入绩效分级管理。
绩效短板约束原则。企业绩效分级执行“短板原则”。企
业绩效评级时，需满足该级别指标中规定的各项要求，有一
项未满足的，降级评定；当企业涉及跨行业、跨工序时，可
分行业或工序分别评定，企业总体绩效以所含行业或工序中
绩效评级较差的为准。
三、分级依据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列
明的玻璃钢（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防水建筑材料制造、炼
油与石油化工、制药、农药制造、涂料制造、包装印刷、人
造板制造、橡胶制品制造、制鞋、家具制造、工程机械整机
制造、工业涂装行业，严格对照指南中绩效分级指标确定企
业绩效等级。塑料制品、有机化工、汽车维修行业对照淮南
市涉 VOCs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见附件 1），确定企业绩效
等级。
四、动态管理
1、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各企业绩效评级结果，建立臭氧
污染天气涉 VOCs 企业应急减排清单并及时更新，对重点行
业实施差异化管控。A 级及引领性企业，可自主采取减排措
施并减少现场检查频次；B 级及以下企业，减排力度按相应
级别逐级增大。

2、各县区（开发区）应将 VOCs 绩效分级纳入日常管
理，督促最低级别企业进行 VOCs 整治，并制定年度提升计
划。原则上最低级别企业占比应逐年向上一级别提升 10%以
上。

附件 1：淮南市涉 VOCs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一、塑料制品
（一）适用范围
塑料制品指以合成树脂 （高分子化合物）为主要原料，
经采用挤塑、注塑、吹塑、压延、层压等工艺加工成型的各
种制品的生产，以及利用回收的废旧塑料加工再生产塑料制
品的活动；不包括塑料鞋制造。
使用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C292 中（C2921）塑料薄膜制造，（C2922）塑料板、管、
型材制造，（C2923）塑料丝、绳及编制品制造，（C2924）
泡沫塑料制造，（C2926）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C2927）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C2928）人造草坪制造，（C2929）塑
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二）生产工艺
1、主要生产工艺：配料（碎料）、挤出成型、注塑成
型、吹塑成型、拉丝等。
2、主要原辅材料：聚乙烯（PE）、聚丙烯（PP）、高
密度聚乙烯（HDPE）、低密度聚乙烯（LDPE）、聚氯乙烯
（PVC）、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何物（ABS）、聚酰
胺（PA）、聚碳酸树脂 （PC）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异氰酸酯、色母、发泡剂、领苯二甲酸二辛脂（DOP）等。
3、主要能源：电、天然气等。

（三）产排污环节
表 1-1 塑料制品行业主要产排污节点及治理设施
序号
1

2

生产工艺
配料工艺
挤塑、注塑、滚塑、吹塑工艺
塑炼工艺
压延工艺
冷却工艺
发泡工艺
熟化工艺
干燥工艺

产排污节点
投料
挤塑、注塑、滚塑、吹塑
塑炼
压延
冷却
发泡
熟化
干燥

排放形式
有组织

主要污染物
PM

主要治理设施
袋式除尘、滤筒/滤芯除尘

VOCs

集气设施或密闭车间吸附浓缩+
燃烧、催化燃烧、喷淋、活性炭
吸附

有组织

（四）绩效分级指标
表 1-2 塑料制品行业绩效分级指标
差异化指
A 级企业
标
原料、能 1、原料全部使用非再生料。
源类型 2、使用电为能源。；
1、生产工艺产生的 VOCs 采用燃
污染治理 烧方式或吸附、吸收、生物法等二
技术
级及以上组合工艺处理，采用活性
炭吸附的，碘值应不低于 800 毫克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1、原料非再生料使用比例≥80%。
未达到 B 级要求
2、使用电、天然气等能源。
1、生产工艺产生的 VOCs 采用吸附、吸收、生物法等二级及以上组
合工艺处理，采用活性炭吸附的，碘值应不低于 800 毫克/克。
未达到 C 级要求
2、挤塑、注塑、滚塑、吹塑、压延、挤出、热定型、冷却、发泡、
熟化、干燥等产生的 VOCs 环节需采用集气罩有效收集，距集气罩

