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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试点企业

实施方案

（ 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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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中高端生态牛

革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深 A 股上市企业，

是中国最大鞋面真皮材料提供商、中国制革工业龙头企业、中

国皮革和制鞋行业科技示范企业。

公司以“绿色皮革、百年兴业”为使命，把生态设计作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提升绿色发展意识，提高生

态设计能力，建立生态设计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明确绿色低

碳发展战略，推动企业在绿色发展意识、生态设计能力、管理

制度建设、清洁生产水平、产品开发和品牌影响等方面达到行

业领先水平。

未来 3年，公司预计将投入资金 3000万元，围绕资源消

耗高、环境污染重、技术难度大、影响范围广的生产环节，综

合运用创新方法、生态设计、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化技术

以及现代检测分析手段，重点突破生态制革关键技术 8-10 项、

研究开发绿色皮革化学品应用技术 5-8项、获得相关专利10-15

项，建立牛皮生态制革技术体系 1-2 个，创建“资源节约型、

环保生态型、质量效益型和数字智能型”的现代化制革技术体

系，成为制革行业的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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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专业研发生产聚

氨酯合成革规模最大的企业，位列“中国轻工塑料行业（人造

革合成革）十强”企业综合排序第一名，是深交所上市企业。

公司具有良好的生态设计基础，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

业”，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是“纺织供应链绿色制造产业创新联盟”发起成员单

位，是全国同行业唯一一家同时通过“中国生态合成革”和

“ISO14024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企业，曾参与国家环

保部两项环保标准制定。

未来 3-5 年，公司将以科学发展和生态建设要求为指导，

围绕“力争成为全球最优秀的聚氨酯复合材料企业”远景战略

目标，加大生态设计产品开发的投入力度，通过构建产品生态

设计标准体系，推进两化融合，打造全流程生态设计推进体系

和绿色供应链，全面提高企业生态设计能力。在对现有合成革

产品的绿色升级基础上，重点解决无溶剂聚氨酯合成革生态设

计的共性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实现减量生产、高效生产、

清洁生产，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品质消费的需求，打造聚氨

酯合成革绿色高端产品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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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7年，是一家

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全国最大的日用陶瓷生产企业，主营业

务是日用陶瓷、陶瓷机械、耐火材料、包装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产品畅销欧洲、美洲、东南亚、中东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日用瓷产、销量等指标稳居全国同行首位。

公司将围绕“以原料标准化、燃料洁净化、辅助材料专业

化、生产过程现代化、产品高档化支撑传统产业升级”战略目

标，落实全生命周期理念，把推行产品生态设计作为企业实现

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培育和发展产

品生态设计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逐步建立生态设

计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打造绿色高端日用陶瓷产品和品牌。

未来 3年，公司将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以优化产品结构和

产业链为抓手，投入３000万元建立日用陶瓷循环经济产业模

式，解决日用陶瓷行业能耗高、成型自动化程度低等问题和清

洁生产、产品环保装饰、全过程生态设计的共性关键技术，提

高企业生态设计能力。在绿色发展意识、生态设计能力、生态

管理制度建设、清洁生产水平、产品开发和品牌影响达到行业

领先水平，成为国内日用陶瓷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引领日用陶

瓷行业生态设计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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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甸市惠邦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桦甸市惠邦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

省创新型科技企业，吉林省木质模压技术研发中心，吉林省林

业科学研究院科研试验基地，北华大学林学院研究生实习基地

（正在建设）。主营业务为高密度模压纤维板、薄木（或 HPL

或铝箔或其它饰面材料）饰面模压纤维板、木质复合门的生产

和销售，拥有一个省级研发中心、生产试验设备 100多台/套，

试验检测设备 28台/套，是一家集林产品开发、研制、生产于

一体的民营企业。

公司始终坚持树立产品生命周期理念，以“打造中国木门

生态产业链的顶端优势”的经营理念，结合国家节能降排、发

展循环经济、创建生态设计企业的方针、政策，探索林产工业

行业生态设计体系建设，推动和提高企业、行业品牌建设和绿

色发展意识、生态设计能力，争创行业领先。

未来 3年，公司计划投入资金 300万元，提高生态设计、

研发的能力，增加绿色、生态发展元素，提高生态设计、生态

发展建设的管理水平，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每年研发 1-2 款新

产品或新成果，单位产品消耗指标比 2014年下降 3-5%,生产

污水零排放，污染物减排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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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年，总投资 80

亿元，是资源综合利用率最高、环保设施最先进、全球规模最

大的氨基酸生产基地。年生产各类氨基酸 60万吨，产品涵盖

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医药中间体等三个领域，是拥有省

级氨基酸工程技术中心及研发中心的高新技术企业。

围绕生态设计试点任务，将产品生态设计作为企业绿色转

型发展的主要抓手，融入到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落实产品全

生命周期理念，提高生态设计能力，建立生态设计推进机制和

评价体系。推动企业在产品设计开发、供应链管理、节能降耗、

清洁生产、综合利用、品牌培育等方面全面提升。

试点期间，计划投资 4675万元实施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创

建，通过高新技术产品设计开发、设计工具开发与应用、相关

标准体系的建立、节能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在绿色发展意识、

生态设计能力、管理制度建设、清洁生产水平、产品开发和品

牌影响等方面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实现生产经营管理与生态环

境的保护、建设和管理有机结合，由传统企业向绿色企业转变，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梅花”

的品牌影响力，引领发酵行业绿色转型升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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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红方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芜湖红方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研发和生产一体化的

创新型包装企业, 2013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国家级“机电

产品包装节材代木”示范企业称号。2015年 9月，经安徽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成立全国首个“包装产品绿色设计服

务中心”。

公司以加快绿色发展、做优做强为核心目标，以食品行业

的绿色包装产品的生态设计需求为切入口，建立与食品加工企

业长期合作共赢关系，深化产学研合作，遵循产品生态设计理

论和原则，设计生产可满足食品企业需求的绿色包装产品。经

3 年系统化的推进，依托“安徽省包装产品绿色设计服务中

心”，强化与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国

家级绿色包装产品工业设计中心，带动其他包装产品加快向绿

色转化，同步提高企业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力

争在绿色发展意识、包装产品绿色设计开发能力、绿色品牌和

市场影响力等方面成为行业领军型企业。

公司长远目标是生产绿色包装产品，并可提供包装产品生

态设计的市场化服务，增强安徽“红方”品牌的绿色影响力，

成为国家级生态设计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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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纸包装印刷龙头

企业，主要产品是高附加值产品包装、高端知名消费品牌的包

装和全息包装材料。公司建有国家认可的 CNAS 实验室，参

与起草国家、行业标准制定 28项，拥有授权专利 93件，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 25件。

公司将落实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把生态设计作为企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提升全员绿色发展意识，提高

生态设计能力，建立生态设计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提供高附

加值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为其他企业提供包装产

品的绿色设计服务。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绿色发展合作，

自觉延伸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我国包装行业绿色转型。

未来 3 年，预计投入 14.6 亿元，推进试点方案落实。实

施绿色低碳发展意识提升计划，完成管理制度和人才队伍建

设。建立产品生态设计中心，打造绿色产业链，提升产品绿色

生态品质。加强清洁生产，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每年绿

色设计新产品 15款，绿色印刷技术研发 4项。工业固废 100%

回收处理，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 80%。创建国家级包

装工业产品绿色设计中心，打造中国纸包装工业产品创新示范

基地，成为行业绿色发展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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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

建实施方案（摘要）

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国

胜达包装集团公司）的主体企业，是中国包装行业的龙头企业、

生产的瓦楞纸箱为全国唯一出口免验产品，是国内最大的纸包

装研发、设计、生产于一体的企业。公司具有较好的生态设计

基础，拥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省级企

业研究院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未来 3年，公司将投入 3000万元资金，推进试点方案落

