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工信厅联节函 (2022J 163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千组织开展2022年

重点用水企业 、 园区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水利（水务）厅（局）、发展改革部门、市场

监管部门， 有关行业协会， 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案》《
“

十四五 ” 工业绿色发展

规划》， 树立先进典型， 推动企业、园区开展水效对标达标，提

升工业用水效率， 现就组织开展 2022 年度重点用水企业、园区

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遴选对象

依据节水型企业国家标准， 2022 年度遴选对象主要是钢铁、
｀＿＿ ＿-

—

-

炼焦、石油炼制、乙烯、氯碱（烧碱、聚氯乙烯）、氮肥（合成

氨、尿素）、现代煤化工（煤制甲醇、煤制乙二醇、煤制油、煤

制合成天然气、煤制烯灶）、纺织染整、化纤长丝织造、造纸、

啤酒、味精、氧化铝、电解铝、多晶硅、船舶制造、铁矿采选等



17个行业工业企业， 以及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 具备统 一管理
_ 
＿ ＿ － － －--

－． ＿ __ ＿_ 

机构的县级以上工业园区。
一 一

—

二、 基本要求

（一）申请重点用水色患杰效领跑者应满足以下要求：

1.遵守国家、 行业、 地方相关节水政策和标准；

2.有取水资源的合法手续， 近三年取水无超寸十划；

3.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 环保事故或质量违法行为， 且

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4.年用水量超过10万立方米的独立法人企业；
- －  --－

5. 2021年主要产品的水效指标达到节水型企业国家标准要

求， 且为领先水平；

6.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禁止、 淘汰目录的用水设备

或器具；

7.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时实施节水
”

气同时” “四到位
”

制度；

8.建立节水管理制度， 各生产环节有配套的节水措施， 建

立完备的用水计量和统计管理体系， 水计量器具配备满足国家标

准《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要求，

并依法检定或校准。

（二）申请重点用水园区水效领跑者应满足以下要求：
＼ 

1. 遵守国家、 行业、 地方相关节水政策和标准；

2.有取水资源的合法手续， 近三年取水无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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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 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

4. 满足国家绿色工业园区中水效指标要求， 且水效为领先

水平；

5. 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时实施节水
”

三同时” “

四到位 ”

制度；

6. 建立节水管理制度， 主要企业有配套的节水措施。

三、 遴选程序

（一）申请。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

门、 发展改革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本地区工业企业和园区，

按照自愿参与原则， 通过
“

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 (ht

tps: //green. miit. gov. en)分类填报申请报告（附件l、 2),

并上传相关支撑材料。 鼓励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 中央企业推荐

符合要求的企业、 园区， 并于8月10日前通过平台将申请报告

提交工业和信息化部。
r

（二）初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

门、 发展改革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对本地区企业、 园区提交

和工业和信息化部转交的申请报告进行初审， 评选出省级节水标

杆企业、 园区， 并对评审结果进行公告。 2022年9月1日前通

过平台将节水标杆企业、 园区申请报告和推荐表（附件3)等材

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水利部（全国节

约用水办公室）。

（三）复审。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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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专家进行复审，遴选确定2022年度的重点用

水企业、 园区水效领跑者名单。 必要时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或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实申请报告内容。

（四）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在官方网站等对水效领跑者进行公示， 并以公告形

式正式发布。 水效领跑者称号有塾豐义1两年＿上空年度及下 一年

度）。

四、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水利部、 国家发展

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建立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联合工

作机制，协调行业协会、 中夹企业、 第三方机构等相关单位开展

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工作。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水行政

主管部门、 发展改革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调动本地区企

业、 园区积极参与节水标杆及水效领跑者遴选于作，确保行动取

得实效。

（二）加大支持力度。 强化对节水标杆及水效领跑者企业、

园区的政策支持，鼓励地方设计多元化财政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落实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产融合作专项政策，发挥国家产融合作

