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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文件

浙 江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浙 江 省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厅
浙 江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浙 江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浙 江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环发〔2021〕10号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浙江省
“十四五”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生态环境局（分局）、发展改革委（局）、

经信局、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浙

江省各设区市、县（市、区）税务局：

为深入推进“十四五”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进一步改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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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浙江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浙江省空气质量改善“十四五”规划》，

我们制定了《浙江省“十四五”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2021年 8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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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十四五”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形成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

的重要前体物。“十三五”期间，我省环境空气质量取得改善，

PM2.5浓度大幅下降，但 O3污染问题凸显。O3已成为环境空气

质量超标的首要因子。加强 VOCs治理是控制 O3污染的有效途

径，也是促进企业提质增效、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为深

入推进“十四五”VOCs综合治理，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和《浙江省空气质量改善“十四五”规划》，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

引导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施工、绿色消费，坚持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全方位、全过程开展 VOCs治理，从源头减少产生量、过

程减少泄漏量、末端减少排放量，大力推进石化、化工、工业

涂装、包装印刷、合成革、制鞋、化纤、纺织印染、橡胶和塑

料制品等行业以及油品储运销等面源领域治理，全面提升 VOCs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清新空气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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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原则

坚持科学精准治污。紧盯 VOCs治理重点领域和难点问题，

按照“一地一策、一行一策、一园一策、一企一策”原则，科学

施策、精准治理，做到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区位精准、对象

精准、措施精准，确保治理务实有效。

坚持源头治理优先。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强化源头治理，

严格产业准入，大力推进生产和使用环节低 VOCs含量原辅材

料替代，切实从源头减少 VOCs产生。

坚持激励约束并举。建立健全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源头

替代的激励政策体系，推动行业绿色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综

合运用行政执法、排污许可等措施严格涉 VOCs行业环境监管。

坚持多方协作共治。加强部门联动，强化 VOCs 治理整体

性、系统性、协同性；加强督促指导，充分调动相关行业协会

和企业治理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公

众绿色消费。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年，VOCs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完成国家下达我省

的“十四五”VOCs 减排目标，O3污染得到有效遏制，减少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二、主要任务

（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助力绿色发展

1.优化产业结构。引导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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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革、化纤、纺织印染等重点行业合理布局，限制高VOCs

排放化工类建设项目，禁止建设生产和使用VOCs含量限值不符

合国家标准的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项目。贯彻落实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

替代品目录》，依法依规淘汰涉VOCs排放工艺和装备，加大引

导退出限制类工艺和装备力度，从源头减少涉VOCs污染物产

生。（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按职责分工牵头，省生态环境厅

等配合，设区市、县〔市、区〕负责落实。以下均需设区市、

县〔市、区〕落实，不再列出）

2.严格环境准入。严格执行“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制（修）订纺织印染（数码喷印）等行业绿色准

入指导意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区域削减替代

规定，削减措施原则上应优先来源于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

单位采取的治理措施，并与建设项目位于同一设区市。上一年

度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区域，对石化等行业的建设项目VOCs

排放量实行等量削减；上一年度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区域，

对石化等行业的建设项目VOCs排放量实行2倍量削减，直至达

标后的下一年再恢复等量削减。（省生态环境厅牵头）

（二）大力推进绿色生产，强化源头控制

3.全面提升生产工艺绿色化水平。石化、化工等行业应采用

原辅材料利用率高、废弃物产生量少的生产工艺，提升生产装

备水平，采用密闭化、连续化、自动化、管道化等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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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工艺装置采取重力流布置，推广采用油品在线调和技术、

