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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行业能耗专项监察工作手册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印发

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节函

〔2020〕1号），指导各地深入开展聚氯乙烯企业能耗专项监

察工作，特制定本手册。

一、监察对象和内容

（一）监察对象

所有聚氯乙烯树脂生产企业。

1.监察的产品

聚氯乙烯树脂。

2.监察的工序

电石法：采用电石法生产工艺的聚氯乙烯树脂生产系

统，包括电石破碎、乙炔制备、电石渣浆压滤、氯化氢合成、

氯乙烯合成、氯乙烯精馏、回收盐酸脱吸等工序（单元），

以及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系统。

乙烯法：采用乙烯法生产工艺的聚氯乙烯树脂生产系

统，包括直接氯化、乙烯氧氯化、二氯乙烷精馏、二氯乙烷

裂解、氯乙烯精馏、氯化氢回收、残液焚烧等工序（单元），

以及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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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法：采用单体法生产工艺的聚氯乙烯树脂生产系

统，包括氯乙烯等原料进入工序开始，到聚氯乙烯树脂成品

计量入库的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艺过程和设备，以及辅助

生产和附属生产系统。

联合法：采用联合法生产工艺的聚氯乙烯树脂生产系

统，包括二氯乙烷、电石等原料进入工序开始，到聚氯乙烯

树脂成品计量入库的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艺过程和设备，

以及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系统。

（二）监察内容

1.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

2. 淘汰落后制度执行情况。

3.能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包括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立、

能源管理岗位设立和能源管理负责人聘任备案等情况。

4.执行能源计量制度情况，包括能源计量管理体系相关

文件建立情况、能源计量网络点的设置和分布情况、能源计

量器具配备率，周检率达标等情况。

5.执行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包括能源统计分析制度

建立执行情况，能耗、物耗、产成品统计等情况。

6.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开展情况。

二、监察工作程序

（一）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查，向地方主管部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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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监察机构）提交自查报告（见附件 1）。

（二）地方主管部门委托节能监察机构对企业自查报告

进行初审，按有关要求实施现场监察。

（三）节能监察机构根据初审及现场监察情况，编制节

能监察报告（见附件 2），报送地方主管部门。

（四）省级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编制专项节能监察

工作报告，按时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执行标准及能耗计算

（一）执行标准

《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0527-2014）；

《悬浮法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GB/T 5761-2018）；

《聚氯乙烯糊用树脂》（GB 15592-200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二）能耗统计范围

包括原料制备单元、聚氯乙烯树脂生产单位、成品精制

与包装单元，以及三废处理工序、配套公用工程等工序物料

输送、工艺、供排水、辅助设备及照明等所有能源消耗量。

（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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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耗计算

用于生产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消耗总量包括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用能，不包括基建、技改等项

目建设消耗的、生产界区内回收利用的和向外输出的能源

量。

通过各工序统计台账和报表，核实聚氯乙烯生产装置消

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

企业综合能耗的计算按照《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的规定执行。

聚氯乙烯企业能源消耗量统计计算按照《聚氯乙烯树脂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527-2014）中 5.2 计算。应

分别统计原料制备单元、生产单位、成品精制与包装单元，

以及三废处理工序、配套公用工程等工序物料输送、工艺、

供排水、辅助设备及照明等所有能源消耗量。

2. 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产品产量计算

产品技术指标、质量等级产品要求执行《悬浮法通用型

聚氯乙烯树脂》（GB/T 5761-2018）标准。

所有产品产量均以吨（t）为计量单位，以企业统计部门

正式上报的数据为准。

3. 糊用聚氯乙烯树脂产品产量计算

产品技术指标、质量等级产品要求执行《聚氯乙烯糊用

树脂》（GB 15592-2008）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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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产品产量均以吨（t）为计量单位，以企业统计部门

正式上报的数据为准。

4. 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各种能源（包括生产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折标系数和

折算标准煤量方法按照《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GB 30527-2014）确定和计算。

四、企业自查及初审

（一）企业自查

企业应按有关要求开展自查工作，编制自查报告。自查

报告格式内容见附件 1（填写表 1-1至表 1-7），并报地方主

管部门。

（二）监察机构初审

节能监察机构重点审查企业自查报告的信息填写完整

性，数据前后的一致性、能耗数据计算范围和过程的准确性、

能耗限额对标达标情况。具体审查内容和要求如下：

1．企业概况

审查（表 1-1、1-2、1-3）填报内容的完整性。包括企业

统计核查年度生产规模、主要工序和装备、产品产量、综合

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耗种类及数量等。

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情况

审查（表 1-5）填报内容是否全面、完整。包括企业能



6

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及培训、上岗情况、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

