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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要

纺织印染行业是我国发展最早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优势产业，但也是典

型的高能耗、高水耗行业。纺织印染行业能耗约占全国产业总量的 4.4%，水耗

约占 8.5%。纺织印染业同时是我国重点污染行业之一，其污染主要体现在废水

和废气两方面，废气的监管较之废水难度更大。目前 2019（最新）GB 4287-2012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已出台，但全国性的纺织印染行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尚未颁布。传统纺织印染生产不仅给环境带来污染，还会产生各种有害化

学物质，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近几年，国家重点支持纺织印染行业的技术改

造，在技术开发和科技攻关方面给予了相应政策支持，使我国纺织印染行业在质

量、品种、效益等方面得到很大改善，整体竞争得到较大提高。

依据《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对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和环境监管执法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为推动公众参与监

督企业的环境行为，绿色江南对全国范围内的 13567家重控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

信息进行实时监督，对某一污染物超标排放和数据异常（连续 3天或一个月内间

断性 3天超标排放）的企业向在地环保局进行新浪微博和 12369举报平台举报。

2018年绿色江南通过微博平台和电话向在地环保部门举报了 1579家在线监测数

据超标企业，收到各地环保局积极回复 1133家，其中 191家违法排放企业被环

保部门分别勒令整改、行政处罚、立案查处。其中被举报的超标排放纺织印染企

业共 219家，占 2018年举报总量（1579家）约 13.9%。

绿色江南首次对 2018年年度全国范围的重控污染源（纺织印染企业）在线

监测数据超标举报信息进行了系统统计与分析，总结出纺织印染企业集聚性分布

的特点和纺织印染废水代表性污染物，比较各省在纺织印染企业超标排放方面环

境保护信息公开和环境监管执法信息公开情况，旨在与相关政府机构和企业一起

共同推动企业绿色转变，实现企业绿色生产。

http://www.cir.cn/R_FangZhiFuZhuang/29/YinRanHangYeXianZhuangYuFaZhanQuS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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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纺织印染行业污染现状分析

2.1 纺织印染行业分布特点

区域集中度高是印染行业的显著特点，如图 2-1所示，我国印染企业主要分

布在华南和华东地区。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和福建是我国印染五大主生产地

区，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发达。如图 2-2所示，2014年这五

个省份印染布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达 94.54%，其中仅浙江省占比就超过 60%；2015

年这五个省份印染布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达 95.95%，较 2011年提升 4.55%，较 2014

年提升 1.41%。从纺织印染企业的发展情况与规模来看，江浙更为突出。以江苏

吴江为例，纺织不仅是吴江的传统优势行业，也是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已经达到

千亿能级。

图 2-1 中国印染行业企业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于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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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4年主要省市印染布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网）

2.2 纺织印染行业污染特点

纺织印染企业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

纺织印染废水具有水量大、有机污染物含量高、水质变化大、废水回用率低

等特点，属难处理的工业废水之一。其废水排放量占全国废水排放的 11%左右，

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在全工业行业占比 9%左右。如图 2-3所示，2014年纺

织业废水排放量在调查统计的 41个工业行业中居于第三位，占比 10.50%。

图 2-3 2014年重点行业废水排放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于《2014 年环境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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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废水含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进入水体易消耗溶解氧，从而造成水生态

平衡的破坏，流入田地的废水会使土地盐碱化。废水中的铬、铅、汞等重金属盐

类，用一般生化方法难以降解。

纺织印染行业废业产生的代表性污染物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VOCs（挥发性有机物）。纺丝加工过程会释放出以硫化氢、二硫化碳、二氧化

硫为主的有害气体物质。在典型的染整工艺流程中，织布、干布、印花烘干、蒸

化及成品定型这几个节点均会产生油烟、颗粒物和 VOCs。我国纺织印染业 VOCs

排放量占不同来源 VOCs排放总量的 8.8%，占工业过程 VOCs 排放量的 30%以

上。

2.3 纺织印染行业污染处理现状

在纺织印染行业法规缺失的情况下，无论是水污染还是大气污染都存在严峻

的问题。

我国纺织印染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单位用水量是国外的 3-4倍，而废

水中污染物平均含量高达国外的 2-3 倍。早在 1992年，我国就发布并实行《纺

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控制纺织印染工业废水的排放。2012年，

国家环保部完成了对该标准的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标准比之前更为严格，同时

新增了一些污染物排放限值，但是整个法规体系并没有涵盖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

问题，其中一些物质，哪怕在很低的浓度下，也能危害水生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

纺织印染企业的废水通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进行排放，但当污水处理厂处

理能力受限，就变成了集中“污染源”。如图 2-4所示，2013年，由绿色江南等

七家环保组织在京联合发布的《绿色选择纺织业 3期报告：新标准考验品牌责任》

曾记录了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存在超标直接排放到钱塘江的情况，现场排口水声

巨大、水体黑红，污水气味刺鼻。紧邻该污水处理厂的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内存在

着许多纺织印染企业，其中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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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污水正流入钱塘江