差异化指
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克。
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低于 0.3 米/秒，
2、挤塑、注塑、滚塑、吹塑、压 集气罩的设置需满足《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16758），
延、挤出、热定型、冷却、发泡、 废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熟化、干燥等产生的 VOCs 环节需 3、产生颗粒物的工序设置集气罩，并配置高效除尘设施。
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
作，废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3、产生颗粒物的工序设置集气罩，
并配置高效除尘设施。
1、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非甲烷 1、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非甲烷总 1、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非甲
总烃浓度不高于 20mg/m3。
烃浓度不高于 40mg/m3。
烷总烃浓度不高于 70mg/m3。
2、VOCs 治理设施去除效率需达到 2、VOCs 治理设施去除效率需达到 2、VOCs 治理设施去除效率需
90%，若去除效率达不到相应规定， 90%，若去除效率达不到相应规定， 达到 80%，企业厂区内 VOCs
排放限值 企业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 企业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NMHC 的
未达到 C 级要求
点 NMHC 的小时平均浓度值不高 点 NMHC 的小时平均浓度值不高
小时平均浓度值不高于
3
3
于 1.5mg/m 。
于 3mg/m 。
6mg/m3。
3、颗粒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3、颗粒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3、颗粒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3
3
10mg/m 。
15mg/m 。
30mg/m3。
1、VOCs 原料存储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储库、料仓中；盛装 VOCs 原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存放
于室内；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无组织管 2、颗粒状、粉状 VOCs 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或采用密
未达到 C 级要求
控要求 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3、液态 VOCs 物料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或者采用密闭容器或罐车输送。
4、产生 VOCs 的生产工序和装置应设置集气罩并引至 VOCs 末端处理设施。

差异化指
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D 级企业

5、厂区道路及车间地面硬化，车间地面、墙壁、设备顶部无明显积尘；车间、厂区无明显异味，厂容厂
貌整洁有序。
1、环保档案：（1）环评批复文件；（2）竣工验收文件；（3）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制度（4）一年内
废气监测报告。
2、台账记录：（1）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2）污染控制设备
环境管理
为冷凝装置，应每月记录冷凝剂液量；污染控制设备为吸附装置，应记录吸附剂种类、更换/再生周期、 未达到 C 级要求
水平
更换量；污染控制设备为催化燃烧装置，应记录催化燃烧剂、催化剂更换日期；其他污染控制设备，应
记录保养维护事项；以上记录至少需保存三年（3）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记录。
3、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
1、物料、产品 50%以上使用国
1、物料、产品全部使用国五及以 1、物料、产品 80%以上使用国五及
五及以上重型载货车辆或者其
上重型载货车辆或者其他清洁的
以上重型载货车辆或者其他清洁的
他清洁的运输方式。
运输方式。
运输方式。
运输方式
2、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 50%达 未达到 C 级要求
2、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达到 2、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 80%达到国
到国三及以上标准，或使用新
国三及以上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
三及以上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
能源机械；其余达到国二排放
械。
其余达到国二排放标准。
标准。
1、建设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如厂区有多处货运进出口，应分别设置
建立运输管理台账（包括车牌
运输监管 门禁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 监控运输车辆进出厂区情况。
号和排放阶段等），台账数据 未达到 C 级要求
2、建立运输管理电子台账（包括车牌号和排放阶段等）。视频和电子
要求
保存三个月以上。
台账监控数据保存六个月以上 。

二、有机化工行业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以有机及无机化学品为原料生产各种有机原料及产品
的行业。
本指南适用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规定
的有机化学原料制造（C2614）、专用化学品制造（C266，不含
无机化学品制造）以及日用化学产品制造（C268）等。

（二）生产工艺
1、主要生产工艺：配料、化学反应、分离、精制、溶剂回收、
干燥、包装等；
2、主要原辅材料：有机及无机化学品、增溶剂、稀释剂、有
机溶剂等；
3、主要燃料/能源：煤、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生物质、电
等。