表，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网络图、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3．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

审查（表 1-4）填报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包括企业

能源统计管理分析制度、按生产工序的各种能源消费统计

年、月报表、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编制和上报情况。

4．企业能源管理现状

审查（表 1-7）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评价）及建立

运行情况、能源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能源管理机

构及人员、能源管控中心建设等情况。

5．淘汰落后工艺、设备，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情况

审查（表 1-3）填报相关落后工艺、设备情况及主要用

能设备能效情况的完整性、准确性。

6．节能技术改造内容及完成情况

审查（表 1-6）填报内容的完整性。

7．存在的问题及改进计划或措施情况

审查企业是否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制定了明确的整改措

施，审查整改措施的可行性、落实情况等。

五、现场监察

（一）核查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报表

核查企业统计核查年度产品合格产量、生产单元、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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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统计年报和 1-12月份月报表，并视月报表情况随机

抽查至少一个月的生产和能源统计日报，检验月报的准确

性，再抽查该月任意 3日或任意一周的统计记录与班组消耗

记录比对，确定日或周记录的真实性，同月各日或各周统计

记录之和应与月统计数据一致，各月统计数据之和应与年统

计报表数据一致。

核查企业能源统计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包括能源统计

月分析制度及用能统计分析情况。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编制情

况，包括报告内容的规范性、完整性、真实性，以及按要求

上报情况。

（二）核算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核查企业能源和耗能工质折标系数选取情况，包括选取

的数值和依据。依据《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0527-2014）及《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要求，核查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能耗实际值与单位产品能

耗限额标准的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进行比较，核查企业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

核查企业特殊情况的证明材料。

（三）核查企业能源计量情况

1．核查企业能源计量管理有关文件

包括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岗位职责、能源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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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培训和资格证书、能源计量器具台账或档案、检定

证书、能源计量原始数据等书面资料。计量器具自校部分，

校准周期不应超过一年，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检定周期应

符合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在检定周期内的计量器具，其

计量记录统计数据不应作为核查依据。

2．核实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完好率、检定率及运行

情况

核查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抽查能源计量器具一览

表、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核查能源计量原

始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

3．核查能源计量网络点的分布情况

现场应对主要能源种类的能源流向进行了解，确定各产

品生产界区，结合能源流向对各类能源计量网络图进行审

核。审查各类能源、耗能工质及水的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

集点的设置情况。对聚氯乙烯树脂合格品入库计量装置或销

售磅秤的安装、使用情况进行了解确认。通过各级用能单位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分表，确认各类能源、耗能工质及水的主

要计量点。按照能源计量网络图和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一览

表，对主要计量器具安装点、计量器具编号标签进行检查。

（四）企业执行淘汰落后制度情况

1．查验企业相关资料和设备台账

通过对生产技术资料、项目资料（项目可研报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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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节能评估报告、项目验收报告等）查阅、复印，

确认：聚氯乙烯树脂生产装置建设日期和规模；聚氯乙烯树

脂生产工艺及三废处理措施；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本）》、《氯碱（烧碱、聚氯乙烯）行业准入条

件》等。

通过设备台账和现场查验、拍照、复印，比对《高耗能

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至四批），核查属

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机电设备在用数量、规格型号、功率、

生产日期、安装位置等信息，重点核查企业是否有 2003 年

以前生产的明令淘汰电机在使用。现场随机抽查应不少于 5

台以上电机，核查其型号、功率、生产日期是否与设备表一

致；核查配电变压器的型号、规格以及生产日期，比对《高

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至四批），核

查企业是否有明令淘汰的变压器在使用。

2．现场抽查企业主要装备规格、数量

通过现场对生产装置的查验、拍照，抽查企业主要装备

规格、数量等。

（五）核查企业能源管理情况

核查能源管理有关制度和文件，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及认

证情况，能源管理人员任用及培训情况，能源管控中心建设

情况等。

（六）核查企业开展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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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核查能效对标组织领导机构设立、对标标杆选定、