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相关企业、 园区提供担保、 信贷等绿

色金融支持。

（三）推动行业对标。 总结重点用水企业、 园区水效领跑者

的最佳实践， 适时将领跑者企业、 园区先进节水技术纳入国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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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的技术目录， 鼓励企业、园区开展水效对标活动，广泛开展节

水技术、标准、管理体系培训， 增强企业、园区节水能力建设，

引导企业、园区实施节水技术改造。 充分发挥相关行业协会、节

水服务企业、节水设备制造企业等第三方机构的作用， 为企业提

供节水诊断、节水技术改造等服务。

（四）强化监督管理。 加强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的监督管理，

确保水效领跑者遴选过程的客观公正。 对水效领跑者称号实施动

态化管理，对不符合水效领跑者条件的，撤销称号， 三年内不得

申报水效领跑者。 对在水效领跑者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企业、

园区，依法依规通过
“

信用中国“

网站公示。

（五）加大宣传力度。 各地区主管部门要加大对获得节水标

杆及水效领跑者企业、园区的宣传力度。 通过现场会、发布会、

推荐会等多种形式，利用电视、 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推广先进经

验， 带动全行业用水效率整体提升。 允许获得水玄为领跑者称号的

企业、园区在参评产品的宣传中使用水效领跑者标识（标识样式

见附件4)

联系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王炳龙 010 — 68205358 

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

王雪 010-63206045 

发展改革委（环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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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凯 010 — 68505846 

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

徐卿 010 — 82261794 

附件：1. 企业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

2. 园区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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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水企业、 园区水效领跑者推荐表

4. 水效领跑者标识的内容和样式

厅 ＼习芍叫

国饶预扫为监嗤管理党，局



附件 1

XX企业

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

202X年 X月



填写说明

1.申报企业按照有关要求如实编写申请报告，并提供必

要的证明材料。

2.申请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企业基本信息表

（2）企业水效分析报告

（3）企业自评表

3.以上材料需按顺序编排，并在相应位置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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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信息表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邮编

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表联系电话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企业类型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所属行业

□钢铁 □炼焦 □石油炼制 □乙烯 □氯碱 □氮肥□现代煤化

工 □纺织染整 □化纤长丝织造 □造纸 □啤酒 □味精 □氧化

铝 □电解铝 □多晶硅 □船舶 □铁矿采选

二、企业水效指标

主要产品

主要水源

2021年总产值（万元）

2021年主要产品产量（请注明单位）

2021 年取水

量（立方米）

常规水源取水量

非常规水源取水量

近三年企业主

要 水 效 指 标

（ 请 注 明 单

位）

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主要产品单位取水量

水重复利用率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国家水效领跑者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

有效，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环境事故或质量违法行为，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

管部门的监督抽查和核验。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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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水效分析报告（格式）

一、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规模：包括企业地理位置（流域）、近三年的生

产规模、产品结构、产量、产值、组织结构、员工人数等；

2.生产情况：包括企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消耗、能源消

耗、主要用水环节和用水设备等；

3.取用水情况：包括企业的取水水源（常规水源、非常

规水源）、取水量、水重复利用率、排水量、用水计量设备

配备、用水计量、水质数据监测等情况。

（二）申请水效领跑者的相关生产情况

二、工艺及技术水平

（一）主要工艺流程

（二）主要用水设备规模及其技术水平

包括企业循环水系统、冷却塔、换热器、锅炉、制冷、

制氧、软化处理、污水处理等主要用水设备的设备配置、服

务区域、运行情况、处理能力等，以及主要用水设备的技术

水平情况。

三、取用水情况及水效指标

（一）主要用水工序、用水设备的取用水情况

包括企业生产主要用水工序、用水设备的取水量、排水

量、水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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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单位产品取水量及水效指标。

水效指标主要包括单位产品取水量、重复利用率等。具

体指标要求及报表格式依据以下标准：

GB/T 21534-2021 节约用水 术语

GB 24789-200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则

GB/T 7119-2018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26924-2011 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

