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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

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19〕276号），《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评价

要求》行业标准被列入制定计划，项目编号：2019-1588T-QB。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归

口，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组织起草工作，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0年。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立即开展工作，广泛查阅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法规情况，为顺利

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提供基础材料。

2020年 7月，筹建《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 ，由中

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共同成立标准编制组，工作组结合《绿色工厂评

价通则》(GB/T 36132)以及葡萄酒行业特点，开展了调研基础工作，全面调研了葡萄酒

工业的排污节点、排放方式、污染物排放现状以及污染防治技术等，编写形了成标准

草案稿。

2021年 4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召

开标准首次工作会，讨论标准制定工作方案和思路，对标准草案进行研讨和修改，进

一步完善了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指标评价表，并落实具体工作任务。随后，9月起草组

通过开展《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行业标准指标数据调研工作，进一步完善

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的具体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

2022年 1月 6日，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起草组专家以网络会议

方式召开《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讨论会。形成了标准

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22年 1月，起草工作组将征求意见稿发给酿酒标委会委员单位及相关专家并在

网站（www.scff.org.cn）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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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① 标准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② 要结合国情和产品特点；

③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④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2、主要内容的说明

1）标准框架

本文件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评价要求、评价

方法及程序、评价报告共 7 个部分。标准的附录 A 和附录 B 均为资料性附录，分别给

出了绩效指标计算方法以及评价指标计分方法，是绿色工厂评价的主要依据。

2）范围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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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本文件适用于葡萄酒工业的创建与评价工作，并作为企业创建绿色工厂的指导性

要求。本文件不适用于葡萄酒酒庄的评价工作。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参考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酒、饮料制造工业》(HJ 1028—

2019)以及《酒类制造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对“葡萄酒工业”进行了

定义，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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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制造的实施主体，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

心支撑单元，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绿色工厂应该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以及生

产过程中人的职业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引入生命周期思想，优先选用绿色原料、工艺、

技艺和设备。评价总体结构与《绿色工厂评价导则》（GB/T 36132）提出的相关通则

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保持一致。2018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饮料酒制造业污染防治技

术政策》【公告 2018 年 第 7号】中提出的饮料酒制造业污染防治应遵循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的原则，采用源头控制、生产过程减排、废物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治理的

全过程综合污染防治技术路线，强化工艺清洁、资源循环利用。因此对葡萄酒工业绿

色工厂评价工作做出总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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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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采取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

 定性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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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侧重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节能环保、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要求。

 定量指标：绩效，主要侧重满足工厂层面的绿色特性指标要求。

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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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入要求：为一票否决项，葡萄酒工厂满足基本要求后才有资质进行绿色工厂评价，

即准入前置条件。

准入要求指标数量：共 1个一级指标、2个二级指标、9个具体要求。

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关键要素） 具体要求 权重

准入

要求
基本要求 2项：合规性与相关方、管理职责 9项必选 一票否决

评价要求：给出葡萄酒企业进行绿色工厂评价的指标及要求，主要是根据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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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厅节函〔2016〕586 号）

文件中的“绿色工厂评价要求”。以及部分评价指标参考《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

业》（HJ 452-2008）、《酿造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575-2010）、《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酒、饮料制造

工业》(HJ 1028—2019)，以及《酒类制造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和《葡

萄酒、黄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要求和《酒、饮料工业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饮料酒制造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工业项目建设用地

控制指标》、《食品工业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等国家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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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分为①至⑥，设置评价权重值，权重分值满分 100 分。二级指标是一级指

标的细化，分为“必选”和“可选”两个指标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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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的分值如下：