对标方案制定、规章制度建立及对标达标活动成效等方面的

内容。

（七）相关资料收集

对于监察过程中获取的，直接支持监察结论的重要信息

（如相关的原始表单、台账记录等），要通过复印、拍照等

方式形成监察证据，进行留存，并整理归档。可视情况调查

询问相关人员，核实相关情况。

（八）现场监察结果

监察组现场填写表 2-1、2-2、2-3，经确认无误后，由企

业负责人、监察组长、监察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六、监察结果及上报

节能监察机构完成现场监察后，编制每家企业的节能监

察报告。在此基础上，省级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核实违

法用能行为及整改要求，梳理监察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政策建议等，填写聚氯乙烯行业节能监察结果汇总表（见附

件 3），编写本省专项监察工作报告，按期上报工业和信息

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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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企业自查报告摸板

聚氯乙烯行业节能监察

××公司自查报告

1．企业概况

企业统计核查年度生产规模、主要工序和装备、产品产

量、综合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耗种类及数量（填报表 1-1、

1-2、1-3内容）。

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情况

企业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及培训、

上岗情况、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

统计汇总表，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网络图、能源计量器具

一览表（填报表 1-5内容）。

3．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

企业能源统计管理分析制度、按生产工序和或生产单元

的各种能源消费统计月、年报表。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编制和

上报情况说明（填报表 1-4数据）。

4．单位产品能耗核算及能耗限额标准对标达标情况

列出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过程。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对标分析及变化说明（填报表 1-4数据）。

5．企业能源管理现状



12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立运行及认证情况、能源管理制度

建立及执行情况，能源管理机构及人员情况，节能目标责任

制建立情况、能源管控中心建设等（填报表 1-7内容）。

6．淘汰落后工艺、设备，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情况

相关落后工艺、设备在用情况及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情况

说明（填报表 1-3内容）。

7．节能技术改造内容及完成情况

节能技术改造内容及完成情况说明（填报表 1-6内容）。

8．存在的问题及改进计划或措施

企业能源管理和利用存在问题以及相应的整改措施。对

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单位产品能耗，应提出明确的

节能整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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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查填报表

表 1-1 聚氯乙烯企业基本信息表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邮 编

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能源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企业类型
内资（□国有 □集体 □民营） □中外合资

□港澳台资 □外商独资 □其他

原料类型 □电石法 □乙烯法 □单体法 □联合法

二、（核查年度）企业能耗指标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按照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执行）

年工业总产值（万元）

年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tce）

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生产线产能（t）

糊用聚氯乙烯树脂生产线产能（t）

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年产量（t）

糊用聚氯乙烯树脂年产量（t）

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糊用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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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聚氯乙烯产品生产线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序号 产品名称 工艺路线
设计产能

（t/a） 建设日期
产品产量

(t) 备注

1 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

2 糊用聚氯乙烯树脂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15

表 1-3 聚氯乙烯树脂产品主要用能设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序

号
生产工序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

数量

（台套）

年运行时

间（h）
配套电机

数量（台）

配套电机

总功率

（kW）

是否属

于淘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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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聚氯乙烯树脂产品综合能耗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序号 产品名称 工艺路线 合格产品产量(t) 产品综合能耗（tce）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备注

1

通用型聚氯

乙烯树脂

电石法

2 乙烯法

3 单体法

4 联合法

5

糊用聚氯乙

烯树脂

电石法

6 乙烯法

7 单体法

8 联合法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按照 GB 30527-2014确定和计算。分别统计产品产量和核算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2.按照能耗限额标准规定的范围和边界。

3.有大修、非正常停机等情况应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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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聚氯乙烯树脂企业能源计量器具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进出用能单位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进出主要

次级用能单位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应配数 实配数 完好数 备注

主要用能设备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项目 要求 是或否

能源计量制度 是否建立能源计量管理体系，并形成文件

能源计量人员 是否有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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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专人负责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

能源计量器具

是否有完整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是否建立符合规定的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是否在有效检定期内

计量精度是否符合GB 17167标准要求

能源计量数据

是否建立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能源统计报表是否规范、齐全

是否有用于能源计量数据记录的标准表格样式

是否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了能源计量数据中心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应按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中有关主要次级用

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能耗（或功率）限定值进行判定。

2.计量器具类别：衡器、电能表、油流量表（装置）、气体流量表（装置）、水流量表（装置）等。

3.运行状态：正常、维护、停用。

4.能源种类：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焦炭、煤气、热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生物质能和其他直接或通过加工、

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5.填报单位应详细注明计量器具安装使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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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聚氯乙烯行业生产线节能项目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序号 主要节能措施、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实施时间
总投资