GB/T 34610-2017 节水型企业 炼焦行业

GB/T 26926-2011 节水型企业 石油炼制行业

GB/T 32164-2015 节水型企业 乙烯行业

GB/T 37271-2018 节水型企业 氯碱行业

GB/T 36895-2018 节水型企业 氮肥行业

GB/T 37759-2019 节水型企业 现代煤化工行业

GB/T 26923-2011 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

GB/T 37832-2019 节水型企业 化纤长丝织造行业

GB/T 26927-2011 节水型企业 造纸行业

GB/T 35576-2017 节水型企业 啤酒行业

GB/T 32165-2015 节水型企业 味精行业

GB/T 33232-2016 节水型企业 氧化铝行业

GB/T 33233-2016 节水型企业 电解铝行业

GB/T 38907-2020 节水型企业 多晶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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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7332-2019 节水型企业 船舶行业

GB/T 37608-2017节水型企业 铁矿采选行业

四、水效提升经验

（一）企业节水管理经验。介绍企业在节水方面采取的

管理措施、方法、制度以及取得的效果。

（二）企业节水技术改造经验。介绍企业实施的重大节

水技术改造工程，包括种类、数量以及因此取得的节水效益；

采用的先进节水技术、装备和产品，采取的优化运行、水重

复利用等方面的节水措施以及取得的节水效益。

五、未来三年拟采取的主要水效提升措施

未来三年拟采取的主要水效提升措施，如节水技术改造

项目（如废水循环利用、非常规水利用等）、节水管理措施

（如用水管理负责人制度、合同节水管理等）。请分项简述

建设内容、预期投资和预期节水效果。

六、证明材料

此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

件（适用时）；

（二）企业取水相关证明材料（取水许可证或用水合同

协议、近三年取水无超计划等）；

（三）企业用水相关材料（企业用水记录、统计报表、

费用账单、水计量器具台账、供排水管网图、维修及校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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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等）；

（四）企业废水达标排放证明材料（地方排污许可证或

地方环保证明）；

（五）企业用水设备相关材料（用水设备设计图纸、设

备配备情况、运行记录、节水设施现场图片资料等）；

（六）企业节水管理相关材料（水平衡测试报告、节水

管理制度文件、节水规划和年度节水计划文件、节水统计报

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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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评表

一、自评总则

（一）水效领跑者企业自评指标分为一票否决指标和量

化指标，量化指标又分管理指标和技术指标。

（二）一票否决指标如有不满足项，取消该企业水效领

跑者评选资格，不参加后续量化指标评价。

（三）钢铁、炼焦、石油炼制、乙烯、纺织染整、造纸、

啤酒、味精、氧化铝、电解铝和铁矿采选行业管理指标得分

须达到 48分以上（含 48分）；氯碱、氮肥、现代煤化工、

化纤长丝织造、多晶硅、船舶行业管理指标得分须达到 52
分以上（含 52分），且序号 1、2、4、5四项评分之和不

低于 34分（含 34分）。

（四）技术指标采用上一年度计量或统计数据对各项

指标进行赋值和评价，指标值须达到表中最低限值。

二、自评表

（一）一票否决指标自评表见附表 1，管理指标自评表

见附表 2，技术指标自评表见附表 3（表 3-1至表 3-17）。

（二）自评表中列出证明材料索引，相关证明材料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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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一票否决指标自评表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情况 证明材料索引

1 有取水资源的合法手续 □是 □否

2 近三年取水无超计划 □是 □否

3 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境事故或质量违法行为，且未被列入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是 □否

4 年用水量超过 10万立方米 □是 □否

5 2021年度单位产品取水量达到节水型企业国家标准考核指标 □是 □否

6 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禁止、淘汰目录的用水设备或器具 □是 □否

7 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度，各生产环节有配套的节水措施 □是 □否

8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时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 □是 □否

9 水计量器具配备满足国家标准《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4789）要求，并依法检定或校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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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管理指标自评表
序号 指标 要求 总分 自评得分 证明材料索引