实。建立生态设计推进组织机构，依托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围

绕纸包装优势产品，构建整体理念下的源头绿色原材料设计、

模块化设计、循环再生化设计、减量化设计、结构组合和可拆

卸化设计、绿色制造工艺等生态设计技术体系。构建基于“互

联网+”的包装设计平台，提供定制化的设计服务，依托 ERP

平台构建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实现异地协同设计。采用生命

周期评价方法，构建支撑企业生态设计的评价体系，开发 3-6

款符合生态设计要求的纸包装产品。通过推行生态设计，预计

到 2018年可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30000 万，推进节能降耗和清

洁生产，单位产品能耗降低 8%。大幅提升“胜达”的品牌影

响力，引领纸包装行业绿色转型升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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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是艺术印刷行业的领军企业，

为首批国家印刷示范企业、文化部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有北

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和北京市科技研究开发机构。

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打造印

刷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典范。加强产品生态（绿色）设计能力建

设，完善生态（绿色）设计管理制度建设，充分发挥雅昌的资

源和技术优势，加强绿色印刷工艺和绿色原辅材料的技术研

发，重点开发和推广采用绿色印刷/数字印刷工艺、环保油墨

和环保纸张印制的产品。以生态（绿色）设计带动绿色印刷工

艺和环保原辅材料的开发与推广应用，以绿色印刷技术研发和

应用来支撑生态（绿色）设计的发展。

未来 3年，公司将投资 6000万元用于生态设计产品的研

发和绿色产业链打造。生态（绿色）设计产品总量占产品总产

量的比例从 10%提高到 35%，生态（绿色）设计产品成为企

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产品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实现污染物排放

指标达到国家排放要求；优化、丰富雅昌设计资源数据库；形

成直接产品销售收入 2.8亿元；实现节电、节水、减排等环境

效益；成为行业有重要影响力的绿色发展典范，引领全球印刷

行业生态设计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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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油墨行业的引领者，拥有行

业内首家印刷技术研究室，并建成行业最顶尖的检测实验室

（正在申报国家 CNAS 认证），共承担/参与油墨产品国家/行

业标准 30项，拥有发明专利 7项。公司获得省级技术中心和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认定。

公司将通过标准化管理，从产品、工艺、员工意识到终端

物资的回收利用、无害化处理，处处体现生态（绿色）的要求，

力求形成一整套可复制的标准化操作规范。

未来 2-3 年，公司将投入资金 2000 多万元用于推进生态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方案落实，具体包括：开展绿色生

态型胶印油墨产品和 LED-UV 油墨产品的开发设计，实现产

品升级；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和

各部门进行跨界融合，全面提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企

业管理和销售服务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对生产生活污水进行深

度处理并综合利用，力争实现污水零排放；通过节能减排的再

设计和废弃物减量控制和综合利用，提高绿色产能；对油墨包

装进行生态再设计，大幅减少包装废物的产生，实现印刷品绿

色回收再利用。



12

安徽福斯特渔具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

建实施方案（摘要）

安徽福斯特渔具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渔具研发、生产和销售

为一体的现代型企业，是中国渔具行业的排头兵。2014年，

企业产品产值 2亿元，产品 90％以上销往欧美和日本等市场。

公司将以树立产品生命周期资源科学利用和产品安全、环

境保护为目标，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构建基于生命周

期评价方法的综合评价体系。建立渔具开发、制造、销售、资

源化利用全过程的生态设计推进体系，完善生态设计管理制

度，提升产品生态设计能力，优化产品生态品质。提升产品设

计的基础能力，开发安全、环保、无污染的渔具产品，优化产

品结构和生态品质，突出供应链上下游合作，通过供应商支持

和客户协作，共同打造全流程生态设计推进体系和高端绿色渔

具品牌。

未来 2年，公司将投入 5000万元资金，用于产品研发、

人员、设备及软件开发；制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创新生

态设计推行机制；逐步构建绿色渔具生态设计标准及评价体

系，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意识。依托已有安徽省休闲渔具工程中

心，拓宽产学研交流渠道，建成工业设计中心，提升生态设计

基础能力。提升产品和品牌“绿色”影响力，成为渔具行业绿

色转型发展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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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爱好笔业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

建实施方案（摘要）

温州市爱好笔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科研为一

体，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民营公司，公司在韩国、上海、温州

各有 1个设计研发中心，致力于笔类产品和文具用品的开发设

计，并注重生态、绿色、时尚设计和制造的有机结合。

将树立生命周期理念，围绕生态设计试点任务，在设计阶

段充分考虑现有技术条件、原材料保障等因素，优化解决各环

节资源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采用合理的结

构和功能设计，选择绿色环保原材料，开发、制造符合国内外

市场需求的绿色环保产品，形成绿色低碳发展优势，打造绿色

高端产品和品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未来 3年，公司将投入 7000万元资金用于产品研发、人

员、设备及软件应用；制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创新生态

设计推行机制，编制主要产品生态设计报告，提升企业生态设

计能力，研发、产业化、推广 5-10 款绿色笔及文具产品。通

过推行生态设计，推进清洁生产，使自动化生产效率提高 30%，

万元产值电耗较 2015年下降 6%，产品原料消耗降低 5%，包

装材料消耗降低 5%；提升品牌影响力，并使企业从产品制造

和售后服务、向生态设计和绿色产品转型，带动行业和产业链

共同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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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硕文教用品（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

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安硕文教用品（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主

要生产和销售以木制铅笔为主的文教用品，是全球位居前三的

最大的单体木制铅笔生产商，占有全球铅笔市场约 10%的份

额。公司“MARCO马可”和“MARCO”等自有品牌已享誉

中外 20年，已经成长为中国制笔行业优秀品牌之一。

公司将坚持以生态（绿色）设计理念为根本出发点，把绿

色低碳发展意识贯彻到产品设计、工艺设计、产品安全、环境

保护等各个环节，增强公司的生态（绿色）设计能力，确保生

态（绿色）设计体系的完全建立，进一步开拓品牌市场。

目前公司为创建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而重点实施的

“速生杨木替代椴木，建立速生林”、“短板指接工艺”、“木屑

颗粒机生产线”三个项目，在研发方面的总投入已经达到 6000

万。未来 3年，公司还将继续大幅度增加资金、人才、设备、

场地、科研等投入，以节能降耗、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最大

限度地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对能源、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

放，向消费者大力宣传马可品牌以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绿色

设计为基础生产出来的产品，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共赢，大幅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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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以秸秆清洁制浆循环经济

为核心产业的大型集团化企业。公司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本色

纸浆、本色文化用纸、本色生活用纸、环保纸塑产品、有机肥

料，并开展秸秆综合利用装备的生产和销售，自备热电工程建

设等。公司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是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

试点单位、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全国循环经济先进单位。

公司研发的高效秸秆清洁制浆及废液资源化综合利用新

技术，形成泉林独特的循环经济模式。目前，已获得授权专利

178项。企业自主研发的秸秆清洁制浆新技术、环保型秸秆本

色浆制品技术研究、秸秆制浆废液生产木素有机肥技术和本色

麦草浆清洁制浆技术四大技术，已通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技

术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12年公司“秸秆清洁制浆

及其废液肥料资源化利用新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未来 2-3 年，将依托泉林自有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大

力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开发生态绿色产品，构

建绿色生态产业链条，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

实现污染负效益向资源正效益的转化，节能减排效果更为明

显，增强企业竞争力，成为制浆造纸行业绿色发展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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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

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隶属北京燕京啤酒集

团公司，主业为啤酒生产，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 35.02亿元，

利润 6.39亿元，是中国大西南地区啤酒同行中效率最高、竞

争力最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啤酒生产企业之一。

未来 2年，公司将投入约 1.2亿元，推进生态设计试点方

案落实，完善生态设计推进组织机构，完善生态设计管理金额

培训制度。依托公司的技术中心，强化在生态（绿色）设计相

关的人员配置和优化人才结构，运用 KPI绩效考核管理，明

确相关科研人员的成果绩效激励，充分调动工作人员在生态

（绿色）工作中的技术创新积极性。通过易拉罐啤酒占比结构

调整，深入研究糖浆工艺，适当增加占比比重，以提高生态设

计实际经济效益。通过蒸汽直购及冷凝水等配套项目建设、供

热结构调整、污泥减量与综合利用、沼气综合利用、中水综合

利用、烟气除尘升级改进等措施，进一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以提高生态设计环境效益。

