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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 《江门市⒛19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

清洁化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 (区 )人民政府:

为推进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任务,我们制定了《江

门市⒛19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实施方案》,现印发给

凋

局

你们,请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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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信局联系人:李伟健,电话:m”71⒎ 市环境局联

系人:李笑渊,屯话:∷ ssO20,o)   ∷ ∷   ∷ ∷ ∷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江门市ェ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⒛19年 4月 11日 印发

-2—



江门市⒛19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

清洁化改造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重点行业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根据《江门

市⒛19年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江环委 E2018)

4号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技术进步为主线,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为重点,兼顾

末端治理的全过程防治理念,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政策支持

引导,大力开展清洁生产技术示范,推广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

环保达标、资源综合利用效果好的先进生产工艺,提升清洁生产

水平,促进重点行业绿色转型升级。

二、主要目标

推动 VOCs、 重金属防控企业开展清洁化改造,全面实现稳

定达标排放,列入清洁化改造名单的企业必须在⒛19年 12月 底

前完成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分阶段目标:6月 底前完成 30%;9

月底前完成ω%;12月 底前完成全部。

三、重点任务

(一 )涉重行业要按照 《江门市
“
十三五”重金属污染综合防

治实施方案》(江环 匚⒛18〕 41号 )有关要求,全面淘汰落后生

产工艺和产品,落实清洁生产审核确定的重金属污染减排措施 ,

总体上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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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重点行业要按照《重点行业挥发性
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 (工信部联节 E2o16〕 217号 )有关要求,

实施原料替代、工艺技术改造、回收及综合治理工程,减少 VOcs
等污染物排放。

四、审核流程

按照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

清洁生产审核及验收工作流程的通知》 (粤经信规字 匚⒛17〕 3

号 )有关要求,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应在名单公布之日起 1个月内
登陆“

广东省清洁生产信息服务平台
”(ww。 gd刂 sc.∞m)注册及

公布相关信息;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应及时登录服务平台
填报计划进度;企业申请验收时,应 登录服务平台上传有关资料 ;

企业通过验收后,应在 1个月内将修改完善的有关材料上传到服
务平台。

五、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各市 (区 )政府应按照环境保护
“一岗双责

”
的工作要求,加

大力度,压 实责任,发挥工信、环保等职能部门的力量,充分调
动各街 (镇 )的积极性,完善责任落实和考核问责机制,切实采
取措施,形成合力,确保完成⒛19年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
任务。

(二 )加强政策引导。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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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 (区 )应制定鼓励性政策,对审核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

奖励,对清洁生产示范、验收、培训工作给予支持,提高企业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的积极性。支持本地港资企业申报
“
粤港清洁生

产伙伴计划
”,企业在实施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实施的中/高 费方

案,符合条件的可申报实地评估项目、示范项目资助。有关企业

如列入政府要求的关停或搬迁名单,则 不再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

(三 )加强监督管理。

各市 (区 )应将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开展情况纳入节能、环保

日常监督检查,引 导和规范企业的清洁生产行为,每季度上报进

展情况。对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或者在清洁生产审核中弄

虚作假的,或者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不报告或者不如

实报告审核结果的,我们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

法》有关规定实施处罚措施。

附件:⒛19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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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市 (区 ) 行业类别 行业重点 牵头部门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蓬江区

涂料、油墨、颜

料及类似产晶

制造业

VOCs催拿级 生态环境

2 广东嘉宝莉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蓬江区

涂料、油墨、颜

料及类似产品

制造业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3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蓬江区 金属表面涂装 Ⅴ0Cs省级 生态环境

4 江门市豪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蓬江区 金属表面涂装 Ⅴ0Cs省级 生态环境

5 豪爵工业有限公司 蓬江区 金属表面涂装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6

江门市皮革总厂 (江门怡兴制革

有限公司、江门德勤皮革制品有

限公司 )

蓬江区
皮革鞣制加工、

皮革制品制造
重金属 生态环境

7
江门市蓬江区珠江皮革实业有

限公司
蓬江区 皮革鞣制加工 重金属 生态环境

8 江门裕华皮革有限公司 蓬江区 皮革制品制造 重金属 生态环境

9 广东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蓬江区 金属表面涂装 VOCs省级 工业和信息化

10
江门市蓬江区荣盛实业有限公

司
蓬江区 金属表面涂装 VOCs省级 工业和信息化

广东大冶摩托车技术有限公司 江海区 金属表面涂装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12 江门建滔积层板有限公司 江海区
电子元件制造

业
VOCs催拿级 生态环境

13 江门建滔电子发展有限公司 江海区
电子元件制造

业
VOCs耀拿级 生态环境

14 江门荣信电路板有限公司 江海区
电子元件制造

业
VOCs催纩级 工业和信息化

15 江门市奔力达电路有限公司 江海区
电子元件制造

业
VOCs耀纩级 工业和信息化

16 新会中集集装箱有限公司 新会区 金属表面涂装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17
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

司
新会区 其他行业 VOCs市级 生态环境

18
江门市新会区百合花涂料有限

公司
新会区 涂料 VOCs市级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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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市 (区 ) 行业类别 行业重点 牵头部门

19 嘉联皮革 (中 国)有限公司 新会区 皮革鞣制加工 重金属 生态环境

20 江门市博远科技有限公司 新会区 电镀 重金属 工业和信息化

21
江门市均强金属塑胶电镀有限

公司
新会区 '电镀 重金属 工业和信息化

22 江门市超越科技有限公司 新会区 电镀 重金属 工业和信息化

23 江门市盛亮电镀有限公司 新会区 电镀 重金属 工业和信息化

24 江门市威富科技有限公司 新会区 电镀 重金属 工业和信息化

25 台山富诚铝业有限公司 台山市 金属表面涂装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26 台山市珠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台山市 其他行业 生态环境

27 台山市友顺化工有限公司 台山市

涂料、油墨、颜

料及类似产品

制造业

VOCs催拿绉及 工业和信息化

28 台山市金桥铝型材厂有限公司 台山市 金属表面涂装 VOCs市级 工业和信息化

29 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 台山市 其他行业 VOCs市级 工业和信息化

30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台山市 金属表面涂装
重金属、

Ⅴ0Cs司旨荔及
工业和信息化

0
o 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 台山市 皮革鞣制加工 重金属 工业和信息化

32 广东泰宝聚合物有限公司 开平市 其他行业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33 开平市甘力木业有限公司 开平市 其他行业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34
开平市合美纸塑复合包装有限

公司
开平市 印刷业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35 开平市优洋化工有限公司 开平市
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36 开平市金三田化工有限公司 开平市 化工 VOCs市级 生态环境

37 开平市金日油墨化工有限公司 开平市 化工 Ⅴ0Cs市级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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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市 (区 ) 行业类别 行业重点 牵头部门

38 开平市姿彩化工有限公司 开平市 化工 VOCs市级 生态环境

39 开平马力塑胶制品厂 开平市 塑料制品 VOCs市级 生态环境

40 联冠 (开平)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开平市 化学制品 VOCs市级 生态环境

41 新科达企业有限公司 鹤山市 皮革制造业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42 新红阳实业有限公司 鹤山市 家具制造业 VOCs 省级 生态环境

43 鹤山精联印刷有限公司 鹤山市 印刷业 VOCs市级 生态环境

狃
,恩平市盈嘉丰胶粘制品有限公

司
恩平市 印刷业 VOCs省级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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