1 管理制度

有科学合理的节水管

理网络和岗位责任制。

①有节水管理制度、节水管理网络；

②有岗位责任管理制度、有岗位责任奖惩制度。
4

有制定节水规划和年

度节水计划。

①制定节水规划，有节水目标和任务，并分解到各部门；

②制定年度节水计划；

③有年度节水工作总结。

6

有健全的节水统计制

度，定期向相关部门报

送节水统计报表。

①有节水用水统计制度；

②定期向相关部门报送节水用水统计报表；

③有定期统计分析报告。

6

2 管理机构

和人员

有主要领导负责用水、

节水工作。

①有企业主要领导负责节水工作；

②企业主要领导熟悉和经常性组织节水工作。
4

有用水、节水管理部门

和专（兼）职用水、节

水管理人员。

①设有企业节水管理部门；

②有专（兼）职用水、节水管理人员。 4

3 管网（设

备）管理

有详细的供水管网图、

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网

络图。

①有详细供水、排水管网图；

②有详细供水计量网络图；

③有用水、节水设备操作规程。

3

有日常巡查和保修检

修制度，定期对管网和

设备进行检修。

①有日常巡查和保修检修制度；

②定期对管网和设备进行检修。 4

4 水计量管

理

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

完整规范并定期进行

分析。

①有完整规范供水计量原始纪录；

②有完整规范供水计量统计台帐；

③有定期原始记录和统计分析报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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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要求 总分 自评得分 证明材料索引

内部实行定额管理，节

奖超罚。

①有内部用水定额管理制度；

②有内部节水管理考核奖惩制度。
4

5 水平衡测

试

按规定周期进行水平

衡测试。

①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有水平衡测试报告；

②开展供水管网检测漏；

③制定基于水平衡测试的节水整改优化方案。

6

6 生产工艺

和设备

开展节水技术改造。

①有节水改造项目立项报告和实施计划；

②有节水技术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③有节水项目实施情况分析报告和项目清单。

6

使用节水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

①使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②节水设备运行正常、管理维护好。
4

7 节水宣传

经常性开展节水宣传

教育。

①经常性开展内部节水宣传和张贴宣传标识，参加社会

节水宣传活动；

②定期开展节水教育培训和知识竞赛活动；

③参与节水标准制修订工作。

3

职工有节水意识。

①有发表节水文章和论文；

②有全员岗位节水“金点子”及奖励制度；

③有节水宣传标识。

3

8 水源结构 企业有使用地下水的情况。 -3

9 鼓励性指

标

创新工作
企业推行合同节水管理，开展用水审计等创新节水活动，

加 1分。
+1

非常规水源利用
企业利用废水、城市中水、海水、雨水、矿井水等，加

1分。
+1

绿色称号
企业获得省级绿色工厂称号，加 1分。企业获得国家级

绿色工厂称号，加 2分。
+1~
2

管理指标自评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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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自评打分依据：

①针对第 1、2、5、6项、第 3项第 2条、第 4项第 2条，缺一项扣 2分；

②其他项（除第 8项外）中相关文件、资料、记录等齐全完善的满分，缺一项扣 1分；

③第 8项是扣分项，符合该条件扣 3分，不符合不扣分；

④第 9项是加分项，符合该条件，可加分，不符合不加分。

2.证明材料索引：附上相关文件、记录等证明自评得分的材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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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技术指标自评表

表 3-1 钢铁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吨钢取水量 m3/t ≤4.2

单位产品常规水

源取水量

单位产品非常规

水源取水量

2 重复利用

直接冷却水循环

率
% ≥95

废水回用率 % ≥75

重复利用率 % ≥97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8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26924-2011《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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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炼焦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常规

焦炉

热回收

焦炉
半焦炉

1 取水量 吨焦取水量 m 3/t ≤1.2 ≤0.4 ≤0.6
焦炉类型

吨焦取水量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8 - ≥98
焦炉类型

重复利用率

间接冷却水循

环率

% ≥98

废水回用率 % ≥7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

率
% ≤3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4610-2017《节水型企业 炼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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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石油炼制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加工吨原(料)油取水量 m3／t ≤0.7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7.5