①基础设施：20 分

②管理体系：15 分

③能源资源投入：15 分

④产品：10 分

⑤环境排放：10 分

⑥绩效：30 分

评价要求指标数量：共 6个一级指标、30 个二级指标、88 个具体要求。

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关键要素） 具体要求 权重

评价

要求

①基础设施要求

7项：建筑、照明、工艺及设施、

专用设备、通用用能设备、计量

设备、环境设备

18项必选

7项可选
20%

②管理体系要求

6项：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能源管理体系、社会责任、信息

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

4项必选

6项可选
15%

③能源与资源投

入要求

3项：能源投入、资源投入、采

购

6项必选

7项可选
15%

④产品要求
3项：一般要求、生态设计、减

碳

2项必选

4项可选
10%

⑤环境排放要求
6项：一般要求、大气、水体、

固废、噪声、温室气体

12项必选

2项可选
10%

⑥绩效要求

5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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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项必选

7项可选
30%

合计 6 30 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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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各指标的制定具体依据如下：

 基本要求

①合规性与相关方

合规性要求是绿色工厂评价的基础，必须符合合规性要求才有开展绿色工厂评价的

意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对安全生产、环境排放等企业生产的基

本要素提出要求。

②管理职责

本标准中的基础管理职责主要参考《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 36132）的要求编制。

 基础设施

目前，葡萄酒行业各企业技术路线、生产设施、辅助设施、设备设施等各方面仍存

在各种差异，因此本标准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建筑及规划布局、装置规模、工艺路线、

主要耗能设备、计量设备、照明等方面的条件和特点，设置二级指标和具体要求。

①建筑

本标准中关于建筑的要求主要根据《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的要求编

写。

②照明

照明系统为建筑系统主要能耗点，同时也是《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工信厅节函

[2016]586 号附件 1） 中重要的一个评价指标，故本标准也将其单列在内，并结合行

业特点对光源、灯具、控制方式等提出要求。

③工艺及设备设施

本标准中关于葡萄酒生产工艺及设施的要求主要根据《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的要求编写，并结合葡萄酒行业现状，参考了《饮料酒制造业污染防治技术政

策》（环境保护部 [2018]第 7 号公告）关于葡萄酒制造业生产过程污染防控的相关要

求 。

④专用设备

本标准中关于设备的要求主要根据《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的要求编

写，结合葡萄酒行业现状，对智能化装备提出具体要求。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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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⑤通用用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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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关于通用用能设备的要求主要根据《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

的要求编写。

⑥计量设备

根据国家《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及《用水

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2009）等标准，结合葡萄酒行业现状，

对企业计量设施，尤其是能源计量提出要求。

⑦环保设备

参考《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的要求编写。

 管理体系

结合《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工信厅节函[2016] 586 号 附件 1）及行业特点，规

定了工厂应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

共四个管理体系要求。

同时考虑到葡萄酒行业对环境存在影响，企业建立绿色发展理念应向社会承诺并公

开履行，故将社会责任也一并纳入到管理体系考核范围内。并鼓励传统行业的向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管理转型，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能源与资源投入

①能源投入

能源投入主要参考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的要求编写，根据《清

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 - 2008）增加了“葡萄酒工业耗电量”的要求。

三级指标作为必选值，二级和一级指标分别作为提高值可选，见表 1。

表 1 葡萄酒工业耗电量指标要求（单位：kW·h/kL）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耗电量 ≤ 100.0 140.0 200.0

②资源投入

主要根据《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的要求编写，并结合行业的实际情

况，根据《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 - 2008）增加了“葡萄酒出汁率、

出酒率的相关要求，三级指标作为本标准的指标设定依据，在确保葡萄酒品质的前提下，

提高出汁率和出酒率，可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葡萄的出汁率与葡萄的产量有关，而

葡萄的产量与年份、气候、环境相关，所以该指标按近三年的平均值进行设定，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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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实际生产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指标要求。结合调研数据结果，修改

