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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总则，规定了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的准入要求、评价

要求、评价方法及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的创建与评价。本文件不适用于葡萄酒酒庄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5587 工作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001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GB/T 36001 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HJ 452 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

HJ 575 酿造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02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酒、饮料制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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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 3613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工厂 green factory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GB/T 36132-2018，定义3.1]

3.2

葡萄酒工业 wine industry

以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产品的加工

制造产业。

4 总则

4.1 评价体系

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体系包括准入要求和评价要求。准入要求是开展绿色工厂评价的准入前置

条件；评价要求为围绕葡萄酒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

放、绩效的综合评价要求。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评价体系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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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评价体系框架

4.2 评价内容

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内容中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七

个方面。

——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分为必选指标和可选指标两个类型，其中必选指标是开展绿色

工厂评价的基础性要求，未达到必选指标的要求，不应开展绿色工厂评价，可选指标是提高性要求。

4.3 评价方式

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是由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组成：

——定性指标：是指满足法律法规、节能环保、工艺技术、相关标准等方面要求的指标。

——定量指标：是指满足葡萄酒工厂的绿色特性指标，如产品废水产生量、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

废物利用率等量化的指标。

4.4 评价边界

本文件评价边界包括原辅材料的采购和储运、前处理、压榨、发酵、稳定处理、陈酿、过滤、灌装、

包装、检验、贮存等过程。

5 准入要求和评价要求

5.1 准入要求

准入要求

基础设施

能源

与资

源投

入

产品

管理体系

生产过程

环境排放 绩效

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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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5.1.1.1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5.1.1.2 工厂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5.1.1.3 工厂未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1.1.4 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5.1.2 管理职责

5.1.2.1 最高管理者：

5.1.2.1.1 应通过下述方面证实其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a) 对绿色工厂的有效性负责；

b) 确保建立绿色工厂建设、运维的方针和目标，并确保其与组织的战略方向及所处的环境相一致。

c) 确保将绿色工厂要求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

d) 确保可获得绿色工厂建设、运维所需的资源。

e) 针对有效开展绿色制造的重要性和符合绿色工厂要求的重要性进行沟通。

f) 确保工厂实现其开展绿色制造的预期结果。

g) 指导并支持员工对绿色工厂的有效性做出贡献。

h) 促进持续改进。

i) 支持其他相关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证实其领导作用。

5.1.2.1.2 应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分配的职责和权限至少

应包括下列事项：

a) 确保工厂建设、运维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b) 收集并保持工厂满足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证据。

c) 向最高管理者报告绿色工厂的绩效。

5.1.2.2 工厂：

a) 工厂应设置具体的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工厂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

建立目标责任制。

b) 工厂应有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

c) 工厂应传播绿色制造的概念和知识，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对教

育和培训的结果进行考评。

5.2 评价要求

5.2.1 基础设施

5.2.1.1 建筑

a) 工厂的建筑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b)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

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绿色建造技术导则”等产业政策以及地方相关政策

的要求。

c) 工厂的建筑应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绿色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

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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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危险品仓库、化学试剂储存/操作区、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区域应独立设置，应

制定危险废弃物、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

e) 工厂在满足生产工艺前提下，宜优先采用多层建筑。

5.2.1.2 照明

a)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依据 GB 50033 合理利用自然光，人工照明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

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b) 工厂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c) 工厂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d) 工厂宜选用效率高、能耗低的节能型照明设备，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

占比不低于 50%。

5.2.1.3 工艺及设备设施

5.2.1.3.1 工艺

a) 不应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技术。

b) 选择工艺及技术路线时，应满足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环保的要求，如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开

展废水循环利用、采用余热利用、自然冷源、分布式供能等技术。

c) 工艺宜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技术，如通过在葡萄酒的冷处理过程中采用快速冷冻技术代

