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点击此处添加 ICS 号

CCS 点击此处添加 CCS 号

团 体 标 准

T/GDCPA XXXX—XXXX

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评价准则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of cleaner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征求意见稿）

2023 - XX - XX 发布 2023 - XX - XX 实施

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发 布



T/GDCPA XXXX—XXXX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总则 ................................................................................. 1

4.1 评价指标分类 ..................................................................... 1

4.2 评价指标权重 ..................................................................... 1

5 评价要求 ............................................................................. 2

5.1 基本要求 ......................................................................... 2

5.2 评价指标要求 ..................................................................... 2

6 评价原则 ............................................................................. 3

6.1 评价原则 ......................................................................... 3

6.2 评价结论 ......................................................................... 4

7 评价程序 ............................................................................. 4

7.1 评价基本程序.. ................................................................... 4

8 评价报告 ............................................................................. 5

8.1 清洁生产企业评价报告 ............................................................. 5

8.2 清洁生产企业第三方评价报告 ....................................................... 5

参 考 文 献 ......................................................................... 6



T/GDCPA XXXX—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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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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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评价准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评价的总则、评价要求、评价原则、评价程序和评价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企业清洁企业的管理及生产活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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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DCPA 005-2022 粤港澳清洁生产审核 技术要求

T/GDCPA 006-2022 粤港澳清洁生产审核与评估验收规范

T/GDCPA XXXX—2023 广东省清洁生产审核服务机构能力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T/GDCPA 005-2022、T/GDCPA 006-2022、T/GDCPA XXXX—2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清洁生产审核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按照一定程序和方法,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鉴别确定物料和能量流失的特征、部位与环节找

出能耗高、物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原因,提出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产生,提高效率、降低能耗

物耗以及废物产生的方案，进而选定和实施技术、环境及经济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的过程。

清洁生产企业Cleaner production enterprises

以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的理念开展工作的企业。

清洁生产评价Clean production evaluation

指根据清洁生产原，企业为达到清洁生产的目的，可提出多个清洁生产技术方案，在决策前，须对

各个方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筛选出既有明显经济效益，又有显著环境效益的可行性方案，这个过

程称为清洁生产评价。

4 总则

4.1 评价指标分类

评价要求包括基本要求和指标要求：

——基本要求是作为企业参与评价的基本条件，应全部满足，否则企业不能参与清洁生产评价；

——一级指标包括基本条件、审核过程、方案实施和环境保护 4个方面，下设二级指标和具体评

价要求。

4.2 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评价指标对应的权重规定如下：

——基本条件（5.2.1）20%；

——审核过程（5.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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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5.2.3）40%；

——环境保护（5.2.4）10%。

各评价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要求对应分数见表 1-表 4。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清洁生产企业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近五年内，有开展完成清洁生产审核。

——应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要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实现核定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污染

物减排指标；

——有相关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符合限额标准的企业，应符合限额标准要求；

——纳入国家、省或市节能减排规划、行动方案的企业，应实施有针对性的中/高费方案。

——达到相关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Ⅲ级水平（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同行业清洁生

产基本水平；

——在审核开始至验收期间，未发生重大及特别重大污染事故；

——提交的验收资料真实，无弄虚作假，虚报环境和经济效益的现象；

5.2 评价指标要求

5.2.1 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的二级指标评价要求及分值如下：

表 1 基本条件指标评价要求及分值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评价

方式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报告应符合《广东省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制技术指南》的要求。 定性

规章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制定合理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并切实有效执行。 定性

生产现场状况 生产现场清洁整齐、绿化好、管理规范、设备无跑冒滴漏现象。 定性

生产工艺和设备情况

1）按照国家或省的相关规定，淘汰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

2）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工作符合地方政府的进度要求。

3）有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具有行业领先性。

定性

5.2.2 审核过程

审核过程的二级指标评价要求及分值如下：

表 2 审核过程指标评价要求及分值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评价

方式

领导重视、成立
企业领导重视，成立清洁生产领导和工作小组，各部门负责人和财务主管参与工作

小组，任务分工明确。
定性

开展宣传培训
在全厂范围进行清洁生产宣传，企业内部组织全体员工参加清洁生产培训（1次以

上），员工对清洁生产认知率高于95％。
定性

生产过程全面分析、

客观评价

全面分析能源资源消耗现状、有毒有害原辅材料使用和替代情况、生产工艺和设备

运行状况、污染物产排及治理情况等，应探明并指出企业现存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

节，挖掘清洁生产潜力，客观评价企业水平，评价依据充分。

定性

审核重点设置情况
审核重点确定合理，将环保超标、高污染、高能耗等环节作为必要考虑或优先考虑

因素，应着重考虑消耗大、公众压力大和有明显清洁生产机会的环节。
定性

清洁生产目标设置情况
清洁生产目标设置比照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审核重点提出节能、降耗、