浓缩倍数 倍 ≥4.0

软化水、除盐水制取系数 / ≤1.1

蒸汽冷凝水回收率 % ≥60
含硫污水汽提净化水回

用率
% ≥60

污(废)水回用率 % ≥5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7

4 排水 加工吨原(料)油排水量 m3／t ≤0.35

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26926-2011 《节水型企业 石油炼制行业》。

2.表中浓缩倍数指标是按间接冷却水循环系统中补充运行过程中损失的取水量确定的，当企业的间接冷却水循环系统的补充水中含有污(废)水回用水

时，可将浓缩倍数指标按污(废)水回用水水量占补充水总量的 10％递减 0.1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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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乙烯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

单位乙烯取水量 m3/t ≤6.5

化学水制取系数

m3/ m3 ≤1.1（离子交换树脂工

艺）

m3/ m3 ≤1.25（反渗透工艺）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8

循环水浓缩倍数 倍 ≥5

蒸汽冷凝水回收率 % ≥80

3 排水 单位乙烯排水量 m3/t ≤1.8

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2164-2015《节水型企业 乙烯行业》。

2.当企业的间接冷却水循环系统的补充水中含有污(废)水回用水时，可将循环水浓缩倍数指标按污(废)水回用水水量占补充水总量的 10％递减 0.1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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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氯碱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吨烧碱取水量(30%) m3/t ≤5.5

吨电石法聚氯乙烯取水量 m3/t ≤6.0

吨乙烯法聚氯乙烯取水量 m3/t ≤8.6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6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8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1.5

4 排水量 达标排放率 % 10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7271-2018 《节水型企业 氯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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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氮肥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以无烟块煤（型煤）为原料的

吨合成氨取水量
m3/t ≤9

以粉煤、褐煤为原料的吨合成

氨取水量
m3/t ≤12

以天然气（焦炉气）为原料的

吨合成氨取水量
m3/t ≤7.5

吨尿素取水量 m3/t ≤2.5

2 重复利用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7

重复利用率 % ≥9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2

4 达标排放 废水排放达标率 % 10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6895-2018《节水型企业 氮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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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现代煤化工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煤制甲醇吨产品取水量 m3/t ≤11

煤制乙二醇吨

产品取水量

煤制乙二醇
m3/t

≤20

合成气制乙二醇 ≤12

煤制油吨产品

取水量

煤炭直接液化 m3/t ≤6.5

煤炭间接液化 m3/t ≤10.75

煤制合成天然气吨产品取水量
m3/kNm

3 ≤8

煤制烯烃吨产品取水量 m3/t ≤24

2 重复利用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8

重复利用率 % ≥97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2

4 达标排放 废水排放达标率 % 10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7759-2019 《节水型企业 现代煤化工行业》。



18

表 3-8 纺织染整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

水量

棉、麻、化纤及混纺机织

物
m3/100m ≤2

丝绸机织物 m3/100m ≤3

针织物及纱线 m3/t ≤10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45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5

冷凝水回用率 % ≥98

废水回用率 % ≥2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6
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26923-2011《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

2.以棉色布为标准品，将标准品折合系数为 1，机织物百米基准值为布幅宽度 106cm、布重 12.00kg/100m 的合格产品，当棉机织产品布幅宽度或布重不同时，

计算其产品产量可按附录 C——基准棉印染产品产量计算公式进行相应的换算。其他产品，可根据织物的长度、幅宽、厚度等数据按照 FZ/T 01002-2010《印染企

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中附录 B的规定进行换算。

3.毛织物单位产品取水量考核指标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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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化纤长丝织造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

水量

喷水织造

涤纶长丝织物 m3/100m ≤0.9

锦纶长丝织物 m3/100m ≤0.8
非 喷 水 织

造

涤纶、锦纶、

人造丝织物
m3/100m ≤0.3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70

直接冷却水循环率 % ≥70

蒸汽冷凝水回用率 % ≥85

废水回用率 % ≥8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3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7832-2019《节水型企业 化纤长丝织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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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造纸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