（三）产排污环节

表 2-1 有机化工行业主要产排污节点及治理设施
序号
1

生产工艺

主要产排污节点

排放形式

主要污染物

主要治理措施

有机液体配料废气

有组织

VOCs

冷凝回收+吸附再生、吸附+冷凝回收、吸收+回
收、燃烧、吸附浓缩+燃烧

固体配料废气

有组织/无组织

PM

多级过滤、袋式除尘、旋风+袋式除尘、湿式除
尘

有组织
有组织/无组织
有组织
有组织/无组织
有组织

VOCs

冷凝回收+吸附再生、吸附+冷凝回收、吸收+回
收、燃烧、吸附浓缩+燃烧

PM
PM

多级过滤、袋式除尘、旋风+袋式除尘
多级过滤、袋式除尘、旋风+袋式除尘
冷凝回收+吸附再生、吸附+冷凝回收、吸收+回
收、燃烧、吸附浓缩+燃烧
冷凝回收+吸附再生、吸附+冷凝回收、吸收+回
收、燃烧、吸附浓缩+燃烧

配料

2
3
4
5

反应
分离
精制
干燥

反应废气
分离废气
精制废气
干燥废气

6

包装

包装、分装废气

7

溶剂回收

8

有组织/无组织

VOCs

溶剂挥发、蒸馏精馏产
生的不凝气

有组织/无组织

VOCs

VOCs 物料装
卸、转运

槽车

无组织

VOCs

气相平衡、冷凝回收

9

VOCs 物料储存

固定顶罐、浮顶罐

无组织

VOCs

固定顶罐安装储罐呼吸气治理设施（燃烧、冷凝
回收等），采用浮顶罐

10

设备动静密封
点泄露

有机液体介质的机泵、
阀门、法兰等动、静密
封泄露排放

无组织

VOCs

LDAR

11

废水收集及处
理过程

废水处理有机废气

有组织

VOCs

废水收集逸散废气

无组织

VOCs

水洗、化学吸收+水洗+生物净化、水洗+生物净
化、氧化
加盖、密封、收集、治理

序号
12

生产工艺
危废库

主要产排污节点
危险废物挥发废气

排放形式
无组织

主要污染物
VOCs
PM

主要治理措施
密闭、收集、治理
电除尘、袋式除尘、电袋除尘

13

锅炉

锅炉烟气

有组织

SO2

湿法脱硫、干法脱硫、循环流化床法脱硫

NOx

低氮燃烧、SCR、SNCR

（四）绩效分级指标
表 2-2 有机化工行业绩效分级指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差异化指标
生产工艺及装 采用密闭化、管道化（液态物料）、全自动生 采用密闭化、半自动化生产线（涉 VOCs
未达到 B 级要求
备水平
产线（涉 VOCs 产生点）
产生点）
VOCs 物料及工艺过程产生的 VOCs 废料（渣、液）存储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
储库、料仓中；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存放于室内；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
物料存储
未达到 AB 级要求
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挥发性液体储罐：
1.对于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 a≥76.6 kPa 的有
机液体储罐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
施。
2.对储存物料的真实蒸气压≥27.6kPa 但<76.6
kPa 且储罐容积≥75m3 的有机液体储罐，采用高
级密封方式的浮顶罐，或采用固定顶罐安装密
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治理设施，并满足相关
行业排放标准要求（无行业标准的应满足
GB16297 的要求），处理效率不低于 90%，或
采用气相平衡系统等其他等效措施。
3.符合第 2 条的固定顶罐排气采用燃烧工艺（包
括直接燃烧、催化燃烧和蓄热燃烧）进行最终
处理，或送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等燃烧
处理。
4.符合第 2 条的浮顶罐采用全接液浮盘。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挥发性液体储罐：
1.同 A 级第 1 条要求。
2.同 A 级第 2 条要求。
3.符合第 2 条的固定顶罐排气采用吸收、
吸附、冷凝、生物法等组合处理工艺，处 未达到 B 级要求
理效率满足相关行业排放标准要求（无行
业标准的应满足 GB16297 的要求），处
理效率不低于 80%。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1.涉 VOCs 物料的投加和卸放过程，采用
1.涉 VOCs 物料的投加和卸放过程，采用密闭
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全部
设备，废气全部收集治理。
收集治理。
2.液态 VOCs 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方式或
2.液态 VOCs 物料采用高位槽（罐）、桶
采用高位槽（罐）、桶泵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
泵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进料时置换的废
3.挥发性有机液体采用底部装载方式若采用顶