密闭式循环水冷却系统等。工业涂装行业重点推进使用紧凑式

涂装工艺，推广采用辊涂、静电喷涂、高压无气喷涂、空气辅

助无气喷涂、热喷涂、超临界二氧化碳喷涂等技术，鼓励企业

采用自动化、智能化喷涂设备替代人工喷涂，减少使用空气喷

涂技术。包装印刷行业推广使用无溶剂复合、共挤出复合技术，

鼓励采用水性凹印、醇水凹印、辐射固化凹印、柔版印刷、无

水胶印等印刷工艺。鼓励生产工艺装备落后、在既有基础上整

改困难的企业推倒重建，从车间布局、工艺装备等方面全面提

升治理水平。（省经信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等配合）

4.全面推行工业涂装企业使用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严格

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选用粉末涂料、水

性涂料、无溶剂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等环境友好型涂料和符合

要求的（高固体分）溶剂型涂料。工业涂装企业所使用的水性

涂料、溶剂型涂料、无溶剂涂料、辐射固化涂料应符合《低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规定的VOCs含量限值

要求，并建立台账，记录原辅材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

及VOCs含量。（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经信厅等配合）

5.大力推进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的源头替代。全面排查使

用溶剂型工业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的企业，

各地应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和本方案指导目录（见附件1），制定

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实施计划，明确分行业源头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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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按照“可替尽替、应代尽代”的原则，实施一批替代溶

剂型原辅材料的项目。加快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研发、生产和

应用，在更多技术成熟领域逐渐推广使用低VOCs含量原辅材

料，到2025 年，溶剂型工业涂料、油墨、胶粘剂等使用量下降

比例达到国家要求。（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经信厅等配合）

（三）严格生产环节控制，减少过程泄漏

6.严格控制无组织排放。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加强含 VOCs

物料全方位、全链条、全环节密闭管理，做好 VOCs物料储存、

转移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艺过

程等无组织排放环节的管理。生产应优先采用密闭设备、在密

闭空间中操作或采用全密闭集气罩收集方式，原则上应保持微

负压状态，并根据相关规范合理设置通风量；采用局部集气罩

的，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

应不低于 0.3米/秒。对 VOCs 物料储罐和污水集输、储存、处

理设施开展排查，督促企业按要求开展专项治理。（省生态环

境厅牵头，省经信厅等配合）

7.全面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石油炼制、石油化

学、合成树脂企业严格按照行业排放标准要求开展 LDAR工作；

其他企业载有气态、液态 VOCs物料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大

于等于 2000 个的，应开展 LDAR 工作。开展 LDAR 企业 3 家

以上或辖区内开展 LDAR企业密封点数量合计 1万个以上的县

（市、区）应开展 LDAR数字化管理，到 2022年， 15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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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现 LDAR数字化管理；到 2025年，相关重点县（市、区）

全面实现 LDAR 数字化管理（见附件 2）。（省生态环境厅牵

头）

8.规范企业非正常工况排放管理。引导石化、化工等企业合

理安排停检修计划，制定开停工（车）、检修、设备清洗等非

正常工况的环境管理制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不在

O3污染高发时段（4月下旬—6月上旬和 8月下旬—9月，下同）

安排全厂开停车、装置整体停工检修和储罐清洗作业等，减少

非正常工况 VOCs排放；确实不能调整的，应加强清洗、退料、

吹扫、放空、晾干等环节的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产生的 VOCs

应收集处理，确保满足安全生产和污染排放控制要求。（省生

态环境厅牵头，省经信厅等配合）

（四）升级改造治理设施，实施高效治理

9.建设适宜高效的治理设施。企业新建治理设施或对现有治

理设施实施改造，应结合排放 VOCs产生特征、生产工况等合

理选择治理技术，对治理难度大、单一治理工艺难以稳定达标

的，要采用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采用活性炭吸附技术的，吸

附装置和活性炭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并按要求足量添加、定

期更换活性炭。组织开展使用光催化、光氧化、低温等离子、

一次性活性炭或上述组合技术等 VOCs治理设施排查，对达不

到要求的，应当更换或升级改造，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到 2025

年，完成 5000家低效 VOCs治理设施改造升级（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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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的 VOCs综合去除效率达到 70%以上，化工、工业涂

装、包装印刷、合成革等行业的 VOCs综合去除效率达到 60%

以上。（省生态环境厅牵头）

10.加强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按照治理设施较生产设备“先启

后停”的原则提升治理设施投运率。根据处理工艺要求，在治理

设施达到正常运行条件后方可启动生产设备，在生产设备停止、

残留 VOCs收集处理完毕后，方可停运治理设施。VOCs治理设

施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生产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