替常规的冷处理，利用在线清洗（CIP）技术，并通过采取调整清洗液配方，优化清洗工艺等

措施，或采用臭氧消毒等消毒技术，对灌装线进行杀菌消毒等方式降低水耗和能耗。

d) 宜降低二氧化硫的使用或使用二氧化硫的替代品，减少下胶材料的使用（膨润土、明胶等）。

e) 宜根据生产工艺、能效等设置生产设施，确保源头控制。如利用酶技术处理原料，提高酿酒原

料的出汁率，采用离心过滤技术对酒泥和酒脚进行处理，提高葡萄酒的出酒率等。

5.2.1.3.2 专用设备

a) 专用设备应符合葡萄酒工业生产设备相关标准要求。

b) 专用设备宜采用节能、节水、高效、智能化、低物耗、低排放的先进工艺装备，不断提高装备

技术水平，提升智能化程度。如在生产过程中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和生产监控系统,原酒发酵罐

宜配备自动化控制制冷系统或采用自然冷源，取消罐外喷淋降温技术等。

5.2.1.3.3 通用用能设备

a) 工厂应采用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的产品，满足我国用能产品能源效率标准。

b) 工厂各类生产设备不应采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明令淘汰的设备，对

于列入国家淘汰计划的产品或设备，应制定计划限期淘汰。

c) 用能设备和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5.2.1.3.4 计量设备

a) 计量设备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

器具和装置。

b) 工厂计量仪器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检定校准，如建立计量设备管理台账，包括计量制

度、计量人员管理、计量器具档案等。

c)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5.2.1.3.5 环保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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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及标准要求。

b) 其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建有环保设施运行、停运及拆除管理制度，定期开展环

保设施运行状况和效果评估工作。

c) 应将环保设施与生产装置同等管理，环保设施运行控制参数纳入生产操作规程和工艺卡片。

5.2.2 管理体系

5.2.2.1 质量管理

a)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

b) 质量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2.2.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a)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45001 的

要求。

b)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2.2.3 环境管理

a)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

b) 环境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2.2.4 能源管理

a)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

b) 能源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2.2.5 社会责任

工厂宜按 GB/T 36000、GB/T 36001定期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

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社会责任报告公开可获得。

5.2.2.6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

工厂宜建立、实施并保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001的要求。

5.2.3 能源与资源投入

5.2.3.1 能源投入

a) 工厂应符合 HJ 452葡萄酒工业耗电量的相关要求。

b) 工厂宜使用天然气、沼气等清洁能源，宜使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

生能源。

c) 工厂宜建有能源管理中心，按照 GB/T 15587 的要求开展工作。

5.2.3.2 资源投入

a) 工厂应符合葡萄出汁率和出酒率的相关要求。

b) 工厂应符合 HJ 452 葡萄酒工业耗水量的相关要求。

c) 工厂宜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d) 工厂应按照 GB 23350 的要求，避免对产品过度包装。

e) 工厂宜使用生态设计型和环境友好型食品包装材料。

5.2.3.3 采购

a) 工厂应对采购的能源及原材料制定选择、评价供应方的准则。

b) 工厂应对采购的产品开展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

求。

c) 工厂宜主动推进供应链、相关方的绿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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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产品

5.2.4.1 一般要求

工厂所生产的葡萄酒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的强制性标准及企业明示执行的产品标准要求。如生产过

程使用的加工助剂或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标准等。

5.2.4.2 生态设计

a) 工厂应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b) 工厂宜选用绿色原料。

c) 工厂宜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按照 GB/T 32161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

态设计产品评价，满足绿色产品（生态设计产品） 评价要求。

5.2.4.3 减碳

a) 企业宜采用 GB/T 32150 或其他适用标准、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盘查或核查，核查结果宜对

外公布。

b) 企业宜利用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5.2.5 环境排放

5.2.5.1 一般要求

a) 污染物排放口应获得地方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按要求设置采集口或图形标志牌。

b) 污染物排放检测点、频次及因子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要求。

c) 建立污染物排放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d) 应制定有效实施施工、检维修期间的环保方案、包括水、气、声、固体废物及扬尘的管理。

5.2.5.2 大气污染物

厂区大气污染物的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应符合GB 16297、GB 14554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要求。

5.2.5.3 水体污染物

a) 工厂水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8978、HJ 575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

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b) 酿造废水宜分类收集，高浓度废水（糟渣滤液、蒸馏残液、一次洗罐水）单独收集进行预处理，