通过生态（绿色）设计的创建，提升公司的创新开发能力、

管理水平，从而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品牌的影响力，创建一流

的、环境友好的绿色啤酒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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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

建实施方案（摘要）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是白酒行业龙头企业，建有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CNAS 国家认可实验室以及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201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322.17亿元，总资产 658.73亿元。

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通过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创建，通过

三个阶段的努力，将公司建成一个内部结构稳定、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系统，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

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最终实现公司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发

展，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生态制度日趋完善，生态文化

全面繁荣，生态（绿色）设计水平全面提升。

到 2018年，建立完善的生态(绿色)设计组织机构和运行

机制，打造“绿色获取、绿色供应、绿色加工、绿色回归”为

主线的绿色供应链，包装材料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达标率

不低于 98%，酒瓶、纸箱、手提袋等使用易于再利用或可降

解材料，辅料无公害采购率达到 100%，三年内新增绿化面积

53 万平方米，单位基酒产量能源环节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

基酒产量新鲜水耗不断降低，污染物排放全部达标排放，酒糟

全部实现资源化利用，在公司形成广泛的绿色低碳发展意识，

保证国酒茅台绿色、有机、健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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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牌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摘要）

劲牌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的健康食品企业，拥有面积

350亩的保健酒工业园、930亩的原酒生态园和 1100亩的健康

产业园，年生产保健酒的综合能力达到 18万吨。劲牌秉承“绿

色环保、和谐发展”的经营理念，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将节能降耗、低碳减排和环境保护作为战略统筹的重点，并当

作与企业发展同步提升的业务单元推进实施。

劲牌将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生态设计理念，提升绿色低碳

发展意识，倡导“环保主义”，提高生态（绿色）设计能力，

实现“源头削减”，推行绿色包装设计，优化、改进生产工艺，

持续推行清洁生产，全面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公司在绿色发展

意识、生态设计能力、清洁生产水平、产品开发和品牌影响等

方面全面提高。

未来 3年，劲牌计划投资 8亿元，完成黄石市柯尔山—白

马山公园、大冶王英水库引水工程（城市居民饮水工程）等公

益项目的建设和有机肥厂建设，积极推进本地区生态修复，改

善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全面推进“能源计量信息化系统”

建设，推广应用无土过滤技术，实施酿造污水除磷脱氮改造、

锅炉烟气脱硝改造，源头削减污水污染物产生量，在产品生态

（绿色）设计方面继续引领行业潮流。



19

西藏高原之宝牦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

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西藏高原之宝牦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西藏目前规模最

大、最具现代化水平的乳品加工企业，已连续 12年被评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国际质

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1国际环境体系认证、乳制品 HACCP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乳制品诚信管理体系认证、乳制品 GMP

认证、“有机食品”认证，并建立了我国西南地区第一家二维

码质量可追朔体系。

在生态牧场建设中，公司发展可持续的牦牛养殖系统；禁

止使用饲料添加剂、任何合成抗生素、激素和基因工程制品作

为投入物；具有严格的环境影响监测网络和管理系统，保护生

态环境；限制养殖密度，放养程度可控；在牦牛养殖、挤奶和

收奶过程中，使各种形式的污染最小化；考虑牦牛在自然环境

中的所有生活需求和条件，使牦牛的福利最大化。

未来 2-3 年，公司将投入 15 亿元用于生态牧场的技术、

装备研发或购置，实现绿色有机奶源供给量、建立有机生态牧

场 100万亩，改善草原生态 50万亩。通过本项目实施，将有

力地促进西藏高原之宝牦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自有牧场绿色

生态化升级，成为整个牦牛奶行业“牦牛奶产品生态设计”的

示范标杆。



20

湖北土老憨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

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湖北土老憨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农产品标准

化种植，调味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是全国唯一用水果（柑橘）生产调味品的企业，拥有

行业唯一的柑橘优质高效栽培与深加工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国家外国专家局柑橘引智示范推广基地、农业科技创

新与集成示范基地以及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

公司将围绕生态设计试点任务，以打造“柑橘全产业链第

一品牌”为战略目标，把推行生态设计作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

的重要抓手，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培育和发展产品生态设

计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逐步建立生态设计推进机

制和评价体系，打造绿色高端产品和品牌。

通过 3年的努力，推进试点方案落实。推进从原材料种植、

生产加工、包装采购、技术研发到营销全链条的生态（绿色）

化，参与柑橘产业从种植、深加工到包装的绿色生态标准制定。

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意识提升计划，完成管理制度和人才队伍建

设，成立推进生态设计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建立产品生态

设计中心。开发生态产品、建设生态文化，真正实现柑橘“吃

干榨尽”工程。进一步提升产品和品牌“绿色”影响力，成为

行业绿色发展的龙头行业。



21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9年，是一家以生产柑

桔、黄桃、甜玉米、黄瓜、蘑菇等果蔬食品为主的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主销美国、欧盟、日本及国内市场。

企业产量、产值、出口创汇跨入全国食品罐头行业前五位，全

国柑桔罐头行业第一位。

公司将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提升生态（绿色）设计能

力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为市场提供绿色环保健康的优质产品。

未来 2-3 年，通过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发展

绿色、有机果蔬原料示范基地，建立柑桔等果蔬标准化生产技

术规程，并严格按技术要求操作；引进、消化国内外先进的果

蔬加工技术，自主研发果蔬罐头自动化生产线，改造加工装备，

提高加工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完善产品质量追踪体系；加大

节能降耗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大力推行节水技术、柑桔酶法

去皮脱囊衣技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力争实现每生产 1

吨柑桔罐头产品，耗水量由 60 吨降低到 35吨、减少 41%，

酸碱添加量由 60 公斤降低到 40 公斤、减少 33%，达到绿色

环保、节能减排、提高效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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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4年，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内第一家研究和工业

化生产卜留克的食品企业。

公司将以“绿色制造、清洁生产、安全健康”为核心战略，

以“高盐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和“三级梯度脱盐技术”的持续

研究为中心，以开发高寒根茎蔬菜卜留克为方向，以节能降耗

和资源循环利用为突破点，全力打造“生态绿色供应链—产品

生态制造—循环综合利用”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生态体系，以实

现经济、社会、环境与人的绿色生态效益为最终目标。

未来 2-3 年，计划投资 2000-3000万元落实生态（绿色）

设计试点实施方案，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对产品生产全过程进

行系统分析与研究。力争在现有基础上，实现节水 10万吨，

节盐 0.3 万吨，年加工 4 万吨卜留克，直接和间接带动 3000

余人就业，创造税收 1000余万元，在“节能减排”、“发展循

环经济”上起到示范作用，取得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建

成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进一步对生态（绿色）产品生产工艺，

全产业链集约化进行持续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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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月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西藏月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集高原生物发酵、发酵藏

药饮片、生物医药、藏药古方保健食品、原生态食饮品及藏方

保健酒的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高原生物企业，拥有行内

唯一的青藏高原微生物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011 年

11月，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将围绕“建设中国领先的高原净土健康产品设计开发

中心和制造基地”战略目标，落实全生命周期理念，把推行产

品生态设计作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提升绿色低碳

发展意识，培育和发展产品生态设计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和生

态品质，逐步建立生态设计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打造绿色高

端产品和品牌。

未来 3 年，企业将设立生态设计专项资金，将投入 2000

万元以上资金用于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升级改造，并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成果，提高企业生态设计能力。建成生

态设计中心，构建主要产品生命周期评价体系，开发 3-4 种生

态设计产品。在绿色发展意识、生态设计能力、生态管理制度

建设、清洁生产水平、产品开发和品牌影响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成为国内高原净土健康产品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引领绿色健康