后投入使用；因安全等因素生产设备不能停止或不能及时停止

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省

生态环境厅牵头）

11.规范应急旁路排放管理。推动取消石化、化工、工业涂

装、包装印刷、纺织印染等行业非必要的含 VOCs排放的旁路。

因安全等因素确须保留的，企业应将保留的应急旁路报当地生

态环境部门。应急旁路在非紧急情况下保持关闭，并通过铅封、

安装监控（如流量、温度、压差、阀门开度、视频等）设施等

加强监管，开启后应做好台账记录并及时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报告。（省生态环境厅牵头）

（五）深化园区集群废气整治，提升治理水平

12.强化重点开发区（园区）治理。依托“清新园区”建设带

动提升园区大气环境综合治理水平，引导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加强资源共享，实施集中治理和统一管理，持续提升 VOCs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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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稳步改善园区环境空气质量。提升涉 VOCs排放重点

园区大气环境数字化监管能力，建立完善环境信息共享平台。

石化、化工园区要提升溯源分析能力，分析企业 VOCs组分构

成，识别特征污染物。（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信厅等配合）

13.加大企业集群治理。同一乡镇及毗邻乡镇交界处同行业

涉 VOCs企业超过 10家的认定为企业集群。各地结合本地产业

结构特征，进一步排查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

剂的行业，以及化纤、橡胶制品、使用再生塑料的塑料制品等

企业集群。优化企业集群布局，积极推动企业集群入园区或小

微企业园。对存在突出问题的企业集群要制定整改方案，统一

整治标准和时限，实现标杆建设一批、改造提升一批、优化整

合一批、淘汰退出一批。（省生态环境厅、省经信厅按职责分

工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等配合）

14.建设涉 VOCs“绿岛”项目。推进各地统筹规划建设一批

涉 VOCs“绿岛”项目，实现 VOCs集中高效治理。同一类别工业

涂装企业集聚的园区和企业集群，推进建设集中涂装中心；在

已建成集中涂装中心的园区覆盖区域内，同一类别的小微企业

原则上不再配套建设溶剂型喷涂车间，确实有需要的应配套高

效的 VOCs治理设施。吸附剂（如活性炭）年更换量较大的地

区，推进建设区域吸附剂集中再生中心，同步完善吸附剂规范

采购、统一收集、集中再生的管理体系。同类型有机溶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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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的园区和企业集群，鼓励建设有机溶剂集中回收中心。

（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等配合）

（六）开展面源治理，有效减少排放

15.推进油品储运销治理。加大汽油、石脑油、煤油、原油

等油品储运销全过程 VOCs排放控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推进重点领域油气回收治理，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并要求企

业建立日常检查和自行监测制度。各设区市要每年组织开展一

轮储油库、油罐车、加油站油气回收专项检查和整改工作。年

销售汽油量大于5000吨的加油站全部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

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

浙江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推进，省能源集团、省交通集团、省

海港集团、中石化浙江分公司、中石油浙江销售分公司等参与）

16.加强汽修行业治理。提升行业绿色发展水平，推进各地

建设钣喷共享中心，配套建设适宜高效 VOCs 治理设施，钣喷

共享中心辐射服务范围内逐步取消使用溶剂型涂料的钣喷车

间。喷漆、流平和烘干等工艺操作应置于喷烤漆房内，使用溶

剂型涂料的喷枪应密闭清洗，产生的 VOCs应集中收集和治理。

底色漆、本色面漆推广使用水性涂料，鼓励其他上漆环节的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生态环

境厅等配合）

17.推进建筑行业治理。积极推动绿色装修，在房屋建筑和

市政工程中推广使用低 VOCs含量的涂料和胶粘剂，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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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构件和定型化、工具式施工安全防护设施，减少施