减污等目标，符合企业实际，具有定量化、可操作性。
定性

审核重点的资源能源及产

污分析

应通过物料、水、能源平衡分析或其他审核方法反映审核重点实际生产过程，从八

个方面深入分析物料流失、资/能源浪费、污染物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存在问题。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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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评价

方式

水和能源计量 按照行业规范，安装必要的水和能源计量设备。 定性

方案产生与筛选及可行性

分析

充分发动全体员工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案产生有合理的依据，针对性强，中/高费方

案可行性分析完整充分。
定量

持续清洁生产
有符合实际的持续清洁生产计划，下一步改进方向及目标任务明确，建立了清洁生

产长效机制。
定性

5.2.3 方案实施

方案实施的二级指标评价要求及分值如下：

表 3 方案实施指标评价要求及分值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评价

方式

方案实施率
无/低费方案100%实施，且落实到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中；中/高费方案实施率50%

以上，未实施的要有持续实施清洁生产计划。
定量

实施方案数量

实施完成中/高费方案的数量（个）：

1）≥6；
2）≥4；
3）≥2；
4）<2。

定量

方案实施计划进度 中/高费方案有详细的实施计划，实施进度合理，资金保障落实到位 定性

方案实施绩效

方案实施绩效有统计依据和明确的计算过程，取得良好的节能、降耗、减污或、增

效的成果，审核前后改进效果明显。实施绩效：

1）好；

2）较好；

3）一般；

4）差。

定量

方案实施证明
中/高费方案实施有充分准确的证明材料，工程设计施工方案及合同、设备购销票据、

财务台账等材料与企业实施的方案相符。
定量

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 已实施方案的绩效并达到预期，清洁生产目标完成。 定性

行业清洁生产水平

清洁生产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选用适当，清洁生产水平评价依据充分合理。 定性

1）达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Ⅰ级水平或同行业国际领先水平；

2）达到Ⅱ级水平或同行业先进水平；

3）达到Ⅲ级水平或同行业基本水平。

定量

5.2.4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的二级指标评价要求及分值如下：

表 4 环境保护指标评价要求及分值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评价方式

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 环保设施健全，运行稳定正常，运行原始记录齐全有效，污染物监测数据齐全有效。 定性

6 评价原则

6.1 评价原则

评价原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评价指标全面、系统、科学；

——评价依据完整、准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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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过程规范；

——评价文件完整、统一、清晰、可追溯；

——评价结果客观、准确、公正。

6.2 评价结论

6.2.1 基本评价要求为企业必须达到的指标，除非有特殊原因(如有，应详细说明)，必选项指标缺失

或不符合要求，企业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6.2.2 清洁生产企业评价指数总分值为 100 分。根据评价方式和评价目的的不同，可对评价结果进行

分级，具体要求见表 5。

表 5 清洁生产企业评价指标表

指标等级 合格企业 示范企业 省级优秀示范企业

评价结果1 60分≤x<70分 70分≤x<80分 ≧80分

7 评价程序

7.1 评价基本程序

第三方评价基本流程包括申请评价、评价前准备、评价、技术评审及出具报告等阶段，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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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评价流程图

8 评价报告

8.1 清洁生产企业评价报告

企业自评时，应编写《广东省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包括以下部分：

——前言

——审核准备

——预审核

——审核

——方案的产生和筛选

——方案的确定

——方案的实施

——持续清洁生产

——总结

8.2 清洁生产企业第三方评价报告

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第三方评价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评价组织形式及过程：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估情况、评价报告编写及

内部技术复核情况；

——文件评价内容：对申报企业清洁生产的审核过程的真实性、审核报告的规范性、清洁生产方

案实施证明资料、环评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和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等方面内容进行核实与

评价，对申报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所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描述；

——现场评价内容：对申报企业生产现场的实施情况，包括方案实施、管理状况、产品、服务、

工艺设备情况、水及能源监测计量设备情况等方面内容进行核实与评价；

——评价结论：对申请评价企业是否符合清洁生产企业进行评价，说明各评价指标值及是否符合

评价要求情况，描述主要创建做法及工作亮点等；

——下一步工作建议：对企业持续开展清洁生产活动的下一步工作建议；

——评价支撑材料及第三方评价机构资质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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