行业生态设计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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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坚持“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的核

心经营理念，创建了一条从源头到终端的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覆盖种植、饲料、育种、养殖、屠宰、精深加工、冷链贮运、

生物制药等各个环节，形成了冷鲜肉、冷冻肉、低温肉制品、

高温肉制品等多个大类、上千个品种的全系列产品。拥有国家

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高水

平科研平台。

雨润食品将以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为指导，秉

承“绿色发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探索建立肉

类食品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管理和评价体系，完善企业绿色设

计标准和规范，科学利用评价结果优化产品设计方案和生产工

艺，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品质。

通过 3年努力，完成 2家屠宰企业开展样板工厂试点改造；

加强深加工环节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建设 2条现代化示范生产

线，建立 1套企业绿色设计管理制度，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打造企业的标准和规范体系，集团整体绿色转型发展取得明显

进展，产品绿色设计开发能力大幅提升，绿色全产业链更加完

善，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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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香驰控股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果葡糖浆、淀粉及其衍生物。公司通过清洁生产、

ISO9001：2000、ISO14001:2004、KOSHER、HALAL、IP、

HACCP 等国内国际认证，是我国淀粉糖二十强企业，拥有全

国唯一的果葡糖浆（研究）检测技术中心。

公司秉承生命周期理念，将生态设计作为实现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手段和动力，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明确企业绿色低碳发

展战略，建立完善的生态设计体系和制度，加大技术创新和生

态设计开发的投入力度，实现提升生态设计能力，扩大品牌影

响力，实现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等目标。

未来 3年，公司将投入 1.6亿元资金，用于产品研发、人

员设备投入及软件开发。制定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创新生态设

计推行机制，提升企业生态设计能力，研发产业化；进一步完

善覆盖“种植示范-原料玉米质量监控-玉米收储-玉米综合加工

-高值健康产业-配送及回收体系-管理、销售及信息发布平台”

的服务范围战略格局。通过推行生态设计，预计到 2019年可

实现销售收入 30亿元，直接经济效益 5000万元，污染物减排，

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提升等间接经济效益显著，带动果葡糖浆行

业产品研发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提升行业生态绿色制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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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自行开发、生产、销售化妆

品、个人保护用品、家庭保护用品以及洗涤类清洁用品为主营

业务。2001年上市，成为国内化妆品行业首家上市公司，2014

年主营业务收入 27.6 亿元。公司在化妆品研发和制造领域处

于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已在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包装设计

以及生产过程控制等方面有过生态（绿色）设计工作的初步尝

试。

公司将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建立产品生

命周期理念，提升生态（绿色）设计能力、完善生态（绿色）

设计管理制度；建立产品绿色设计工具和评估标准；提升企业

自有品牌影响力，打造绿色典型品牌。

预计 2016-2018 年，公司投入 4亿元用于生态设计机构建

设、生态设计产品设计与开发，绿色工厂建设、品牌宣传等、

打造绿色高端品牌，提升市场影响力，成为行业生态（设计）

绿色领军企业。2018年绿色原料使用占比达 20-40%，单位产

值包材消耗量减少 3-5%；单位件数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每年

下降 3-8%。通过绿色产品和绿色品牌推广提升消费者绿色消

费意识，参与绿色品行业或国家标准制定工作，推动行业生态

（绿色）设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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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聚焦于化妆品及个人清洁与护理业务，同时发展

时尚产业，规模和实力领先的中国化妆品集团企业。集团被认

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

业”。集团旗下“自然堂”及“美素”品牌已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并连续多年获得“上海名牌”、“上海市著名商标”

等荣誉称号。

公司将落实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围绕集团绿色低碳发展

战略，提升员工生态发展意识、提高产品生态设计能力、完善

集团管理制度等多种手段，将伽蓝集团打造为生态绿色可持续

发展的、具有稳定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

化妆品企业。

未来 3年，集团将投入不低于每年总收入 3%的资金，用

于产品研发、设备改进及更新、生态设计管理和培训制度的完

善等方面，落实绿色战略、绿色标准、绿色管理和绿色生产。

项目实施后，可实现产品销售收入每年提升 10%以上；原材

料减量占成本 10-15%；循环利用节约成本 5%；办公费用节约

5%-10%；污染减排带来的间接效益达到 10%左右，成为化妆

品行业绿色发展的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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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开米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西安开米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环保型液体洗涤剂研发、生

产、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开创了中国洗涤用品行业“衣

用液体洗涤剂、洗手液、实际无毒级果蔬清洗剂和餐具清洗剂”

的三大科技进步和消费潮流，已先后承担了国家“十一五”、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及多项省、市级重点科研项目。

为我国洗涤用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司将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围绕生态设计试点任务，不

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培养和发展产品生态设计能力，优

化产品结构，逐步建立生态设计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促进企

业可持续发展。

未来 2年，公司将依托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以绿色设

计引领企业绿色发展为战略导向，围绕液体洗涤剂等优势产

品，重点开展产品生态设计、绿色生产工艺设计、节能减排设

计、生态设计规范化管理、生态设计评价等一批关键技术，进

一步提升液体洗涤剂的浓缩化水平和所用表面活性剂可再生

来源比例，降低单位洗涤剂的废水量、化学耗氧量（COD）、

综合能耗及氨氮排放等指标，并且筛选 3-4 种绿色可再生物质

资源功能性组分，将其应用在洗涤剂产品中。推出更多绿色安

全、无毒无害的洗涤产品，全面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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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

施方案（摘要）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日用洗涤、口腔护理和个

人护理产品生产的行业龙头企业。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 167.9

亿元，利税总额 12.74亿元。纳爱斯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及环境

友好型产品设计开发，主要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远优于行业

平均水平。旗下的超能品牌以其“健康生活新元素”的品牌定

位，致力于打造天然、健康、环保的性能优势，已成为“中国

健康洗涤第一品牌”，起到一个民族企业在保护环境上的引领、

表率作用。

公司将围绕生态设计试点任务，落实产品全生命周期理

念，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培育和发展生态设计能力，

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打造技术领先的中高端绿色环保产

品，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未来 3年纳爱斯将投入资金约 5亿元推进试点方案落实。

主要用于建立国家级研发中心、实施节能减排技术革新、引进

新工艺设备等。依托国家级研发中心，构建绿色材料设计与选

择、节能降耗、轻量化设计、绿色评价等的生态设计技术体系，

向市场推出 20款以上符合生态设计要求的绿色环保新品，提

升产品竞争力及品牌影响力，有效带动洗涤用品行业产品设

计、研发和生产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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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轻日化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中轻日化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轻日化）隶属于中国轻工

集团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制造、研究开发、

销售贸易的精细化工国有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绿色化

学的科学发展理念,结合行业特点不断推出新型绿色化产品,具

有良好的生态设计基础。

中轻日化秉承“技术领航、绿色生态、携手共进、互利共

赢”的发展理念，全面树立、贯彻产品生命周期理念，围绕生

态设计任务，从表面活性剂产品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着手，携

手上下游企业在产品“全生命周期”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进一

步提升企业产品生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

未来 3年，公司将投入资金 1000 万元，用于开展生态设

计试点创建工作。跟据生态设计企业创建目标和生态设计通则

标准，公司将建立企业工业设计中心，成立生态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相关机构和工作小组，提升企业生态设计能力，开发符合

生态设计要求的新型产品 4种，绿色生产工艺 2 种,建立绿色

表面活性剂的生态设计标准体系，通过生态设计体系的建设实

现从原料利用、生产、包装、运输、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的

资源节约和节能降耗，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行业和上

下游产业链共同推进我国的生态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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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百川资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

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福建省百川资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绿色