取水量

漂白化学木（竹）浆

m3/t

≤70
本色化学木（竹）浆 ≤50
化学机械木浆 ≤30
漂白化学非木（麦草、芦苇、

甘蔗渣）浆
≤100

脱墨废纸浆 ≤24
未脱墨废纸浆 ≤16
新闻纸

m3/t

≤16
印刷书写纸 ≤30
生活用纸 ≤30
包装用纸 ≤20
白纸板 ≤30
箱纸板 ≤22
瓦楞原纸 ≤20

2 重复利用

率

纸浆
%

≥70
纸及纸板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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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26927-2011《节水型企业 造纸行业》。

2.经抄浆机生产浆板时，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 10m3/t。
3.生产漂白脱墨废纸浆时，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 10m3/t。
4.生产涂布类纸及纸板时，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 10m3/t。
5.纸浆的计量单位为吨风干浆（含水 10%）。

6.纸浆、纸、纸板的取水量定额指标分别计。

7.高得率半化学本色木浆及草浆按本色化学木浆执行，机械木浆按化学机械木浆执行。

8.此表不包括特殊浆种、薄页纸及特种纸的取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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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啤酒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千升啤酒取水量 m 3/kL ≤4.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70

间接冷却循环率 % ≥9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5576-2017《节水型企业 啤酒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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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味精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吨味精取水量 m3/t ≤25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2

3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5

4 排水 达标排放率 % 100

5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3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2165-2015《节水型企业 味精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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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氧化铝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拜耳法

考核值

烧结法

考核值

联合法

考核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采用方法 结果

1 取水量
单位氧化铝产品

取水量
m 3/t ≤1.5 ≤3.0 ≤2.0

2 重复利用

废水回用率 % ≥98 ≥98 ≥98

重复利用率 % ≥98 ≥98 ≥98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6 ≤6 ≤6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3232-2016《节水型企业 氧化铝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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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电解铝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单位电解铝取水量 m 3/t ≤ 2.5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92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 7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3233-2016《节水型企业 电解铝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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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多晶硅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单位多晶硅取水量 m 3/t ≤ 8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98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 2.54

4 排水 单位多晶硅排水量 m 3/t ≤ 36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8907-2020《节水型企业 多晶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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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船舶制造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
金属船舶单位修正总吨取

水量
m 3/t ≤ 3.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7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 2.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7332-2019《节水型企业 船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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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铁矿采选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工艺流程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磁铁矿选矿工艺取水量
阶段磨矿-磁

选
吨原矿水量 m 3/t ≤ 0.65

2 赤铁矿选矿工艺取水量
阶段磨矿-磁
选-反浮选

吨原矿水量 m 3/t ≤ 0.70

3 混合矿选矿工艺取水量
阶段磨矿-磁
选-反浮选

吨原矿水量 m 3/t ≤ 0.70

4 露天采矿工艺取水量 吨采剥量取水量 m 3/t ≤ 0.003

5 地下采矿工艺取水量 吨出矿水量 m 3/t ≤ 0.04

6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90

7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 GB/T 34608-2017《节水型企业 铁矿采选行业》。



附件 2

XX园区

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

202X年 X月



填写说明

1.申报园区按照有关要求如实编写申请报告，并提供必

要的证明材料。

2.申请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园区基本信息表

（2）园区水效分析报告

（3）园区自评表

3.以上材料需按顺序编排，并在相应位置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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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基本信息表
一、园区基本信息

园区名称

园区级别 □ 国家级 □ 省级 □ 市级 □ 县级

详细地址

园区负责人 职务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园区类型
□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原材料工业 □消费品工业 □新兴产

业 □其他

是否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称号 □是 □否

二、园区水效指标

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销售收入占园区总销售收入

比重

园区面积和企业数量

主要水源

2021年销售收入（万元）
2021年总产值（万元）
2021年工业增加值（万元）
2021 年取水
量（立方米）

常规水源取水量

非常规水源取水量

近三年

园区水

效指标

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

（立方米/万元）
水重复利用率（%）

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

量（立方米/万元）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国家水效领跑者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