气应排至 VOCs 废气集处理系统或气相
部浸没式装载，出料管口距离槽（罐）底部高
平衡系统；
度<200mm。
3. 同 A 级第 3 条要求。
4. 挥 发 性 有 机 液 体 装 载 物 料 真 实 蒸 汽 压
4.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物料真实蒸汽压
≥27.6kPa 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500m3，
≥27.6kPa 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
以及装载物料真实蒸汽压≥5.2kPa 但＜27.6kPa
500m3，以及装载物料真实蒸汽压≥5.2kPa
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2500m3 的，装载排
物料装载、投
但＜27.6kPa 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
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行业排放标准
未达到 B 级要求
加及运输
≥2500m3 的，装载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
要求（无行业标准的应满足 GB16297 的要求），
并满足相关行业排放标准要求（无行业标
且处理效率不低于 90%，或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准的应满足 GB16297 的要求），且处理
等其他等效措施。
效率不低于 80%，或采用气相平衡系统等
5.如采用顶部装载作业，排气采用吸收、吸附、
其他等效措施。
冷凝、膜分离等预处理后，采用燃烧工艺（包
5.如采用顶部装载作业，排气采用吸收、
括直接燃烧、催化燃烧和蓄热燃烧）进行最终
吸附、冷凝、生物法等组合处理工艺，处
处理，或送工艺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等燃烧
理效率不低于 80%。
处理。
6.粉状、粒状物料采用密闭给料方式投加，
6.粉状、粒状物料采用气力输送方式、密闭固体
无法密闭投加的，应建密闭投料间或在密
自动投料器或负压投料等给料方式投加，废气
闭空间内操作，废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
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统。
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差异化指标

工艺过程

无组织管控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1. 涉 VOCs 物料的化学反应、萃取/提取、蒸
1. 涉 VOCs 物料的投加和卸放、化学反
馏/精馏、 结晶以及配料、混合、搅拌、包装等
应、萃取/提取、蒸馏/精馏、结晶以及配料、
过程采用密闭设备，废气全部收集治理。
混合、搅拌、包装等过程，采用密闭设备
2.涉 VOCs 物料的离心、过滤单元操作采用密
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全部收集治理。
闭式离心机、过滤机、真空泵等设备；干燥单
2.涉 VOCs 物料的离心、过滤单元操作采
元操作采用密闭干燥设备；密闭设备排放的废
用密闭式离心机、过滤机等设备，或在密 未达到 B 级要求
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闭空间内操作；干燥单元操作采用密闭干
3.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
燥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排至
（车）、检维修、清洗时，在退料阶段将残存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
3.同 A 级第 3 条要求。
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清洗及吹扫过
程排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一）生产过程
1.所有物料采用密闭/封闭方式储存，含 VOCs 物料配备废气负压收集至 VOCs 处理设施。
2.厂区内物料转移和输送采用气力输送、封闭皮带等，无法封闭的产尘点（物料转载、下料
口等）应设置独立集气罩，配套的除尘设施不与室内通风除尘混用。
3.含 VOCs 物料采用密闭输送、密闭投加或密闭操作间。
4.车间产尘点和涉 VOCs 工序安装集气罩和治理设施。
（二）车间、料场环境
未达到 B 级要求
1.生产车间地面干净，生产设施、设备材料表面无积料、积灰现象。
2.封闭料场顶棚和四周围墙完整，料场内路面全部硬化，料场货物进出大门为硬质材料门或
自动感应门。
3.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所有门窗应处于封闭状态。
4.生产车间无可见烟粉尘外逸。
（三）其他
厂区地面全部硬化或绿化，其中未利用地宜优先绿化，无成片裸露土地。