工现场涂装作业；推广装配化装修，优先选用预制成型的装饰

材料，除特殊功能要求外的室内地坪施工应使用无溶剂涂料和

水性涂料。（省建设厅牵头）

（七）强化重点时段减排，切实减轻污染

18.实施季节性强化减排。以 O3污染高发的夏秋季为重点时

段，以环杭州湾和金衢盆地为重点区域，以石化、化工、工业

涂装、包装印刷等为重点行业，结合本地 VOCs排放特征和 O3

污染特点，研究制定季节性强化减排措施。各地排查梳理一批

VOCs物质活性高、排放量大的企业，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将 O3污染高发时段禁止或者限制 VOCs排放的环境

管理措施纳入排污许可证。（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经信厅等

配合）

19.积极引导相关行业错时施工。鼓励企业生产设施防腐、

防水、防锈等涂装作业尽量避开 O3污染高发时段。合理安排市

政设施维护、交通标志标线刷漆、道路沥青铺设等市政工程施

工计划，尽量避开 O3污染高发时段；对确需施工的，实施精细

化管理，当预测将出现长时间高温低湿气象时，调整作业计划，

尽量避开每日 O3污染高值时间。（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经信

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配合）

（八）完善监测监控体系，强化治理能力

20.完善环境空气 VOCs监测网。继续开展城市大气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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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观测，完善区域及城市大气环境 PM2.5和 O3协同监测网。

综合运用自动监测、走航监测等技术，加强涉 VOCs排放的重

点园区大气环境监测及监控能力建设；石化、化工园区推广建

设 VOCs特征因子在线监测系统，推动建立健全监测预警监控

体系。（省生态环境厅牵头）

21.提升污染源监测监控能力。VOCs 重点排污单位依法依

规安装 VOCs自动监控设施，鼓励各地对涉 VOCs企业安装用

电监控系统、视频监控设施等。加强 VOCs 现场执法监测装备

保障，2021年底前，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全面配备红外成像仪

等 VOCs泄漏检测仪、VOCs便携式检测仪、微风风速仪、油气

回收三项检测仪等设备；2022年底前，县（市、区）全面配备

VOCs便携式检测仪、微风风速仪等设备。鼓励辖区内有石化、

化工园区的县（市、区）配备红外成像仪等 VOCs泄漏检测仪

器。（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财政厅等配合）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将 VOCs 综合治理作

为“十四五”治气工作的重要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

作，建立健全 VOCs治理指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评

价体系。各设区市要组织对“十三五”VOCs 治理工作情况开展

“回头看”，落实、落细“十四五”各项任务措施；各地要明确本辖

区 VOCs 治理重点行业（企业），建立“一厂一策一档”制度。

各级大气办（蓝天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认真组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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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做好实施、监督、管理和宣传引导工作。省级相关部门

要各负其责、强化协作、认真督导，及时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

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 VOCs综合治理取得实效。

（二）加强政策支持。研究制订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源头

替代的产业、财政、金融等激励政策，建立涉VOCs排放企业绿

色积分评级制度，指导各地按评级实施分类或差异化管理。在

相关设区市、县（市、区）开展VOCs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

点。（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级有关部门配合）适时制（修）订

化纤、制药、汽修、纺织染整、工业涂装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研究出台执行国家标准“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

的规定。（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市场监管局配合）

（三）强化监督执法。加大 VOCs排放监管，开展监测执

法联合检查，对未按规定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生产，未按规

定安装使用 VOCs污染防治设施，未采取减少 VOCs排放措施，

未建立和保存相关台账，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污，以及不能

稳定达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超标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格查

处，并定期向社会公开。（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加大对涉 VOCs

产品生产、销售、使用单位抽检力度，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和

使用 VOCs含量限值不符合标准的产品行为。（省市场监管局、

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牵头，省经信厅等配合）加大环境保

护税征管力度，积极研究推进对 VOCs征收环境保护税。（浙

江省税务局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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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技术支撑。加强区域大气污染特征、形成机制、