有效，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愿接受并积极配

合主管部门的监督抽查和核验。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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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水效分析报告（格式）

一、基本情况

（一）园区基本情况

包括园区地理位置（所属流域）、近三年的生产总值、

工业增加值、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及规模、园区节水管理组

织结构及人员配备情况等。

（二）园区生产和取用水情况

包括园区主要企业的生产情况、用水环节、主要用水设

备，以及园区取水水源（常规水源、非常规水源）、取水量、

排水量、水质数据监测、串联用水、供水及排水管网建设、

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废水循环利用及处理设施建设等情

况。

二、园区水效指标

园区近三年水效指标。水效指标主要包括万元工业增加

值取水量、水重复利用率、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等。

具体指标要求及报表格式依据以下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的通知》（工信厅节〔2016〕586号） 附件 2：绿色园区评

价要求

GB/T 21534-2021 节约用水 术语

GB 24789-200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7119-2018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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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6924-2011 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

GB/T 34610-2017 节水型企业 炼焦行业

GB/T 26926-2011 节水型企业 石油炼制行业

GB/T 32164-2015 节水型企业 乙烯行业

GB/T 37271-2018 节水型企业 氯碱行业

GB/T 36895-2018 节水型企业 氮肥行业

GB/T 37759-2019 节水型企业 现代煤化工行业

GB/T 26923-2011 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

GB/T 37832-2019 节水型企业 化纤长丝织造行业

GB/T 26927-2011 节水型企业 造纸行业

GB/T 35576-2017 节水型企业 啤酒行业

GB/T 32165-2015 节水型企业 味精行业

GB/T 33232-2016 节水型企业 氧化铝行业

GB/T 33233-2016 节水型企业 电解铝行业

GB/T 38907-2020 节水型企业 多晶硅行业

GB/T 37332-2019 节水型企业 船舶行业

GB/T 37608-2017节水型企业 铁矿采选行业

三、水效提升经验

（一）园区节水管理经验。介绍园区在节水方面采取的

管理措施、方法以及制定的相应管理制度和取得的效果。

（二）园区节水技术经验。介绍园区实施的重大节水技

术改造工程，包括种类、数量以及因此取得的节水效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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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进节水技术、装备和产品，采取的优化运行、水重复利

用等方面的节水措施以及取得的节水效益

四、未来三年拟采取的主要水效提升措施

未来三年拟采取的主要水效提升措施，如节水技术改造

项目（如水重复利用、非常规水利用等）、节水管理措施（如

用水管理负责人制度、合同节水管理等）。请分项简述建设

内容、预期投资和预期节水效果。

五、证明材料

此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一）园区管委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园区成立的

批复文件复印件；

（二）节水管理机构成立文件及人员配备、岗位职责分

工证明材料；

（三）园区节水规划或工作方案、节水管理制度文件、

节水统计台账、节水型企业创建情况、节水改造项目证明文

件、先进节水工艺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情况、节水宣传教育情

况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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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自评表

一、自评总则

（一）水效领跑者园区自评指标分为一票否决指标和量

化指标，量化指标又分管理指标和技术指标。

（二）一票否决指标如有不满足项，取消该园区水效领

跑者评选资格，不参加后续量化指标打分。

（三）采用上一年度统计数据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值和评

价，评价指标应以监测统计资料为依据。

（四）管理指标总分须达到 48分以上，技术指标须达

到表中最低限值。

二、自评表

（一）一票否决指标自评表见附表 1，管理指标自评表

见附表 2，技术指标自评表见附表 3。

（二）自评表中列出证明材料索引，相关证明材料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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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一票否决指标自评表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有取用水资源的合法手续 □是 □否

2 近三年用水无超计划 □是 □否

3 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 □是 □否

4 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度，主要企业有配套的节水措施 □是 □否

5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时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 □是 □否