目前行业内公认印染废气排放主要来自高温定型机，国内高温定型机能源利

用率约为 40%-50%，低于国外 70%的先进水平，存在较大降污空间。相对于纺

织印染行业的特殊性而言，现有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所设定的指标有限，没能完全涵盖纺织废气污染物种类，并且全国性

的纺织印染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尚未颁布。

随着国家对环保问题的重视，针对包括印染在内的传统高污染行业，近年来

中央及地方政府陆续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以限制污染条件，规范绿色生产。2017

年 6月，《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接受评估并通过验收。2018年 10

月，《纺织印染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研讨会召开。企业也开始探索提

高能源与设备利用效率的方法，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投资废水回用工程项目。

在各级政府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下，大量中小型企业难以承担高昂的环保整

顿成本，开始逐步退出市场或被兼并。2010年以来地方政府开始计划有秩序地

淘汰印染行业落后产能，2010-2015年累计淘汰印染落后产能 158.4亿米。如图

2-5所示，2012年以来，我国纺织印染企业数量也呈持续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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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12-2016年第三季度我国纺织印染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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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纺织印染企业举报和回复情况

3.1 全国各省市举报量和回复率

图 3-1 2018年全国各省市纺织印染企业的举报量和回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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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1所示，从举报数量来看，纺织印染企业超标被举报多集中于江苏和浙江两省，这与前文所述我国纺织印染行业区域集中

度高的特点相符，2014年仅江浙两省的印染布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 72.22%。从回复率来看，均值在 80%以上，在超标举报数量较

少的地区如福建、江西、河北、湖北和山西，回复率达到 100%，但江苏与浙江回复率仅分别为 44%和 66%。这表明在纺织印染企业

聚集区域，对纺织印染行业的环保整治仍是艰巨的任务，在设立专项行动的同时，应不断加大执法频次，严厉打击偷排漏排、规避监

管、严重超标等违法行为，以形成高压态势。

随着公众参与环保呼声的不断提高，监督举报的渠道不再局限于与政务微博的互动，12369平台举报也便捷了公众参与。全国举

报渠道回复情况对比见图 3-2、3-3。

图 3-2 全国各省市举报渠道回复情况对比 图 3-3 全国举报渠道回复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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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知，通过 12369平台举报的回复数量远远高于政务微博回复数量。

虽然年年都有官方政务微博排行榜报告，以期信息公开力度提升，但是通过政务

微博反馈环境问题却不是强制规定的，很多政务微博的运营还存在很大问题；而

12369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保举报热线工作管理办法》设立的，

在有法可依的强制力前提下，12369的结案情况成为环保部门的政绩考核内容。

我们相信随着信息公开力度的不断提升，环保部门将不断丰富公众参与的途

径，政务微博举报也有希望成为与 12369一样可靠的环保举报途径。

3.2 纺织印染行业代表性污染物分布情况

由于纺织印染行业工艺的特殊性，不仅产生废水，还涉及废气，举报占比见

图 3-4。

图 3-4 废水、废气被举报占比情况

在纺织印染行业，因废水超标被举报的案例数量占总举报数量的 97%，废气

只占 3%。造成废水和废气举报数量巨大差距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监测平台上显

示的被监测废气污染因子少（一般仅有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二是现有

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所设定的指标有限，

没能完全涵盖纺织废气污染物种类，相关标准不完善给公众监督带来了阻力。

纺织印染企业废水代表性污染物分布情况见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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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纺织印染行业废水代表性污染物分布情况

根据 2018年年度绿色江南举报超标排放的纺织印染行业污染物分析，在水

质超标的举报记录中，超标因子主要为化学需氧量(COD)、pH和氨氮。总氮、

总磷以及其他污染因子的举报量偏少可能是由于这些污染因子的监测信息在监

测平台上的缺失。

相对于废水，纺织印染废气排放更加隐蔽，更加难于监管。纺织印染行业废

气代表性污染物分布情况见图 3-6。

图 3-6纺织印染行业废气代表性污染物分布情况

根据 2018年年度绿色江南举报超标排放的纺织印染行业污染物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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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在大气超标的举报记录中，占比最大的超标因子为烟尘。事实上，在典型的