来源解析、大气污染预报预警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开展 VOCs

排放源谱研究，提升大气环境 VOCs源解析能力。加强政府、

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的治理协作，制定重点

行业 VOCs污染防治和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的技术

指南（规范）；支持科研单位组建技术创新联合体，促进成熟

先进 VOCs治理技术推广应用，帮扶指导各地和企业开展 VOCs

治理。（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科技厅等配合）

（五）加强宣传引导。积极营造有利于开展 VOCs 综合治

理的良好舆论氛围，增强企业开展 VOCs 治理责任感，大力推

动行业龙头企业开展 VOCs深度治理减排，践行绿色低碳发展。

选择相关行业 VOCs治理正面典型，加强宣传报道。积极推进

绿色采购，医院、学校和幼儿园等不再采购纳入高 VOCs含量

目录的产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协调作用，倡导制定行业

团体标准，打造示范引领企业，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绿

色设计和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倡导绿色低碳、简约适度、文

明节约的生活方式，鼓励、引导公众主动参与 VOCs减排。（省

生态环境厅牵头，省经信厅、省财政厅、省机关事务局等部门

配合）

附件：1.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指导目录

2.LDAR数字化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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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效 VOCs治理设施改造升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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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指导目录

基材/
工艺

行业类别/
主导产品

子行业类别/工序
行业整体
替代比例

金属
涂装

金属家具及
配件制造

金属家具制造（C213） ≥70%

乐器制造 乐器制造（C242） ≥70%
金属工艺品
制造

金属工艺品制造（C2432） ≥70%

运动、健身器
材制造

专项运动器材及配件制造（C2442），
健身器材制造（C2443） ≥70%

金属制品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C331，防腐级
别 C4及以上的除外），金属工具制造
（C332），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
造（C333），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
制造（C335），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
理加工（C336），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C338）

≥70%

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C339） ≥70%

通用设备制
造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C341），金属
加工机械制造（C342），物料搬运设
备制造（C343），泵、阀门、压缩机
及类似机械制造（C344），轴承、齿
轮和传动部件制造（C345），烘炉、
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C346），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C347）

≥70%

通用零部件制造（C348） ≥70%
专用设备制
造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C351，C3512、C3513除外）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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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
工艺

行业类别/
主导产品

子行业类别/工序
行业整体
替代比例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
造（C352），印刷、制药、日化及日
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C354，41
家），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
备制造（C355），电子和电工机械专
用设备制造（C356），农、林、牧、
渔专用机械制造（C357），医疗仪器
设备及器械制造（C358），环保、邮
政、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
造（C359）

≥70%

汽车整车制
造

汽车整车制造（C361，清漆除外），
改装汽车制造（C363） ≥50%

汽车零配件
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C367） ≥70%

其他车辆制
造

摩托车整车制造（C3751），自行车和
残疾人座车制造（C376），助动车制
造（C377），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
制造（C378）

≥70%

摩托车零配
件制造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C3752） ≥50%

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制造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C3823） ≥50%

家用器具制
造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C385），非电力
家用器具制造（C386） ≥70%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C392），广播电视设
备制造（C393），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C396）

≥70%

仪器仪表制
造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C401），专用仪
器仪表制造（C402），钟表与计时仪
器制造（C403），光学仪器制造
（C404），衡器制造（C405）

≥50%

伞的制造
其他日用杂品制造（C4119）中伞的
制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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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
工艺

行业类别/
主导产品

子行业类别/工序
行业整体
替代比例

木质
涂装

木质制品制
造

木门窗制造（C2032），木地板制造
（C2034），木制容器制造（C2035） ≥70%

竹制品制造 竹制品制造（C2041） ≥70%

木质家具制
造

木质家具制造（C211）中的课桌椅 ≥90%
木质家具制造（C211）中的红木家具 ≥50%
木质家具制造（C211）中的其他家具 ≥70%

竹、藤家具制
造 竹、藤家具制造（C212） ≥70%

笔的制造（铅
笔） 笔的制造（C2412）中的铅笔 ≥70%

教具制造 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C2413） ≥90%
木质工艺品
制造 漆器工艺品制造（C2433） ≥50%