6 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小于 6.7 立方米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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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管理指标自评表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要求 总分 自评得分 证明材料索引

1 组织管理

定期制定节水工作

方案，建立节水工

作考核奖励机制

①园区有节水规划或方案，得 5分；
②园区节水管理部门严格用水监管，得 5分；
③设有水务经理，得 5分。

15

2 用水管理

重视节水改造，各

类用水设施符合节

水要求。定期开展

水平衡测试。严格

用水管理，各类巡

检、统计台账齐全

①园区有整体的供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网络图，得 3分；
②园区内部定期巡回检漏，得 3分；
③园区内部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定期分解下达计划指

标，用水计划管理规范，得 4分；
④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完整规范，按时完成统计报表，

得 3分；
⑤所有企业近 3年均开展过水平衡测试，得 4分；
⑥园区采用智慧水务，建设有用水实时监控系统/平
台、用水在线监测设施等，得 5分；
⑦园区内公共用水管理措施到位，无漫灌等浪费水现

象，绿化采用高效浇灌方式，得 3分；
⑧园区采用管道漏损报警平台等节水措施，得 3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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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要求 总分 自评得分 证明材料索引

3 宣传教育
定期开展节水宣传

教育

①组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专题节水宣传活
动，得 3分；
②制定完善的节水宣传计划，得 2分；
③企业领导和管水人员参加节水主管部门组织的节水

学习和培训，员工节水意识强，得 5分；
④公共场所有节水宣传标语、宣传栏、板报等，并定

期维护，得 2分。

12

4 非常规水

源替代率

缺水城市达到 15%
以上，其他地区达

到 10%以上
达到评价要求得 5分，每低 5%扣 2分，直至扣完。 5

5 水源结构 园区有使用地下水的情况。 -3

6 鼓励性指

标

串联用水 工业园区企业间实现一水多用、循序用水，加 1分。 +1

创新工作 园区推行合同节水管理、用水审计，得 1分。 +1

绿色称号
园区获得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称号，加 1分。园区获得
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称号，加 2分。 +1~2

管理指标自评总得分

注：1.自评打分依据：
①第 5项是扣分项，符合该条件扣 3分，不符合不扣分；
②第 6项是加分项，符合该条件，可加分，不符合不加分。
2.证明材料索引：附上相关文件、记录等证明自评得分的材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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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

取水量
立方米 ≤6.7

2 重复利用 水重复利用率 % ≥90

3 排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

废水排放量
立方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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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推荐表

一、重点用水企业推荐表

填报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2021年总产值
（万元）

2021年主要产品
取水量

（立方米）

2021主要产品
单位用水量指

标

初审得分 推荐意见

1

2

3

4

5

6

7

8
注： 1.填报单位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水利（水务）厅（局）。

2.初评得分指填报单位组织专家对申报企业进行打分，并对打分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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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用水园区水效领跑者推荐表

填报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园

区

名

称

园

区

级

别

园

区

类

型

是否

获得

国家

级绿

色园

区称

号

主

导

产

业

主导产业

销售收入

占产业集

聚集群区

销售收入

比重

园区规模 水效指标

初审

得分

推

荐

意

见

2021年
销售收

入（万

元）

2021
年总产

值（万

元）

2021
年工业

增加值

（万

元）

2021
年取水

量（立

方米）

万元工

业增加

值取水

量（立

方米）

节水型

企业覆

盖率

（%）

水重复

利用率

（%）

万元工

业增加

值废水

排放量

（立方

米）

1

2

3

4

5

6

7

8

注： 1.填报单位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水利（水务）厅（局）。
2.初评得分指填报单位组织专家对申报园区进行打分，并对打分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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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水效领跑者标识的内容和样式

获得领跑者称号的企业，在使用水效领跑者标识进行宣

传时需遵守以下要求：

一、标识内容与样式

二、标识的使用

水效领跑者标识在使用中可等比例放大或缩小，标识的

图案、文字和颜色不得进行更改。水效领跑者称号有效期为

两年（本年度及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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