白葡萄出汁率、出酒率，同时增加冰葡萄酒出汁率、出酒率的指标要求。见表 2；

表 2 葡萄酒工业葡萄出汁率、出酒率指标要求

指标 HJ 452-2008 三级指标 本标准

葡萄出

汁率（%）

≥

红葡萄酒 65 65

桃红葡萄酒 63 63

白葡萄酒 60 70

山葡萄酒 40 40

冰葡萄酒 30 30

出酒率

（%）≥

红葡萄酒 60 60

桃红葡萄酒 58 58

白葡萄酒 55 65

山葡萄酒 35 35

冰葡萄酒 26 26

增加了“葡萄酒工业耗水量”的要求。三级指标作为必选值，二级和一级指标分别

作为提高值可选，见表 3。

表 3 葡萄酒工业耗水量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耗水量 （m3/kL） ≤ 2.0 4.0 6.0

同时要求工厂应按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GB 23350-2021）

的要求，葡萄酒净含量大于 50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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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使用生态设计型和环境友好型

食品包装材料”。

③采购

本标准中关于采购的要求主要根据《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的要求编

写。结合行业特点，考虑与产品全生命周期有关的材料、半成品、外购件和包装物等，

并增加了对“主动推进供应链、相关方的绿色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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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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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生态设计

本标准中关于生态设计的要求主要根据《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的要

求编写，并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工厂宜选用绿色原料（水果等），突出原料

的优良特性”。

③有害物质的使用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要求，产品原辅料、食品接触材料、外包装物等中不应出现有害

物质的使用，因此本标准对该项不进行约束。

④减碳

产品的生产、运输和加工都会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应当意识到这些行为对自

然界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标准为鼓励企业提高能源意识、贯彻环保理念，同时建议企业

标明其产品的碳排放量，以提高上下游行业的环保意识。

 环境排放

葡萄酒行业的环境问题主要为水污染物污染，其废水主要包括工艺废水、清洗废水、

冷却废水等。分别设置二级指标并提出评价要求：①一般要求、②大气污染物、③固体

废物、④噪声、⑤温室气体。

葡萄酒行业对应实施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工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等。

 绩效

绩效指标包括：①用地集约化、②生产洁净化、③原料无害化、④废物资源化、⑤

能源低碳化五个部分。主要以《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 - 2008）和《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酒、饮料制造工业》(HJ 1028—2019)为基础，结合近年

来葡萄酒行业的发展现状，对指标内容和指标值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及更新。此外，起

草组还组织大量企业参与调研。部分指标目前尚无相关的标准依据，以企业的调研结果

作为技术指标的评价要求。各绩效指标判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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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用地集约化

用地集约化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三项指标。计算方

法参考 GB/T 36132（绿色工厂评价通则）附录 A。

①容积率

容积率的基础性要求为指标指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

即应不低于 1.0。预期性要求为达到《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的 1.2倍及

以上，2倍及以上为满分。即分别达到 1.2及 2.0的要求。

②建筑密度

根据《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工信厅节函[2016]586 号附件 1），工厂建筑密

度的基础性要求为 30%，提高性要求为 40%。

③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为全面了解本行业污染物排放现况，通过发放调查表、现场调研、资料文献调

研、专家咨询等方式，对河北、山东、新疆、宁夏、甘肃等省市的部分葡萄酒企业

进行了调研，包括原酒生产企业、加工灌装企业、原酒生产+加工灌装企业，以及

涵盖：大型企业（10000千升以上）、中型企业（5000~10000千升）、小型企业（5000

千升以下）、酒庄。调研内容包括基本概况、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生产工艺及污染

防治技术、末端治理技术和排污情况等。

目前关于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尚无相关的标准作为参考。起草组进行了行业调

研结果如表 1所示：

规模
葡萄酒的年产

量（千升/年）

生产占地面积

（㎡）

葡萄酒的年产值

（万元/年）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元/㎡）

中型 6,960 14,595 51,16 3,505

酒庄 69 3,641 9,65.5 2,652

中型 3,729 25,692 44,00 1,713

大型 55,382 270,000 1,663,03 6,159

中型 6,168 31,206 22,46 720

中型 5,178 40,000 101,42 2,536

中型 8,079 20,371 147,38.32 7,235

小型 928 21,054 49,18 2,336

酒庄 414 23,433 42,86.62 1,829

大型 15,000 70,000 455,16.2 6,502

根据葡萄酒制造业的性质和规模不同，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差异较大，从调研资

料中也无法获得确证数据范围值。因此采用以下方式判定分值。即单位用地面积产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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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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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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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原料无害化