生态环保纺织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公司致力于废旧聚酯瓶片

纺丝，各种废旧聚酯瓶再生产品的开发及综合利用。通过不断

改善管理和推进技术创新，开发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技术，将

环保战略持续地应用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及回收再利用全

过程，产品全面符合欧盟 ROHS、EN71、REACH 等标准。

公司将全面贯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

部《关于开展工业产品生态设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按

照试点相关工作部署，落实生命周期理念，提升全员绿色发展

意识。围绕“低碳、可再生、节能”的设计原则，培育和建设

生态设计能力。建立并实施生态（绿色）设计的管理制度、考

评体系。打造绿色高端的产品和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开发

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再生 PET产品。

到 2017年，全面完成生态设计管理体系和工业设计中心

的建设，对废旧聚酯瓶的利用量每年可达 45000吨，新产品设

计充分考虑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使废弃产品重复回收再利

用率达 90%以上。通过开发高品质的废旧聚酯瓶再生产品，

取得消费者信任，让更多人接受废旧聚酯瓶再生品，引导国人

绿色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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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康赛妮毛绒制品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宁波康赛妮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康赛妮集团)是一家集染

色、粗纺、精纺、半精纺、花式纱、高档面料、服装服饰设计

研发、电子商务和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产业集团，年产高档专

业用纱线 5000多吨，其中纯天然羊绒纱线超过 1500吨，占世

界羊绒原料产量 10%以上的份额，是中国高档羊绒纱线出口

量最大的产业集团。公司落实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把生态设

计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优化产品结构和

生态品质，满足消费者绿色需求，努力打造成为世界高档纱线

专业买家的最优势品牌供应商。

未来 3 年，企业将投入 1.95亿元，建立工业产品设计中

心，加强产品研发设计，利用生产环节自动化信息化全过程控

制与覆盖，达到原辅料利用率的提高和废料全回收利用的生态

设计控制要求与目标，并在工业副产品应用上与农林牧渔产业

延伸对接，大幅提升品牌影响力。每年处理废旧纺织品占羊绒

羊毛行业的 20%，初步建立纺织纤维循环再利用体系，工业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降低 20%，将处理后工业纺织废渣、污

泥应用于水产业饲料业、农林果园业。企业将取得较好的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羊绒羊毛纺织业生态设计与

发展的领军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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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资源循环利用为主

营业务、节能环保低碳型的化纤纺织企业，也是全世界唯一一

家拥有从聚酯瓶片-纺丝-纺织品完整生产链的企业。公司建有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等五大研发平台，已拥有

专利 31项，其中发明专利 6项。

公司将围绕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创建任务，落实产品全生命

周期理念，建立生态设计中心，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

影响；提升产品生态设计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打

造再生纺行业绿色转型典范，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

未来 2年，公司计划投入 2000万元，完成生态设计机构、

管理制度建设，年产品销售收入增长 10%，原材料减量减少

成本 8%。建立中水回收系统，废水排放减少 40%，开展设计

研发工作，开发新产品 6-9 项。年综合利用废旧聚酯瓶 10 万

吨，节约石油 30万吨，折合标准煤 42万吨，年解决 300人就

业，引领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按照清洁生产要求，推行 7S

管理模式，提升绿色制造观念。完成生态设计试点任务，引领

行业绿色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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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鸿电气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

方案（摘要）

海鸿电气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输配电与控制设备的

研发、生产、销售和安装调试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立体卷铁心变压器生产企

业。公司建有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敞开式干式变

压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未来 3 年，计划每年从销售额中提取 3%-5%资金，依托

企业技术中心，开展生态（绿色）设计试点工作，建立 LCA

全生命周期数据库，对现有的产品进行评估、重新生态设计以

及停产不符合生态（绿色）设计要求的产品，同时以创建生态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为契机，逐步建立企业生态（绿色）设

计标准，完善生态（绿色）评价体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计划在 2016 年完成非晶合金立体卷铁心工艺技术优化、敞开

式干式变压器结构优化技术提升研究及工艺优化提升；在

2017年建设完成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立体卷铁心电力变压

器试验室及生产线、完成电动汽车智能充电站产品研发及量

产、完成清洁能源用领域立体卷铁心变压器研发及量产；在

2018 年完成立体卷铁心生产线智能设备自动化改造，装备合

作研发的立体卷铁心变压器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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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我国

输配电行业中的大型企业——中国西电集团公司的核心子企

业，其前身为西安高压开关厂，是以我国“一五”计划期间

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为基础形成发展的高压、超（特）高压开

关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大型企业，主导着我国开关

行业的发展，是中国高压开关行业的领导者。

全面树立生态设计理念，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制造现状，

从顶层设计开始，由研发部门、设计制造部门与生产质管部门

协同联手，针对市场导向不断推出新型产品。使产品设计在特

高压、大容量、小型化、智能化等方面拥有成套的自主知识产

权，在绿色低碳、减物质化及智能化方面做出卓越努力，形成

西开电气自有的绿色设计产品体系。

未来 3年，公司将整合、利用企业资源，全面推行生态设

计试点工作。建立平台研发资金保障体系，保证研发投入比不

小于为 5%。加快新型绿色设计产品的研发和投产速度，使新

产品投入市场后，不仅在制造环节减少材料使用及温室气体排

放，还将为用户减少绿色耕地的占用，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带动高压开关行业设计理念及制造水平的提升，树立生态设计

的行业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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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元月，专

业从事各类超高压液压泵、多路换向阀、液压马达以及各类核

心零配件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年

产超高压液压元件 6500台套。2012年已开始高端液压元件的

生态设计以及再制造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数据，具

有较强的基础和专业性。

按照工业产品生态设计导则和相关标准，考虑产品全生命

周期进行新产品的设计、研发，加强液压元件再制造中心的技

术能力及服务能力，加快博一绿色转型。通过新产品的生态（绿

色）设计与再制造中心的技术与服务能力的建设，增强博一的

品牌与市场竞争力。

公司预计投资 2.1亿元推进高端液压元件的生态（绿色）

设计试点方案，依托液压元件再制造中心，加强液压元件检测

中心的建设，生态设计两种高端液压元件，填补国内空白，完

善高端液压元件再制造大数据库系统，建设液压元件产品全生

命周期评价（LCA）体系和数据库，实现经济效益近 4亿元，

带动各类装备及工程机械主机等相关产业经济效益超过 300

亿元，节能环保，降低能耗，实现高端液压元件绿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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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是我国轻工机械行业绿色复合技

术的龙头企业，是国内绿色软包装无溶剂复合材料智能生产设

备和工艺服务的最大系统供应商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将秉承绿色设计导则，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绿色

软包装无溶剂复合材料生产设备质量和工业服务水平，为我国

软包装行业绿色转型提供先进可靠的装备支撑，为食品、药品、

妇幼用品的包装安全提供保障，用高质量绿色设备和工业服务

不断提高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截至 2015年底，公司已累计投入 4500万元开展绿色产品

设计研制工作。未来 3年公司将继续加大投入，并进一步提高

绿色发展认识水平、构建绿色产品体系、开发应用生态设计工

具、打造绿色供应链、加强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设计、提升清

洁生产水平、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设计机构建设、提升品牌国

际影响力，完成“国家级绿色软包装复合材料生产设备设计中

心”和生产基地的建设，形成系列化、智能化无溶剂复合材料

成套生产设备和工业服务体系。在未来 3年中，公司预计将实

现绿色设计营业收入 1.3亿元，为用户行业提供清洁和节能技

术，为人民日常用品的包装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大力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的共同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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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富焓自动化锅炉制造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