染整工艺流程中，在织布、干布、印花烘干、蒸化及成品定型的这几个节点均会

产生油烟、VOCs（挥发性有机物），其超标排放严重威胁环境和人体健康，但

由于监测平台和相关标准的不完善，难以对存在这些污染因子超标排放的企业进

行监督。

3.3 环保部门回复内容分析

根据 2018年环保部门回复情况，超标原因基本分为设备（故障、老化）、

停产（停运）、调试、平台标准设置等原因，超标原因分类如图 3-7所示。

图 3-7 超标原因分类

根据上图可知，设备问题是导致超标排放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停产和标准设

置问题。下面我们一一举例说明。

（1）设备（老化、故障）

因设备问题超标被举报的数量最多，占比 49%。以江苏欣鑫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为例，绿色江南举报其 pH连续超标排放，随即海安县环境保护局在 12369平

台回复称已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显示超标是由于该公司 pH监测设备发生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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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产

超标原因为停产的举报占比 20%。以无锡技立印染有限公司为例，绿色江南

举报其 pH连续超标排放，随即新区环境保护局在 12369平台回复称已对该公司

进行了现场调查，显示超标是处于停产状态，废水处理设施未排水，但未关闭数

据在线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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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设置

超标原因为标准设置问题的举报占比 15%。以宁波波迪针织有限公司为例，

绿色江南举报其 COD间断性超标排放，随即鄞州区环境保护局在 12369平台回

复称经调查了解，其中规定化学需氧量的上限为 80，浙江省企业自行监测信息

公开平台上的化学需氧量上限为 60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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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调试

超标原因为设备调试的举报占比 11%。以烟台通达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为例，

绿色江南举报其总磷间断性超标排放，随即牟平区环境保护局在 12369平台回复

称经调查，该公司由于设备运行不稳定，导致平台显示总磷浓度多次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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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为因素

由于人为因素而超标的举报占比 9%。以江苏双金纺织品有限公司为例，绿

色江南举报其 pH间断性超标排放，随即沭阳县环境保护局在 12369平台回复称，

经查，该企业工人手表掉落在线检测取水口水池内，因水池内污泥积存较多，打

捞时导致污泥颗粒物进入在线监测设备，造成 PH值超过其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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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超标的深层原因，首先，作为排污主体，企业管理层环保意识的匮乏和

环境管理的滞后是最重要的因素。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无可非议，但部分企业管理

层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一旦发生，极容易激发企业与公众、政府甚至整个社会之

间的矛盾，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环境效益是企业整体效益的一部分。在监测

设备连续三天或一月内间隙性三天以上存在故障的情况下，相关负责人依旧没有

完成维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环境管理问题；操作不当造成的排污超标也

显示了企业在排污处理方面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在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时，企业

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上却没有添加备注说明，说明企业对环境管理的忽视。

其次，监督和处罚体系的不完善也是原因之一。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

上注明的排放标准经常与其实际执行标准不符，说明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力

度需要加强，频次需要增多，通过实现常态监督解决环境信息更新滞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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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企业甘愿屡次因超标排放缴纳罚款，也不愿投入资金实施整改，说明相比进

行环境治理，由于处罚力度的欠缺和处罚体系的不完善，污染环境的成本还是偏

低。

最后，纺织印染企业生产工艺和污染处理工艺的落后是导致污染问题的源

头。根据环保部门的结论，我国大多数印染企业的生产工艺处于 20世纪 80年代

初水平。传统污染处理工艺受天气情况、进水条件、人工操作的影响很大，很多

印染企业采用的单级好氧处理工艺只能处理部分污染物，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如

氰化物）排入了河流和湖泊。

根据环保部门回复情况，我们发现环保部门对超标企业处理情况不尽相同，

有立案查处、整改以及待跟进，如下图 3-8所示。

图 3-8 回复结果分类

其中立案查处比重最高，由于责任交接等原因待跟进的回复占比最小，这说

明各地越来越关注和重视环保问题，回复也更注重结果。下面我们一一举例说明。

（1）立案查处

立案查处数占总处理数的 70%。以江苏汇丰羊绒有限公司为例，绿色江南举

报其 COD间断性超标排放，随即姜堰区环境保护局在 12369平台回复称已对发

现存在废水超标等违法问题，泰州市姜堰环保局已对该公司废水超标排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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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查处。

（2）停产整改

停产整改数占总处理数的 20%。以杭州大地印染有限公司为例，绿色江南举

报其烟尘连续超标排放，随即萧山区环境保护局在 12369平台回复称确认是除尘

布袋有破损引起。我局当即要求企业停炉整改，企业于当天下午 14时停产停炉，

对破损布袋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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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待跟进

待跟进数占总处理数的 10%。以杭州萧山景福印染有限公司为例，绿色江南

举报其 COD间断性超标排放，随即杭州环保在微博回复：请核实情况@萧山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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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2018年年度绿色江南对全国纺织印染企业排放数据进行实时监督，通过微