按照 GB/T 39259-2020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物料清单要求》

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物料是指与产品全生命周期有关的材

料、毛坯、半成品、外协件、外购件和包装物等的总称。主要物料结合行业或产品

特点确定，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类：构成产品的主要物料、用量大的包装物

和用量大的辅助材料。

原料无害化指绿色物料使用率，绿色物料宜选自省级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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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物料使用率计算方法参考 GB/T 36132（绿色工厂评价

通则）附录 A。绿色物料使用率宜不低于 30%。

C、生产洁净化

葡萄酒生产过程通常会产生大量的废水，一般生产 1千升葡萄会产生 3~5吨废

水。葡萄酒生产企业废水主要来自破碎、压榨、发酵和过滤各工序的排水：车间冲

洗水、发酵罐冷却水和生活污水等。其含有的溶解性有机物依加工进程的不同而有

很大变化，特征水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 COD、氨氮、总氮、总磷。因此生产洁净

化的指标选取了包括废水产生量、固体废物产生量和水污染物排放量限值等。

废水产生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依据《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 -

2008）中规定的废水产生量、皮渣及发酵渣生产量的三级指标作为必选，二级和一

级指标分别作为提高值可选。

表 4 葡萄酒工业废水产生量、皮渣及发酵渣生产量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废水产生量/（m
3
/kL） ≤ 1.8 3.6 5.2

末端处理

前皮渣及发酵渣产生量

/(t/kL) ≤

红、桃、白葡萄酒、冰

葡萄酒
0.4 0.5 0.7

山葡萄酒 1.2 1.5 1.9

水污染物排放量限值是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酒、饮料制造工

业》(HJ 1028—2019)中规定的化学需氧量 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限值作为

判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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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葡萄酒工业排污单位单位产品水污染物排放量限值（单位；g/kL 产品）

指标 直接 间接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化学需氧量 COD 550 2750

末端处理后
氨氮 82.5 247.5

总氮 137.5 385

总磷 5.5 44

D、废物资源化

葡萄酒酿造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有皮渣、酒泥，过滤介质，以及包装材料、

玻璃瓶、纸板等。葡萄酒酿造过程中用水主要包括锅炉用水、工艺用水、清洗用水

和冷却用水，其中水量最大的是冷却用水，占工业用水的 90%以上。因此，废物资

源化指标选取了皮渣及发酵渣回收利用率、冷却水循环利用率等。

《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HJ 452 - 2008）中规定了皮渣及发酵渣回收

利用率、冷却水循环利用率的指标。三级指标作为必选，二级和一级指标分别作为

提高值可选。

表 6 葡萄酒工业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单位：%）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皮渣及发酵渣回收利用率 100.0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 95.0 90.0 80.0

E、能源低碳化

能源低碳化指标选取了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综合能耗指标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

6）评价程序

对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程序进行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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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以工厂为主体的绿色工厂创建和自评价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工厂需要对照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逐项进行自我衡量是否已经达到要求，未达到要求的是否能够通过

努力而达到要求。工厂需要根据工信部发布的“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模版”并对照“绿

色工厂评价指标”对工厂进行自我评价，完成《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

第二步是以第三方机构为主体的第三方评价工作。在工厂完成自评价工作之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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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工信部发布的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名单或其他有经验的机构中选择一

家作为第三方对《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进行现场审核和评价。第三方机构将根据绿色