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营口富焓自动化锅炉制造有限公司是以节能、环保研发、

制造为一体的 BsJj 生态热源设备制造企业。企业设有省级科

研中心，构成以绿色研发为主导，以产业化实施为验证，不断

优化所发明的 BsJj 电磁波场强波束、聚焦非散波的燃烧和传

热的新技术，节省燃料和环境保护效果显著。

以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为指导，围绕“打造全

生命周期资源环境影响最优化的绿色锅炉”，把推行生态设计

作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

培育和发展产品绿色设计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以

BsJj波束聚焦锅炉的关键共性技术为基础，广泛应用在各种能

源使用领域，以绿色环保供热锅炉的开发推广为主，逐步开发

生态环保的垃圾焚烧发电锅炉、电厂锅炉、工业窑炉等生态设

计。不断更新生态化产品，完善燃气、燃煤和各种不同燃料的

节能排放控制的优化设计。

计划每年投入 1亿元用于大型热力供暖燃气锅炉、燃煤锅

炉、垃圾焚烧锅炉研制，对不同使用性能的锅炉整套系统工程

进行生态设计与产业化使用验证的实际数据采集，以科技领先

占领热力市场。预计 2020年销售额达到 100亿元，逐年扩大

占领世界市场，将能源转换设备生态设计处于世界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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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乃至国际上颇具规模

影响的集节水灌溉设备研发制造、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服

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现代企业集团。拥有 9家全资子公司及

4 家设计研究院。各项经营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国内同行业之

首。公司具有较好的生态设计基础，拥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科研平台。

公司将创新设计理念和方法，围绕生态（绿色）节水农业

开展设计研发，建立政策引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的工业产品生

态设计推进机制及生态设计产品评价和监督管理机制，研究一

批产品生态设计标准；开展产品生态设计试点，开发、应用和

推广一批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原材料（产品）以及清洁生产工

艺技术。

未来 2-3 年，计划投入 6500万元，用于新技术、新产品

研发及各项生态设计环节的技术、装备研发或购置。创新生态

设计管理体系，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成立企业生态设计中心，

有序推进生态设计工作。设计研制 8-10 项关键技术与产品（含

材料、工艺等），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2%，单位产

品水耗下降 5%，单位产品电耗下降 20%；改善产品生态品质，

提升品牌影响力，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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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集膜材料研发、

膜设备制造、膜工艺应用于一体的企业，拥有近 300项专利技

术，并建有“博士后工作站”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公司积极落实《清洁生产促进法》，不断采取工艺改进设

计、使用清洁的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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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资源的循

环利用，实现废旧材料再生利用，减少新原料的使用，避免因

废弃物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

未来 2年，公司将投入资金约 500万元，围绕“承担社会

责任、建设生态文明”的企业宗旨和使命，全面开展绿色、智

能、协同为特征的先进膜技术产品设计和应用，开发、应用和

推广一批轻量化、低功耗、易回收产品以及清洁生产工艺技术，

并通过基于源头控制和过程治理相结合的清洁生产模式，实现

企业产品绿色化、企业零排放；制定膜产品生态设计标准体系，

建立膜产品生态设计产品评价和监督管理机制，加强企业生态

设计理念的宣传力度，成为行业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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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天利工业炉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河南省天利工业炉有限公司是中部地区实力最强的热处

理技术及高端装备研发生产基地。公司生产的绿色、智能、精

密热处理装备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航空航天、风电核电及国

防军工等国家重点领域，有力支撑了我国工业强基能力建设。

天利公司作为国内热处理技术产业的领航者，积极主动推

动产业技术创新，促进行业发展。不断推进生态设计、绿色制

造研究与应用，落实产品生命周期理念，把推行产品生态设计

作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围绕生态设计试点目标和

任务，努力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建立生态设计推进体系，

完善生态设计管理制度，推进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提升生态

设计能力，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热处理装备领域绿色品牌。

未来 3年，公司将投入资金约 5000万元，全面落实试点

方案。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意识提升计划，完成管理制度和人才

队伍建设。成立推进生态设计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团队，全面

发挥热处理装备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及行业辐射能

力，实现年减少天然气消耗 54.4万 Nm³，减少新鲜水消耗 2600

吨，减少电耗 5.4万 kWh。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和生态设计

能力，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使公司成为行业绿

色发展先导企业，引领热处理装备行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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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嘉裕钢结构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

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赤峰嘉裕彩板钢结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总部设立

在内蒙古赤峰，公司主要从事装配式轻钢别墅（多层住宅）、

立体车库、轻型钢结构厂房的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

公司将以生态绿色示范企业创建为契机，以提升生态绿色

设计水平为核心目标，全面落实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推动企

业在产品设计开发、供应链管理、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综合

利用、品牌培育等方面全面提升；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

建立生态绿色设计推进体系和评价体系，打造绿色建筑节能产

品。

未来 3年，公司计划每年投入 3500万元，用于新产品开

发、技术升级改造、产线建设，绿色生态设计中心建设；以钢

结构设计生产为基础，重点研发建筑节能 65%的钢结构绿色

节能住宅及配套综合能源利用体系，最终实现设计模块化、构

件标准化、加工工厂化、施工装配化的绿色节能住宅建筑体系，

全面实现节能降耗和和清洁生产，单位构件材料利用率提高

5%，加工成本降低 10%，污染物实现零排放，产品循环利用

率实现 100%，节能住宅产品比传统建筑产品使用期每平方米

综合能耗可节省 22kg标煤，成为建筑节能住宅产品中的绿色

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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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基于萨博技术的自主品牌轿车

和越野车为龙头，致力于发展成为乘用车产品线齐全、产业链

完整、企业结构和布局合理、管理高效、盈利能力强、具有核

心竞争能力，自主品牌乘用车产品具有较大市场占有率的大型

汽车公司。2013 年，北汽股份被认定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

北汽股份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围绕生态设计示范企业

试点工作，积极参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牵头的中国汽车生

态设计相关研究，积极探索“汽车产品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创

业之路，致力于在环境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基于汽车产品全生

命周期理念，逐步建立生态设计管理体系与评价体系，打造绿

色高端汽车产品和品牌。

未来 3年，北汽股份将直接和间接投入近 4.8亿元用于生

态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建立生态设计创新工作室，针对汽

车油耗、尾气排放、禁限用物质、回收利用、车内空气质量、

车内噪声、碳排放、清洁生产等各项生态指标制定具体规划和

方案并严格落实，将北汽股份打造为低碳环保、技术创新、生

态设计管理制度健全、具有品牌影响力的生态设计示范企业，

引领汽车行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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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

司，是一家拥有 154 年军工基因、33 年造车经验积累的汽车

企业。建立了全球研发格局，先后 12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连续四届获得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汽车行业第一，已建成涵

盖碰撞安全等 16个领域的国际先进实验室，先后自主研发了

奔奔系列、悦翔系列、逸动系列、CS系列等经典产品，实现

连续 8年中国汽车品牌销量第一，是中国汽车品牌领导者。

公司将以打造“世界一流的生态设计企业”为目标，围绕

国家生态设计示范企业试点任务，将生态设计作为实现企业可

持续发展的手段，构建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的综合评价体

系，完善生态设计管理制度，提升生态设计能力，加强技术创

新，实现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未来 3 年，公司将投入 10.3亿，推进试点方案落地。发

布生态设计发展战略，建立绿色采购供应体系和绿色制造体

系，加快智能、节能、环保、健康等新技术研究，全力打造基

于生态设计的第三代经典产品。到 2018年，公司研发、应用

11 项整车节能新技术，企业平均油耗达 6.3L/100km，整车

VOCs各项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带动行业和产业链上下游

共同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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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前身为创始于

1976 年的山东轮胎厂，业务范围覆盖商用车轮胎、乘用车轮

胎、工程子午胎和巨胎、特种轮胎等，其中巨型工程子午胎项

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公司目前年生产能力 2300 万条，

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 91.6亿元。

公司坚持“低碳经济，绿色制造”理念，推进经济、环境、

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2005 年成立工业设计中心，开发

绿色轮胎产品，打造绿色制造，在原材料、产品性能以及制造

和使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和安全健康方面体现生态标

准；推行生态经济，建设新型生产力模式，采用清洁新能源，

促进人类生态、自然生态和经济生态的和谐与发展。

未来 2年，计划投入 7500万元推进生态设计试点工作。

依托工业设计中心等科研机构，引进国际先进的滚阻、噪声等

试验设备，进行低滚阻、高耐磨、低噪声等技术研究，设计开

发乘用车胎和商用车胎系列化的生态、绿色环保产品；建立数

字化轮胎设计模拟、制造模拟以及轮胎性能仿真平台，实现产

品研发到制造全过程的性能仿真；推进“两化”融合，应用多

项节能和环保新技术，使用太阳能清洁能源，建设绿色、绿色

的全自动、智能化乘用车胎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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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集团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摘要）