再与中低浓度工艺废水（冲洗水、洗涤水、冷却水等）混合处理。

5.2.5.4 固体废物

a) 工厂应对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管理，如对发酵后的葡萄皮渣、葡萄籽、葡萄梗、酒

泥等进行综合利用。

b)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应符合 GB 18599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c) 工厂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应符合 GB 18597 的要求，并交由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机构

进行处理处置。

5.2.5.5 噪声

a) 工厂应建立噪声源台账，对噪声敏感建筑物或工人长期工作场所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并

保存原始检测和监控记录。

b) 工厂的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求。

5.2.5.6 温室气体

a)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厂界方位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可行时，工厂应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b) 工厂宜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QB/T XXXXX—XXXX

6

5.2.6 绩效

5.2.6.1 用地集约化

a) 用地集约化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积产能等，计算方法见附录 A.1 至 A.3。

b) 工厂容积率应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

c)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不低于地方平均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

5.2.6.2 原料无害化

a) 工厂应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

b) 工厂应采用附录 A.4 的计算方法计算绿色物料使用率。

5.2.6.3 生产洁净化

a) 工厂应采用附录 A.5 至 A.6 的计算方法计算包括废水产生量、皮渣及发酵渣产生量。

b) 工厂的水污染物排放量限值应符合 HJ 1028 的要求。

5.2.6.4 废物资源化

a) 废物资源化指标包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b)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计算方法见 A.7。

5.2.6.5 能源低碳化

能源低碳化指标包括葡萄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方法见 A.8。

5.2.6.6 绩效指标要求

各项绩效指标应满足附录 B的要求。

6 评价程序

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程序包括企业自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绿色工厂评价程序如图 2 所示，葡

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计分方法参见附录 B。

开展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

展对相关人员的座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当工厂满足评价方案给出的综合评价标准和要求时即可判定为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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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项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予评价

必选项

能源资

源投入

基础

设施

管理

体系
产品

环境

排放
绩效

确定评价结果、审核与

批准第三方评价报告

评价要求

图 1 绿色工厂评价基本流程

7 评价报告

企业开展自评价

组织第三方评价组

绿色工厂基本要求资格评价

对企业自查报告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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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

《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工厂名称、地址、行业、法定代表人、简介等基本信息、发展现状、工业产业和生产经营情况；

b) 工厂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成绩，下一步拟开展重点工作等；

c) 工厂的建筑、装置规模、工艺路线、主要耗能设备、计量设备、照明配置情况，以及相关标准

执行情况；

d) 工厂各项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e) 工厂能源投入、资源投入、采购等方面的现状，以及目前正实施的节约能源资源项目；

f) 工厂生产时的设计、能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等情况；

g) 工厂主要污染物处理设备配置及运行情况，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固体污染物、噪声、温

室气体的排放及管理等现状；

h) 依据工厂情况和开展绿色工厂自评价表；

i) 其他支持证明材料。

7.2 第三方评价报告

《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第三方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绿色工厂评价的目的、范围及准则；

b) 绿色工厂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估情况、核查报告编写及

内部技术复核情况；

c) 对申报工厂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方面进行描述，

并对工厂自评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d) 核实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检查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等情况；

e) 对企业自评所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描述；

f) 对申报工厂是否符合绿色工厂要求进行评价，说明各评价指标值及是否符合评价要求情况，描

述主要创建做法及工作亮点等；

g) 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h) 评价支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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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绩效指标计算方法

A.1 容积率

容积率为工厂总建筑物（正负0标高以上的建筑面积）、构筑物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值，按公

式（A.1）计算。

用地

总构筑物总建筑物

A
AA

R


 （A.1）

式中：

R—工厂容积率，无量纲；

A总建筑物—工厂总建筑物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总构筑物—工厂总构筑物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2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为工厂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占（用）地面积总和（包括露天生产装置或设备、

露天堆场及操作场地的用地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公式（A.2）计算。

%100



用地

总构筑物总建筑物

A
aa

r （A.2）

式中：

r—工厂建筑密度，无量纲；

a总建筑物—工厂总建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总构筑物—工厂总构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3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为工厂产能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公式（A.3）计算。