博、12369等渠道向相关环保部门举报超标排放企业，推动各地环保局及时受理

超标排放企业的举报，是对政府部门环境监管的有益补充，促进了公众对信息公

开和环境管理的认知和参与，所掌握的纺织印染企业排放污染物超标情况，可以

为公众参与、环保科研、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结合 2018年度信息公开数据分析，我们主要发现以下问题：

（1）纺织印染企业污水排放量大、废水回用率低、难处理，且存在区域性集聚

现象，主要集中在江浙两省。

（2）在纺织印染企业区域集中度较高的江浙地区，举报回复率低于平均值，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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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纺织印染企业偷排漏排污染物、规避监管的现象。

（3）举报平台较为单一，除 12369平台举报回复率较高外，其他举报平台有待

完善，例如政务微博的运营还存在很大问题。

（4）纺织印染废气排放相比废水排放更加隐蔽且难于监管。

（5）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存在数据滞后、标准更新不及时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对环保部门的建议：

（1）加强完善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建设

在全国的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中仍存在染源信息公开不完

全问题：不少平台无法打开；有企业未公布排放数据信息；还存在污染源信息数

据种类有限，污染源信息披露零散、滞后等问题。建议加强平台管控，在数据充

分公开的前提下提升公众广泛参与度。

（2）增加解决环保问题的渠道

环保政务微博举报与 12369平台举报应当双管齐下，低成本运营，多渠道解

决环保问题，有利于提升环保部门的政务影响力及与公众的互动力。尤其建议各

地环保部门提高微博的公开回复率，积极主动与公众互动，切实为百姓解决环境

问题。

（3）提高分类指导和服务水平

2008年 6月江苏省实施的《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使得太湖水体中

总氮和总磷都有一定程度下降，但其对印染企业采取禁止新、改、扩的限制政策，

不仅不利于促进节能减排，也影响了纺织全产业链的转型和提档升级。2018年 5

月起实施该条例修改后的新版本略有松动，允许排放含磷、氮等污染物的现有企

业在不增加产能的前提下实施提升环保标准的技术改造项目，但难免还是会给环

保部门执法带来“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难堪境地。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分

类指导和服务水平，避免“一刀切”的停工停产停业，在降低排放总量的情况下，

积极鼓励企业创新，对推动清洁生产和完成绿色技术改造、有效落实超低排放的

企业限产实行差别化对待。

（4）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

2017年 5月，首个国家绿色供应链标准《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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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导则》（GB/T33635-2017）正式发布，并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政

府应当积极推进纺织印染行业绿色供应链制度的建立，建立健全环保信用评价、

信息强制性披露等制度，依法依规公开供应链全环节的环境违法信息，以上游品

牌带动下游纺织印染企业绿色生产，支持纺织印染企业环保技术装备和资源综合

利用的发展。

对纺织印染企业的建议：

（1）提高污染源监测质量

监测数据应审核后再进行上传。不少超标数据都因设备故障导致，但企业上

传数据时并未及时备注说明，造成了误举报。同时建议企业及时向环保部门上报

停产、设备维修等状况的说明，以免受到行政或立案处罚。

（2）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在回复内容中，有一部分是采样或者人为操作失误导致超标，一方面可以加

强人员培训，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巡查工作。

（3）积极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探寻创新发展模式

根据 GEP Research 发布的《全球及中国工业废水处理行业发展报告》，从

专利分类排序统计来看，纺织印染废水是中国工业废水技术研发的重点。从重点

行业发展趋势来看，纺织印染行业废水处理以废水深度治理及资源综合利用为主

要政策导向。以江苏（盛泽）为例，盛泽的一批纺织印染企业率先投资印染废水

回用工程项目，为整个盛泽纺织业起到了示范和导向作用。企业应着重推动产业

可持续发展，克服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图 4-1 一家大型纺织企业打造的全新化纤智能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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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中国环境网）

图 4-2 纺织印染废水处理超滤设备

（图片来源于网络）

（4）打造供应链协作机制

品牌应勇于承担供应链管理责任，在供应链上不与有污染的企业合作，品牌

也必须有全过程的追溯，形成化学品行业、纺织印染行业、其他相关企业以及下

游品牌企业为主体的跨供应链协作机制，共同探索纺织行业绿色制造的政策、路

线，合作推广绿色制造。

纺织印染企业担起了江浙区域的经济大任，同时面对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我

们应始终保持“不抛弃，不放弃”的理念，政府再制定切实可行的行业标准，积

极引导、鼓励纺织印染行业健康环保、合法合规发展的同时，企业也应该积极配

合，做好工艺变革，实行绿色转型，污染不应成为纺织印染行业的新标签。

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应发展 NGO和环保部门、企业、公众多方合作的新

模式，共同加强环境监督和环境管理。此外，应开通日常性的公众监督渠道，并

给公众普及公众参与的方式，从而推动公众参与。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

2019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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