万向集团是国务院 120家试点企业集团和国家 520户重点

企业中唯一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主导产品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60%和 12%。公司 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 1340.6亿元、利润总额 110亿元。

围绕“中国制造 2025”和“生态（绿色）设计理念”，万

向主要以新能源汽车电池、新能源汽车电子及新能源汽车底盘

零部件等三大核心为生态（绿色）设计的重点实施方向，推动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动力电气化、车辆智能化、零部件轻量化与

绿色制造等三大科技核心的科技产业发展与生态（绿色）设计。

建设成新能源产业绿色发展示范企业、新能源领域工业产品生

态（绿色）设计国家标杆企业。

未来 3年，计划投入资金 2亿元，建立与完善组织机制，

强化设计机构建设，形成生态设计百人团队，提升绿色低碳发

展意识，提高生态（绿色）设计能力，建立全国领先的“新能

源汽车电池生态设计基地”、“新能源汽车电子生态设计基地”

和“新能源汽车底盘零部件生态设计基地”等三大生态设计基

地，形成在全国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里有特色的、有引

领的生态设计管理制度；提升产品和品牌“绿色”影响力，成

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行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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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多晶硅生产为主的综合

性企业，拥有完整光伏新能源运营产业链。在高纯多晶硅制造

领域具备年产 2万吨的设计研发能力，产能位居国内外前列。

公司坚持“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管理”，落实推广

产品生命周期理念。坚持将生态设计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手段，努力提升全员绿色发展意识，提高生态设计

能力，建立多晶硅产品生态设计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

未来 2年，公司将投资 5亿元用于绿色产品研发。依托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平

台，通过在深化冷氢化技术、尾气综合回收利用技术、残液残

渣循环利用等技术的生态设计研究，将彻底实现副产物四氯化

硅的 100%回收利用，残液残渣、有害气体的零排放。落实试

点方案，提升生态设计基础能力；建立多晶硅生态设计管理体

系，完善标准化库和数据库；打造绿色产业链，改善产品生态

品质，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不懈努力使产品符合生态设计要

求，在国家考核的吨能源产品消耗指标基数上，电耗再下降

600Kwh/t，持续保持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实现从产品制造和售

后服务向生态设计和绿色产品转型，带动行业和产业链开展上

下游共同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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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达信绿色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立达信绿色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是集 LED灯、节能灯、智

能照明、灯具等光电照明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是“中国照明电器行业排名第一企业”。拥有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三个国家认可实验、五个国际组织认可实验室

及省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等，获评世界

自然基金会低碳制造计划（LCMP）“黄金标”级别。

公司将围绕“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级绿色照明企业”企业

愿景，落实生命周期理念，把推行产品生态设计作为企业实现

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建立生态设计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提

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培育和发展生态设计能力，优化产品结

构和生态品质，打造国际先进的绿色照明制造基地。

未来 2年，公司每年将投入 2亿元以上资金用于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投入产品生态设计技改专项资金 1亿元，推进生

态设计试点方案落实。成立生态设计推进工作小组，建成企业

生态设计中心，争创国家工业设计中心；每年开发 10-20 款符

合生态设计的照明产品；建设绿色照明智慧工厂，推进全流程

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通过 2年努力，总产值由 2014年的 34

亿元提高到 48亿元，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成为行业生态设

计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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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恒远焊材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德州恒远焊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焊接材料研发与

生产的科技型公司。公司现有员工 337名，拥有以院士为首的

46 人的焊接材料研发团队，构建了国内一流的焊接材料技术

研究机构。公司拥有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2015年 8月 21日，“环保无镀铜实心焊丝产品、工艺及

专用设备”顺利通过国家工信部科技成果鉴定，技术工艺均处

于国际先进水平。由于该技术的绿色环保特点，新华社、中国

环境报等均做了详细报道。目前公司已成为山东省西北部生产

焊接材料的核心主体和领军企业，为我国焊接产业的结构调整

和产品升级，以及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未来 2-3 年，公司将投入 1.2亿元，用于新技术新产品研

发和“智能化焊丝工厂”等生态设计项目建设。与传统焊材企

业相比，能耗降低 30%，材耗降低 20%，污染物排放减少 90%；

形成产品生态设计百人团队，建立专业设计验证实验室；制定

全套生态设计管理制度；面向桥梁、船舶、压力容器、铁路机

车、车辆、航天、石油、海上钻井平台、港口建设及军事建设

等领域需求，开发一批绿色环保工艺的焊接材料产品，成为具

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绿色生态特色的基础制造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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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是华为集团全资子公司，负责

华为消费者业务，主要从事移动终端、接入终端、应用终端等

多个终端产品开发，致力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能终端品

牌，主要手机产品已经成为全球最著名品牌之一。

华为从 2002 年起就开始了生态设计、绿色制造方面的研

究工作，积累了较好的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已经初步建立了

生态设计管理体系。华为终端将持续树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生态

设计理念，围绕生态设计试点任务，加大技术创新和生态设计

产品开发的投入力度，形成绿色生态产品技术优势，打造绿色

高端产品和品牌，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未来 2年，投入资金超过 3亿元，围绕手机等优势产品，

推进产品生态设计试点方案落实，完成生态设计组织建设、环

境体系建设、生态设计标准和流程体系建设、有害物质替代与

减量化、产品环境足迹评估（碳足迹/水足迹/材料足迹）、绿色

产品设计与评估、绿色伙伴认证等关键生态设计能力建设，并

向市场推出 5-10 款符合生态设计要求最高标准的绿色手机产

品；公司实现直接经济产值 1000亿以上；使华为终端生态设

计方面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成为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引领手机行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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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威电源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

方案（摘要）

超威电源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8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绿色

动力与储能电池研发、制造、销售的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单位，建有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CNAS 认可实验室、省重点企业研究院等

11个科技创新平台。公司秉承“倡导绿色能源，完美人类生

活”“立志成为新能源行业伟大的公司”的使命和发展愿景，

2014 年超威动力电池产品市场占有率 42.9%，连续 3 年全国

行业排名第一。

公司以电池制造绿色转型为方向，以持续创新为动力，不

断提高电池产品全生命周期生态设计水平，通过实施生产绿色

生态循环发展战略，大幅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延伸企业社会责任，为促进行业绿色转型做出积极贡献。

未来 3年，计划投入 2.9亿元，依托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等创新平台，建立电池产品从设计、生产、使用、

报废、回收及再生利用完整生命周期的生态体系。力争到 2018

年，完成逆向回收试点建设、“原子经济法回收废铅酸蓄电池

技术”中试、汽车起停、新能源汽车锂电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等，

提高企业生态绿色制造及清洁生产水平，大幅提升超威产品竞

争力及品牌影响力，引领行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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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立于 1999年，是一家集幕

墙、内装、设计、医疗四大业务体系为一身的跨国性集团上市

企业，下辖江河幕墙、港源幕墙、承达集团、港源装饰、梁志

天设计、Vision 六大产业单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建设，秉承

“为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的终极理念，在企业发展的进程中，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创新技术手段，始终将绿色、节能、环保

作为产品研发的贯彻思想，不断改进旧有产品及生产体制，以

打造新生代的环保节能型高新技术幕墙为方向，屡次研发出高

新技术的环保产品。

未来 3年，公司计划投入 4亿元，对幕墙研发设计人员进

行定期的绿色环保意识及最新技术的专业性培训，聘请公司内

外高等级技术人才进行专堂授课，并不定期配备最新研究开发

设备，以保证产品生态设计能力的有效提升。以保持绿色人文

的运营态度来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带动幕墙业向更加符合现代

人文环境的方向前进，将节能环保型新产品的开发与研究列为

公司产品设计的全部工作内容。加大绿色型企业宣传范围，带

动上下游产业链生态意识，深化绿色型企业的社会及行业地

位，推出绿色产品。



53

广州金发绿可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广州金发绿可木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建筑装饰材