用地A
Nn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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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单位为产品单位每平方米（kL/m2）；

N—工厂总产能，单位为千升（kL）；

A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4 绿色物料使用率

绿色物料使用率按公式（A.4）计算。

%100
i

i 
M
G （A.4）

式中：

ε—绿色物料使用率；

Gi—统计期内，绿色物料使用量，单位视物料种类而定；绿色物料宜选自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

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等，或利用再生资源及产业废弃物等作为

原料；使用量根据物料台账测算；

Mi—统计期内，同类物料总使用量，单位视物料种类而定。

A.5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按照公式（A.5）计算。

Q
Ww  （A.5）

式中：

w——生产葡萄酒的废水产生量，单位（m3 /kL）；

W——年废水产生量，单位（m3）；

Q——葡萄酒年产量，单位（kL）。

A.6 皮渣及发酵渣产生量按照公式(A.6)计算

W
P Y

PC  （A.6）

式中：



QB/T XXXXX—XXXX

3

CP —生产每 kL 葡萄酒皮渣及发酵渣产生量，t/ kL；

P—葡萄酒生产中产生的湿皮渣和发酵渣量，t；

Yw —葡萄酒的年产量，kL；

A.7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按式（A.7）计算。

%100
t





VV

VK
d

w
w （A.7）

式中：

Kw——冷却水循环利用率，无量纲；

Vw——统计期内，冷却水重复利用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d——统计期内，冷却用新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t——统计期内，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注：冷却水循环利用率是指企业年冷却水循环量与冷却水总用水量之比。

A.8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式（A.8）计算。没有实测值的，可按照GB/T 2589 进行折算。

Q
E

E ui （A.8）

式中：

Eui——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t/kL)；

E——工厂年实际消耗各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标准煤（kgce/t）；

n——消耗的能源种类数；

ei——生产和服务活动中消耗的第种能源实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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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第 i种能源的折算系数，按能量的当量值或能源等价值折算；

Q——葡萄酒年产量，单位（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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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计分方法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

值
权重

0 基本要求

合规合

规性与

相关方

要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和标准。
必选 -

一票

否决

工厂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

质量等事故。
必选 -

工厂未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
必选 -

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

诺的要求。
必选 -

管理职

责要求

最高管理者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必选 -

最高管理者在工程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

职责和权限。
必选 -

工厂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工厂的制度、

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必选 -

工厂应有开展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量化的年度目标、

指标和实施方案。
必选 -

工厂应传播绿色制造的概念和知识，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

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对教育和培训的结果进行

考评。

必选 -

1 基础设施

建筑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

求。
必选 6

20%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绿色建造技术导则”等产业政策以及地方相关政

策的要求。

必选 4

工厂的建筑应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绿色及

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

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必选 4

危险品仓库、化学试剂储存/操作区、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

污染物的房间\区域应独立设置，应制定危险废弃物、危险

化学品的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

必选 2

工厂在满足生产工艺前提下，宜优先采用多层建筑。 可选 2

照明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依据 GB 50033 合理利用自然

光，人工照明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

求。

必选 6

不同的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必选 4

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可选 2

工厂宜选用效率高、能耗低的节能型照明设备，工艺适用 可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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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不低于 50%。

工艺及

设施

不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技术。 必选 6

选择工艺及技术路线时，应满足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环保的

要求。
必选 6

工艺宜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技术。 可选 1

宜降低二氧化硫的使用或使用二氧化硫的替代品，减少下

胶材料的使用（膨润土、明胶等）。
可选 1

宜根据生产工艺、能效等设置生产设施，确保源头控制。 可选 2

专用设

备

专用设备应符合葡萄酒工业酿造设备相关标准要求。 必选 4

专用设备宜采用节能、节水、高效、智能化、低物耗、低

排放的先进工艺装备，不断提高装备技术水平，提升智能

化程度。

可选 4

通用用

能设备

工厂应采用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的产品，满足我

国用能产品能源效率标准。
必选 4

工厂各类生产设备不应采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

淘汰目录”中明令淘汰的设备，对于列入国家淘汰计划的

产品或设备，应制定计划限期淘汰。

必选 6

用能设备和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

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必选 4

计量设

备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

能源、水以及其它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备。
必选 6

工厂计量仪器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检定校准。 必选 4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必选 4