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1.涉 VOCs 物料企业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相关要求，
开展泄漏 检测与修复工作。动静密封点≥1000
个的企业建立 LDAR 管理平台，动静密封点在
≤1000 个的企业建立 LDAR 电子台账，记录检
泄露检测与修 测时间、检测仪器读数、修复时间、采取的修
复
复措施、修复器读数等。
2.泵、压缩机、搅拌器（机）、阀门、开口阀或
开口管线、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至少每 3
个月检测一次，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
设备至少每 6 个月检测一次。
1.含 VOCs 废水采用密闭管道输送，废水集输
系统的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空气隔离的措
施。
2.废水集输、储存、处理设施应加盖密闭，并密
闭排气至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污水收集和处
3.污水处理场集水井（池）、调节池、隔油池、
理
气浮池、浓缩池等高浓度 VOCs 废气采用燃烧
工艺或送加热炉、锅炉、焚烧炉燃烧处理；低
浓度 VOCs 废气采用吸收、活性炭吸附、生物
法或其他等效两级及以上串联技术；采用活性
炭吸附的，碘值应不低于 800 毫克/克。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1、涉 VOCs 物料企业按照《挥发性有机
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7822-2019）
相关要求，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动
静密封点≥2000 个的企业建立 LDAR 管
理平台，动静密封点在≤2000 个的企业建
立 LDAR 电子台账，记录检测时间、检测
仪器读数、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 未达到 B 级要求
修复器读数等。
2.泵、压缩机、搅拌器（机）、阀门、开
口阀或开口管线、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
统至少每 6 个月检测一次，法兰及其他连
接件、其他密封设备至少每 12 个月检测
一次。

1.同 A 级第 1 条要求。
2.废水储存、处理设施加盖密闭或采取其
他等效措施， 并密闭排气至有机废气治理
未达到 B 级要求
设施。
3.同 A 级第 3 条要求。

A 级企业
配料、反应、分离、提取、精制、干燥、溶剂
回收等工艺有机废气全部密闭收集并引至有机
废气治理设施，采用浓缩、燃烧、吸附、吸收、
有机废气治理 冷凝、生物法等二级及以上组合处理工艺，处
理效率不低于 90%，或送工艺加热炉、锅炉、
焚烧炉直接燃烧处理。采用活性炭吸附的，碘
值应不低于 800 毫克/克。
1、NMHC、PM 有组织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20、
10 mg/m3。
2、企业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NMHC
排放限值
的 1h 平 均 浓 度 值 不 高 于 6mg/m3 ， 监 控 点
NMHC 的任意一次浓度值不高于 20 mg/m3。
重点排污单位主要排放口安装 NMHC 自动监控
设施（FID 检测器）。若排污许可有自动监控设
施相关规定的，按照排污许可要求执行。
监测监控水平
污染治理设施接入 DCS，记录环保设施运行和
生产过程主要参数，DCS 数据可保存一年以
上。
差异化指标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配料、反应、分离、提取、精制、干燥、
溶剂回收等工艺有机废气全部收集并引至
有机废气治理设施，采用吸附、吸收、冷
未达到 B 级要求
凝、生物法等二级及以上组合处理工艺，
处理效率不低于 80%。采用活性炭吸附
的，碘值应不低于 800 毫克/克。
1、NMHC、PM 有组织排放浓度分别不高
未达到 B 级要求
于 80 mg/m3、15 mg/m3。
2、同 A 级要求。
未达到 A 级要求
污染治理设施接入 PLC，PLC 数据保存 未达到 B 级要求
一年以上。