料木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公司，主营产品包

括木塑地板、木塑门窗、木塑天花、木塑装饰板材等。公司产

品已覆盖国内各大型城市，并远销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

国家。

树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制定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将生

态设计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途径，建立生态设计

的推进制度和评价体系，提高生态设计能力，优化产品的结构

和生态品质，将绿色生态理念融入到产品的创新与研发中，从

而实现公司产品的绿色低碳化。

未来 3年，预计投入 1000万元，推进试点方案的落实。

制定绿色低碳发展规划，1个季度至少开展 1次关于绿色低碳

设计、绿色低碳生产、绿色低碳开发等方面的培训，建立生态

设计推进组织机构，完善生态设计管理制度，根据公司的研发

经费预算，将绿色生态设计的投入比例较之前提高 10%。利

用绿色设计方法，设计出 5款体现生态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的新

产品，并进行试生产。优化 4条产品生产线，采用绿色生态理

念，减少工艺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成为行

业生态设计典范，引领绿色生态设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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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新高盛薄型建陶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广西新高盛薄型建陶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自主品牌和核

心技术，专注于陶瓷薄型化、建筑轻量化事业，专业于建筑陶

瓷薄型化技术创新、装备研发和产品设计、规模化生产、应用

技术研究与市场营销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是一种能广

泛应用于建筑内外墙体、地面以及家居中的革命性瓷质薄板材

料；至 2015年产品已出口到 50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依照产品绿色化设计的理念，通过“环保型高效节能

节材薄型陶瓷板成套生产技术”等自有核心技术，将传统陶瓷

砖的厚度由 13mm 降低至 4.8mm 及以下，使得制造同等面积

薄型化陶瓷板的矿物原料、用水、燃料、电能消耗大幅减少，

从根本上降低单位面积瓷砖生产能耗、材耗，实现对传统陶瓷

行业进行颠覆性的节源降耗、节能减排，履行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企业公民责任，引领厉行节约、绿色

建材、绿色建筑、绿色发展的新潮流。

未来 3年，公司拟筹措完成投资 2.6亿元，实现新建 2条

生产线，陶瓷薄板年产能达 1600万㎡，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可

完成产值 12.8亿元，利润 1.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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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远大瑞福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沈阳远大瑞福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是沈阳

远大企业集团为发展模块化住宅产业设立的公司，专门从事现

代化模块式房屋、拼装式房屋设计、集成别墅、绿色墙板、整

体卫浴制造安装及售后服务。公司是在传统建筑产业的基础之

上，以装配化建筑技术为支撑，以节能建材产品为主体，是集

研发、设计、加工、安装、配套服务为一体的建筑产业，是“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的新型建筑产业。

未来 3年，将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

识，并以模块式、拼装式房屋为主导产品，建立健全产品设计、

生产、包装、销售、使用、回收利用全过程的管理体系，提升

全体职工以及供应链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将瑞福打造成

国内外知名品牌。计划投入资金 1000万元用于生态（绿色）

设计的产品研发、原有产品应用材料的更新换代、生产线设备

的更新等，并抽调 30名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建筑、水暖、

电器、装饰）组成生态（绿色）设计研发小组，加快推进 BIM

系统在设计部门的应用，加大公司生态（绿色）产品的宣传力

度。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生态（绿色）设计知识培训，绿色

发展意识明显提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打造生态绿色的建

筑工业化领先企业。



56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是集建筑外装饰工程产品研

发、工程设计、加工制造、安装施工、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

化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创新示范企业，是全

球幕墙行业领导者，拥有世界最大的幕墙生产制造基地。

公司将围绕生态设计试点任务，落实产品全生命周期理

念，把生态设计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提

升全员绿色发展意识，提高生态设计能力，建立生态设计推进

机制和评价体系，力求短期内明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推

动企业在绿色发展意识、生态设计能力、管理制度建设、清洁

生产水平、产品开发和品牌影响等方面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未来 3年，公司将投入资金 9788 万元，推进试点方案落

实。建设生态设计推进组织机构，依托省级技术中心，进行新

技术、新产品研发。建立生态设计管理体系，成立企业生态设

计中心，提升生态设计基础能力；改善产品生态品质，确保第

五代绿色环保复合幕墙等优势产品的产品寿命提高 10%，热

工性能提升 15%，隔声性能达到 53dB，雨水渗漏性能达到 4

级，空气渗透性能达到 5级，风压变形性能达到 3级，每平米

造价降低 20%。选用绿色材料，实现低碳降耗、节能减排。

从而提升品牌影响力，成为幕墙行业绿色发展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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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环资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厦门环资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矿产绿色开

发、固废资源化利用、绿色矿产机械设备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目前拥有矿山无尾化选矿技术、尾矿污水循环利

用技术及混合型产业链生产技术等生态绿色设计及制造发明

专利 11项。

环资股份在产品生命周期设计的每一个阶段，均考虑产品

对资源消耗、资源重复利用、对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和安全

的影响，在清洁生产、废水处理、废渣处理、热能再利用、粉

尘控制、尾气处理等每一个阶段，都保证其技术处于领先地位，

其目的是通过导入生命周期的理念与措施，推动环资股份实现

绿色发展。

未来 3年，公司用于生态设计、新技术研发、团队建设、

组织运行以及环保设备等直接投入费用不少于 6000万元。完

成示范工厂一期生产线建设，完善产业链条建设，材料减量、

节能等每年直接经济效益 3000万元以上，实现选矿废水、尾

矿废物双零排放。同步完成研发中心建设，形成国内无尾化选

矿绿色生态设计示范基地，并将绿色技术及设备向行业进行推

广，进一步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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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创建实施方案（摘要）

四川一名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综合利用工业固

废研发、生产微晶玻璃新材料，是国家级循环经济标准化建设、

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承担企业和四川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

拥有省级认定的微晶玻璃技术中心和地方政府依托本企业建

立的微晶玻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研发机构。

公司围绕生态设计任务，将在产品原料选择、研发、生产

及应用中落实生命周期理念，以生态设计作为实现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动力。落实生态设计发展战略，建立完善的生态设计发

展体系和制度，加大技术创新和产品生态设计研发的投入力

度，实现企业生态设计能力和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全面提升，通

过生产工艺过程的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持续化化改进，努力推

进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

未来 3年，公司将投入 3.96亿元推进生态设计试点工作。

依托省级技术中心，建立绿色产品工业设计中心，完善设计管

理和培训制度，引进高端技术人才，编制企业生态设计发展规

划，建立企业产品 LCA 评价体系和清洁生产指标评价体系等。

不断提升企业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使“一名微晶，健康生活”

的品牌价值为国家绿色建材生产应用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着力

成为我国微晶玻璃行业生态设计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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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德欣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

实施方案（摘要）

中阳德欣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家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

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塑料加工为核心，专注研发

和生产三层共挤发泡增强塑料建筑模板、各种节能环保和可再

生能源利用产品的“以塑代木”示范企业。

公司以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以资源高效循

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生命周

期评价理论为方法，以低消耗、低投入、高效益为特征，以发

展生态环境建材产品为目标，不断以生态设计为理念研发新技

术和新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推动公司产品生态设

计和生命周期评价体系的建立，打造绿色高端产品和品牌。

未来 3年，公司将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投入 1.6亿元推进

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意识

提升计划，完成管理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塑料建材行业

生命周期评价，逐步建立生态设计评价体系，为行业推进生态

设计提供参考。同时全面实施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及资源再生

利用，可每年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18000 万元，间接经济效益

25000万元，公司自身竞争力大幅增强，成为塑料建材行业有

重要影响力的绿色发展典范，引领全球塑料建材行业生态设计

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