环保设

备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

达到相关法律及标准要求。
必选 6

其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建有环保设施运行、

停运及拆除管理制度，定期开展环保设施运行状况和效果

评估工作。

必选 6

应将环保设施与生产装置同等管理，环保设施运行控制参

数纳入生产操作规程和工艺卡片
必选 4

2 管理体系

质量管

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应

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
必选 10

15%

质量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可选 5

职业健

康安全

管理体

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

足 GB/T 45001 的要求。

必选 1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可选 5

环境管

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

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
必选 20

环境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可选 10

能源管

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应

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
必选 20

能源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可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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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

任

工厂宜按 GB/T 36000、GB/T 36001 定期发布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

责任的履行情况，社会责任报告公开可获得。

可选 5

信息化

和工业

化融合

管理

工厂宜建立、实施并保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001 的要求。
可选 5

3 能源资源投入

能源投

入

葡萄酒工业耗电量应不超过 200.0 kW·h/kL。 必选 10

15%

葡萄酒工业耗电量宜不超过 140.0 kW·h/kL，不超过 100.0

kW·h/kL 时为满分。
可选 5

工厂宜使用天然气、沼气等清洁能源，宜使用风能、太阳

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可选 5

工厂宜建有能源管理中心，按照 GB/T 15587 的要求开展工

作。
可选 5

资源投

入

葡萄出汁率和出酒率：红葡萄酒应分别不低于 65%和 60%、

桃红葡萄酒应分别不低于 63%和 58%、白葡萄酒应分别不低

于 70%和 65%、山葡萄酒应分别不低于 40%和 35%、冰葡萄

酒应分别不低于 30%和 26%。

必选 10

葡萄酒工业耗水量应不超过 6.0 m3/kL。 必选 15

葡萄酒工业耗水量宜不超过 4.0 m3/kL，不超过 2.0 m3/kL

时为满分。
可选 5

工厂宜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可选 5

葡萄酒净含量大于 50mL 时，其空隙率的要求应≤30%，包

装层数不应超过 4层，包装成本除以商品售价≤20%，避免

对产品过度包装。

必选 10

工厂宜使用生态设计型和环境友好型食品包装材料。 可选 5

采购

工厂应对采购的能源及原材料制定选择、评价供应方的准

则。
必选 10

工厂应对采购的产品开展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

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必选 10

工厂宜主动推进供应链、相关方的绿色管理。 可选 5

4 产品

一般要

求

工厂所生产的葡萄酒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的强制性标准及

企业明示执行的产品标准要求。
必选 30

10%

生态设

计

工厂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必选 30

工厂宜选用绿色原料。 可选 10

工厂宜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

计，按照 GB/T 32161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

品评价，满足绿色产品（生态设计产品） 评价要求。

可选 10

减碳

企业宜采用 GB∕T 32150 或其他适用标准、规范对产品进

行碳足迹盘查或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可选 10

企业宜利用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可选 10

5 环境排放
一般要

求

所有污染物排放口应获得地方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按要求

设置采集口或图形标志牌。
必选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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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检测点、频次及因子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要求。 必选 10

建立污染物排放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

测和监控记录。
必选 10

应制定有效实施施工、检维修期间的环保方案、包括水、

气、声、固体废物及扬尘的管理。
必选 6

大气污

染物

厂区大气污染物的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应符合 GB

16297、GB 14554 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要求。
必选 8

水体污

染物

工厂水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8978、HJ 575 及相关标准的

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

处理厂进行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必选 8

酿造废水宜分类收集，高浓度废水（糟渣滤液、蒸馏残液、

一次洗罐水）单独收集进行预处理，再与中低浓度工艺废

水（冲洗水、洗涤水、冷却水等）混合处理。

可选 2

固体废

物

工厂应对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管理。 必选 8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应符合 GB 18599 及相关