差异化指标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1.环保档案
①环评批复文件和竣工环保验收文件或环境现状评估备案证明；②排污许可证及季度、年
度执行报告；③环境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岗位责任制度、定期巡查维护制度、环保奖惩制
度等）；④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⑤一年内废气监测报告（符合排污许可证监测项
目及频次要求）。
2.台账记录
①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②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未达到 AB 级要求
环境管理水平
管理信息：燃烧室温度、冷凝温度、过滤材料更换频次、吸附剂更换频次、催化剂更换频
次；③监测记录信息：主要污染排放口废气排放记录（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等；④主要
原辅材料消耗记录：VOCs 原辅材料名称、VOCs 含量、使用量、回收量、去向等；⑤燃
料消耗记录；⑥如有废气应急旁路，有旁路启运历史记录、阀门维护和检修记录，向地方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记录。以上记录至少需保存一年。
3.人员配置
设置环保部门，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

差异化指标

运输方式

运输监管

A 级企业

B 级企业
C 级企业
1.涉及专用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物料、产
品的，使用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重型
1.涉及专用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物料、产品的，
载货车辆（含燃气）或新能源汽车比例不
使用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
低于 50%；其他原辅料、燃料、产品公路
（含燃气）或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其
运输采用国五及以上排放阶段的重型载货
他原辅料、燃料、产品公路运输全部采用国五
车辆 （含燃气）或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及以上排放阶段的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或
80%，其余使用符合国四排放阶段的载货 未达到 AB 级要求
新能源汽车。
车辆。
2.厂内运输车辆全部达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含
1. 厂内运输车辆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阶
燃气）或使用新能源车辆。
段或新能源车辆比例不低于 80%，其余达
3.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达到国三及以上排
到国四排放标准运输车辆。
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
3.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达到国三及以上排
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比例不低于
80%。
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建立门禁视频监控系统和电子台账 未达到 AB 级要求

三、汽修行业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包含汽车喷烤漆等涉 VOCs 排放的汽车修理、维护和
保养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二）生产工艺
1、主要污染工艺：调漆、喷涂、烘干和打磨抛光等。
2、主要能源：电、天然气。

（三）产排污环节
1、VOCs：主要产生于调漆、喷涂、烘干、修补等涂装工序，
主要来源于涂料、稀释剂、清洗剂、固化剂、胶黏剂等含 VOCs
原辅材料的使用及挥发逸散；
2、PM：主要产生于腻子粉打磨、抛光等工序；

（四）绩效分级指标

表 3-3 汽修行业绩效分级指标
差异化指标
原辅材料

绩效引领性指标
使用符合《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规定的汽车修补用涂料要求。

1、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涉 VOCs 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或储罐中。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
存放于密闭空间，在物料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VOCs 物料的转移和输送过程应保持密闭。
2、存放过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加盖，密封，保持密闭。废溶剂、废吸附剂、沾有涂料或溶剂的废抹布等废弃物
无组织排放
应放入具有标识的密闭容器中。
3、调漆、喷漆、流平、干燥等涉 VOCs 工序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禁止露天或在开放式空
间内进行喷漆、干燥作业。
1、喷涂废气设置高效漆雾预处理装置。
2、使用溶剂型涂料时，调漆、喷漆等工序含 VOCs 废气建设末端治污设施，末端治理工艺采用浓缩、燃烧、吸附、吸收
VOCs 治污
等二级及以上组合处理工艺，处理效率≥80%。采用活性炭吸附的，碘值应不低于 800 毫克/克。
设施
3、使用水性涂料时，当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中 NMHC 初始排放速率≥2kg/h 时，建设末端治污设施。
4、打磨废气收集至袋式除尘、滤筒除尘等高效除尘器。
1、在连续一年的监测数据中，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苯系物、NMHC 浓度分别不高于 20mg/m3、20mg/m3、
排放限值
30mg/m3。
2、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NMHC 的小时平均浓度值不超过 2mg/m3、任意一次浓度值不超过 8mg/m3。
环保档案齐全：1、环评批复文件；2、竣工验收文件；3、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4、一年内废气监测报告。
台账记录：1、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必须具备近一年及以上所用涂料的密度、扣
环保管理水
水后 VOCs 含量、含水率（水性涂料）等信息的检测报告）：2、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过滤材料更换频次、
平
吸附剂更换频次、催化剂更换频次）；3、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记录。
人员配置：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