工厂评价指标向工厂提出需要提交的资料清单，工厂进行相应准备。在资料准备齐全之

后，双方协定时间，第三方机构组成评价组到现场进行勘察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在

工信部发布的“绿色工厂第三方评价报告模版”的基础上完成《绿色工厂第三方评价报

告》。

第三步是以各级主管部分为主体的评审、筛选及上报工作。在《绿色工厂自评价报

告》和《绿色工厂第三方评价报告》都完成后，工厂需待工信部发布“关于推荐绿色制

造名单的通知”后，将这两份盖章版报告提交给基层主管部门，即县级工信部门。县级

工信部门经过初步评审筛选之后逐级上报给市级、省级工信部门和国家工信部。市级和

省级工信部门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评审和筛选，优中选优进行上报，最终上报到工信

部，报告将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最终评选出国家级绿色工厂。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共 100 分。如果企业申请国家级绿色工厂项目，建议企业自评

价以及第三方评价的分值宜不低于 95 分。

7）评价报告

对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报告的内容进行规范。

8）附录

附录 A 对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绩效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规范，附录 B 对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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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计分方法进行了规范。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 1-12月，全国规模以上葡萄酒生产企业完成酿酒总

产量 62.91万千升，纳入到国家统计局范畴的规模以上葡萄酒企业 212家，累计完成销

售收入 288.51亿元，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30.63亿元。葡萄酒行业是我国饮料酒行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

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提出“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

国的重要着力点，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

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为

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加快推进

绿色发展，工信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了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内容，并明确要求，优先在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机械、汽车、轻工、食

品、纺织、医药、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选择一批工作基础好、代表性强的企业开展绿色

工厂创建。按照行业特性出台统一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对绿色工厂进行评价，将有助

于企业综合评价自身绿色发展水平，引导和规范企业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本文件作为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评价标准，是绿色工厂系列标准之一，符合我国绿

色制造标准体系的建设要求，是推动葡萄酒工业制造绿色化，实现葡萄酒工业绿色发展

的重要抓手。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力促进企业在低碳发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发展、安全生产

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依据此标准进行绿色工厂评价活动，可以系统评价工业企业生产过

程的能源、资源使用情况，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节能、节水、节材、减少污染物排放等

工作，有利于推动葡萄酒制造企业的绿色发展。例如可以有效治理：源头及生产过程污

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固废等；通过重点量化指标，有效的促进和监督企业清洁生产

的实施。引导葡萄酒制造业在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技术方面得到完善和提升。

本标准根据绿色工厂评价的总体要求，针对我国葡萄酒行业工厂缺少绿色工厂的科

学评价规范的问题，结合行业实际发展情况，提出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

为我国葡萄酒行业绿色工厂建设、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提升我国

葡萄酒行业企业规范化建设水平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促进葡萄酒行业健康、有序、绿

色发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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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文件的制定为葡萄酒工业绿色工厂的创建和评价提供了科学性、综合性、系统性

的标准依据，有助于推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有力引导、规范并促进我国

葡萄酒工业积极实施绿色制造，从而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清洁生产工艺方面，酿酒原料酶处理技术、控温发酵技术、错流膜过滤技术和 CIP

清洗技术等积极的推广和使用，在酿造装备方面，引导使用国际先进设备，提高葡萄酒

产业机械化程度，降低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量。在末端治理和综合利用方面，例如

对洗瓶废水单独收集经深度处理后循环利用；综合废水经深度处理后用于葡萄园、果树

的灌溉、厂区绿化和厕所冲洗等，实现废水不外排；利用葡萄酒皮渣生产原花青素、葡

萄籽油等，建立集种植、加工、销售、衍生产品开发全产业链生产体系。

绿色工厂的建立有利于建立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行业绿色制造体系，符合国

家新时代发展战略，低碳、绿色技术给企业在未来市场中提供强有力的生存能力，借助

低碳经济能帮助企业未来发展，“绿色酒厂”的建立则是实现企业低碳经济的重要一步。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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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体系编号为：GM-12-02-01-003），位于绿色制造标准体系“2 绿色工厂”

中“2.1 绿色工厂规划方面的标准”。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文件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