标准的要求。
必选 8

工厂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应符合 GB 18597 的要求，

并交由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理处置。
必选 6

噪声

工厂应建立噪声源台账，对噪声敏感建筑物或工人长期工

作场所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并保存原始检测和监控

记录。

必选 8

工厂的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

要求。
必选 6

温室气

体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厂界方位

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可行时，工厂应利用

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必选 8

工厂宜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核查结果对

外公布。
可选 2

6 绩效

用地集

约化

按照附录 A.1 计算工厂容积率，工厂容积率不应低于

1.0。
必选 8

30%

工厂容积率宜达到 1.2 及以上，达到 2.0 时为满分。 可选 1

按照附录 A.2 计算工厂建筑密度，建筑密度应不低于

30%。
必选 8

工厂建筑密度达宜达 40%。 可选 1

按照附录 A.3 计算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工厂单位用地面积

产值不应低于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未发

布单位用地面积产值要求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超

过本年度所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必选 8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宜达到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

值的要求的 1.2 倍及以上，2 倍为满分；未发布单位用地

面积产值要求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宜达到本年度所

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1.2 倍及以上，2 倍为满分。

可选 1

原料无 工厂应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 必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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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化 按照附录 A.4 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绿色物料使

用率宜不低于 30%。
可选 1

生产洁

净化

按照附录 A.5 计算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

生量应低于 5.2 m3/kL。
必选 8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宜低于 3.6 m3/kL，低于 1.8 m3/kL

时为满分。
可选 2

按照附录 A.6 计算，皮渣及发酵渣生产量，红、桃、白、

冰葡萄酒应低于 0.7 t/kL、山葡萄酒应低于 1.9 t/kL。
必选 8

皮渣及发酵渣生产量，红、桃、白、冰葡萄酒宜低于 0.5

t/kL、山葡萄酒应低于 1.5 t/kL，红、桃、白、冰葡萄酒

低于 0.4 t/kL、山葡萄酒应低于 1.2 t/kL 时为满分。

可选 2

单位产品 COD 排放量，直接排放应不超过 550 g/kL，间接

排放应不超过 2750 g/kL。
必选 8

单位产品氨氮排放量，直接排放应不超过 82.5 g/kL，间接

排放应不超过 247.5 g/kL。
必选 6

单位产品总氮排放量，直接排放应不超过 137.5 g/kL，间

接排放应不超过 385 g/kL。
必选 6

单位产品总磷排放量，直接排放应不超过 5.5 g/kL，间接

排放应不超过 44 g/kL。
必选 6

废物资

源化

皮渣及发酵渣回收利用率应达到 100%。 必选 8

按照附录 A.7 计算，冷却水循环利用率，应不低于 80%。 必选 6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宜不低于 90%，不低于 95%时为满分。 可选 1

能源低

碳化

按照附录 A.8 计算工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折标煤）应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必选 5

注：绿色工厂必须满足各项必选要求，可选要求按照受评工厂满足程度在 0 分到满分中取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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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　照明
	a)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依据GB 50033合理利用自然光，人工照明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
	b)工厂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c)工厂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d)工厂宜选用效率高、能耗低的节能型照明设备，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不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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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工艺宜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技术，如通过在葡萄酒的冷处理过程中采用快速冷冻技术代替常规的冷处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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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应将环保设施与生产装置同等管理，环保设施运行控制参数纳入生产操作规程和工艺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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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　质量管理
	a)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
	b)质量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2.2.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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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2.2.3　环境管理
	a)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
	b)环境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2.2.4　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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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工厂应符合HJ 452葡萄酒工业耗电量的相关要求。
	b)工厂宜使用天然气、沼气等清洁能源，宜使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c)工厂宜建有能源管理中心，按照GB/T 15587的要求开展工作。

	5.2.3.2　资源投入
	a)工厂应符合葡萄出汁率和出酒率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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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工厂宜按照GB/T 7119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d)工厂应按照GB 23350的要求，避免对产品过度包装。
	e)工厂宜使用生态设计型和环境友好型食品包装材料。