玩具制造 玩具制造（C245） ≥90%

塑料
件涂
装

塑料家具制
造 塑料家具制造（C214） ≥70%

笔的制造 笔的制造（C2412） ≥70%
乐器制造 乐器制造（C242） ≥50%
头盔制造 运动防护用具制造（C2444） ≥70%
玩具制造 玩具制造（C245） ≥90%
眼镜制造 眼镜制造（C3587） ≥30%
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C367） ≥50%

摩托车零配
件制造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C3752） ≥50%

助动车制造 助动车制造（C377）中的塑料零配件
制造 ≥50%

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C3823），电
力电子元器件制造（C3824） ≥50%

家用电力器
具制造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C38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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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
工艺

行业类别/
主导产品

子行业类别/工序
行业整体
替代比例

玻璃
涂装

玻璃瓶涂装 玻璃包装容器制造（C3055） ≥30%

机动
车维
修涂
装

汽车修理与
维护

汽车修理与维护（O8111） ≥50%

纺织
品印
花

纺织印染（印
花）

纺织业（C17）中的数码印花、转移
印花工序

≥70%

胶粘
过程

纺织印染（复
合）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C171）、化纤
织造及印染精加工（C175）、产业用
纺织制成品制造（C178）中的复合工
序

≥50%

鞋和皮革制
品

制鞋业（C195）、皮革制品制造（C192） ≥30%

竹木加工和
家具制造（板
材胶合）

人造板制造（C202）、木质制品制造
（C203）、竹制品制造（C2041）、木
质家具制造（C211）、其他家具制造
（C219）

≥90%

包装印刷（复
合）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C2319）中的
复合工序

≥75%

包装
印刷

包装装潢及
其他印刷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C2319）

≥30% （ 其
中，吸收性
承印物凹版
印 刷 ：
≥50%；平版
纸 包 装 印
刷：≥90%）

注：1.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是指非溶剂型原辅材料。

2.鼓励在加工纸制造（涂布）、纺织印染（涂层）、合成革制造、皮革鞣制加工

等领域开展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的源头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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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LDAR数字化管理计划

设区市 县（市、区）

杭州 萧山区、建德市 1、钱塘区 1

宁波 镇海区 1、北仑区 1、余姚市、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1

温州 洞头区 1、龙湾区、瑞安县

湖州 吴兴区、南浔区、德清县 1、长兴县

嘉兴 南湖区、平湖市、桐乡市 1、海盐县、嘉兴港区 1

绍兴 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 1、新昌县

金华 东阳市 1、武义县、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衢州 柯城区、衢江区、衢州智造新城 1

舟山 定海区、岱山县（舟山绿色石化基地）1

台州 椒江区、黄岩区、临海市 1、仙居县 1、天台县

丽水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1.开展 LDAR 的主要行业包括：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合成树脂；其他行业主

要包括化纤、化工、合成革、储油库、有机化学品仓储等。

2.右上标“1”为首批开展 LDAR数字化管理的县（市、区），应于 2022年底前完

成建设或升级。

3.鼓励设区市将辖区企业统一纳入 LDAR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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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低效 VOCs 治理设施改造升级计划

单位：家

设区市 2021—2022 年 2023—2025 年 合计

杭州 350 50 400

宁波 550 150 700
温州 600 180 780

湖州 350 50 400

嘉兴 350 100 450
绍兴 400 100 500

金华 500 100 600

衢州 200 50 250
舟山 30 10 40

台州 600 180 780

丽水 70 30 100
合计 4000 1000 5000

注：1.典型的VOCs低效治理设施参考范围：（1）光催化、光氧化、低温等离子或上述

组合工艺的治理设施，专门用于除臭的除外；（2）未建设活性炭等集中再生或处

置中心的行政区域，单一或协同使用一次性活性炭等吸附剂；（3）用于非水溶性

VOCs的喷淋吸收设施；（4）用于中、高浓度VOCs的生物法治理设施。

2.企业实施低效 VOCs治理设施改造升级的，治理设施应符合国家和我省相关污

染防治技术指南（规范）。

抄送：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机关事务局、浙江海事局、省能源

集团、省交通集团、省海港集团、中石化浙江分公司、中石

油浙江销售分公司。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1年 8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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