	5.2.3.3　采购
	a)工厂应对采购的能源及原材料制定选择、评价供应方的准则。
	b)工厂应对采购的产品开展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c)工厂宜主动推进供应链、相关方的绿色管理。


	5.2.4　产品
	5.2.4.1　一般要求
	工厂所生产的葡萄酒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的强制性标准及企业明示执行的产品标准要求。如生产过程使用的加工助

	5.2.4.2　生态设计
	a)工厂应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b)工厂宜选用绿色原料。
	c)工厂宜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按照 GB/T 32161 对生产的产品

	5.2.4.3　减碳
	a)企业宜采用GB/T 32150 或其他适用标准、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盘查或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b)企业宜利用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5.2.5　环境排放
	5.2.5.1　一般要求
	a)污染物排放口应获得地方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按要求设置采集口或图形标志牌。
	b)污染物排放检测点、频次及因子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要求。
	c)建立污染物排放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d)应制定有效实施施工、检维修期间的环保方案、包括水、气、声、固体废物及扬尘的管理。

	5.2.5.2　大气污染物
	5.2.5.3　水体污染物
	a)工厂水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8978、HJ 575及相关标准的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
	b)酿造废水宜分类收集，高浓度废水（糟渣滤液、蒸馏残液、一次洗罐水）单独收集进行预处理，再与中低浓度工艺

	5.2.5.4　固体废物
	a)工厂应对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管理，如对发酵后的葡萄皮渣、葡萄籽、葡萄梗、酒泥等进行综合利用。
	b)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应符合GB 18599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c)工厂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应符合GB 18597 的要求，并交由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理处

	5.2.5.5　噪声
	a)工厂应建立噪声源台账，对噪声敏感建筑物或工人长期工作场所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并保存原始检测和监控
	b)工厂的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求。

	5.2.5.6　温室气体
	a)工厂应采用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厂界方位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可行时，
	b)工厂宜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5.2.6　绩效
	5.2.6.1　用地集约化
	a)用地集约化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积产能等，计算方法见附录 A.1至A.3。
	b)工厂容积率应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
	c)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不低于地方平均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 

	5.2.6.2　原料无害化
	a)工厂应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
	b)工厂应采用附录 A.4 的计算方法计算绿色物料使用率。

	5.2.6.3　生产洁净化
	a)工厂应采用附录 A.5至A.6 的计算方法计算包括废水产生量、皮渣及发酵渣产生量。
	b)工厂的水污染物排放量限值应符合HJ 1028 的要求。

	5.2.6.4　废物资源化
	a)废物资源化指标包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b)冷却水循环利用率计算方法见 A.7。

	5.2.6.5　能源低碳化
	能源低碳化指标包括葡萄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方法见 A.8。

	5.2.6.6　绩效指标要求



	6　评价程序
	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程序包括企业自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绿色工厂评价程序如图 2 所示，葡萄酒工业绿色
	开展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

	7　评价报告
	7.1　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
	a)工厂名称、地址、行业、法定代表人、简介等基本信息、发展现状、工业产业和生产经营情况； 
	b)工厂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成绩，下一步拟开展重点工作等； 
	c)工厂的建筑、装置规模、工艺路线、主要耗能设备、计量设备、照明配置情况，以及相关标准执行情况； 
	d)工厂各项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e)工厂能源投入、资源投入、采购等方面的现状，以及目前正实施的节约能源资源项目； 
	f)工厂生产时的设计、能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等情况； 
	g)工厂主要污染物处理设备配置及运行情况，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固体污染物、噪声、温室气体的排放及管理
	h)依据工厂情况和开展绿色工厂自评价表； 
	i)其他支持证明材料。

	7.2　第三方评价报告
	a)绿色工厂评价的目的、范围及准则； 
	b)绿色工厂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估情况、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情况；
	c)对申报工厂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方面进行描述，并对工厂自评报告中
	d)核实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检查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等情况； 
	e)对企业自评所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描述； 
	f)对申报工厂是否符合绿色工厂要求进行评价，说明各评价指标值及是否符合评价要求情况，描述主要创建做法及工
	g)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h)评价支持材料。

	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绩效指标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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