（万元）

节能效果

（tce/a）

1

2

3

4

……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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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一、能源管理体系

是否建立 建立时间

是否通过

认证

（适用时）

通过认证时间

（适用时）

认证机构

（适用时）

是否通过

评价

（适用时）

通过评价时间

（适用时）

评价机构

（适用时）

运行情况

二、能源管控中心（适用时）

是否建立 建立时间 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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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运行情况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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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节能监察报告模板

聚氯乙烯行业节能监察

××企业节能监察报告

一、基本情况

1．企业的基本情况

包括企业名称，生产装置（工序）的设计产能和投产时

间，核查年度年主要经济指标、产品产量、综合能源消费量、

工序能耗达标情况等。

2．监察工作开展情况

包括监察依据、监察机构名称，监察组成员，监察方式、

监察时间等。

二、监察内容

1．企业能源消耗情况，余热余压利用情况，单位产品

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

2．能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包括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

立、能源管理岗位设立和能源管理负责人聘任备案等情况。

3．执行能源计量制度情况，包括能源计量管理体系相

关文件建立情况、能源计量网络点的设置和分布情况、能源

计量器具配备率，周检率达标等情况。

4．执行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包括能源统计分析制

度建立执行情况，能耗、物耗、产成品统计等情况。

5．执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情况，包括企业能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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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状况报告编制和规范情况，报告按要求上报等情况。

6．开展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情况。

7．能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包括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

立、能源管理岗位设立和能源管理负责人任用等情况。

8．执行能源计量制度情况，包括能源计量管理相关制

度文件建立情况、计量网络点的设置和分布情况、能源计量

器具配备率，周检率达标等情况。

9．执行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包括能源统计管理分

析制度建立执行情况，能耗、物耗、产成品统计等情况。

10．执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情况，包括项

目节能评估报告编制和节能审查等情况。

三、监察过程

1．准备阶段

确定监察方式、组成监察组、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监察

时间、送达《节能监察通知书》、现场监察前准备（包括初

审企业自查报告、人员分工、准备执法文书、工作要求等）。

2．现场阶段

召开首次会议、查验资料（核实自查表中信息数据的真

实性、核查企业的原始凭证）、核算主要产品产量、能源消

耗、单位产品能耗，制作《现场监察笔录》（应详细记载现

场监察每个环节），召开末次会议。

四、监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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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察结论

对监察结果及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叙述，以及企业对问

题的确认和回应等。

2．处理意见或建议

针对发现的问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具体到条

款），对企业的违法行为或不合理用能行为，提出意见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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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聚氯乙烯企业能耗限额监察现场核查表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人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核查机构名称

核查人员、职务及

联系方式

一、企业能源统计台账

和报表的核查

二、企业能源计量台账

和制度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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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装备和节能设

施现场的核查

四、企业能源管理情况

的现场核查

五、现场核查结论

企业主管负责人签字： 核查小组组长签字： 节能监察现场核查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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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能耗限额达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指标名称 企业实际值
能耗限额标准

限定值

能耗限额标准准

入值

能耗限额标准

先进值

达到能耗限额

标准级别

1 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kgce/t）

电石法 ≤285 ≤193 ≤193

乙烯法/联合法 ≤640 ≤620 ≤620

单体法 ≤230 ≤175 ≤175

2 糊用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kgce/t）

电石法 ≤500 ≤450 ≤450

乙烯法/联合法 ≤1150 ≤950 ≤950

单体法 ≤435 ≤385 ≤385

企业意见（盖章）

监察组长签字

监察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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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主要机电设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设备 在用数量（台）
在用总功率

（kW）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

标准限定值的用能设

备数量（台）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

标准限定值的用能设

备总功率（kW）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标准限

定值的用能设备主要情况

电机

风机

空压机

泵

变压器
在用数量（台）

在用总容量

（kVA）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

标准限定值的用能设

备数量（台）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

标准限定值的用能设

备总容量（KVA）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标准限

定值的变压器主要情况

其他主要

机电设备

机电设备种类

及在用数量

（台）

在用总功率

（kW）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

标准限定值的用能设

备数量（台）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

标准限定值的用能设

备总功率（kW）

在用不符合国家能效标准限

定值的用能设备主要情况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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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聚氯乙烯行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

表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聚氯乙烯行业企业

能耗达标情况汇总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盖章） 监察年度：

序号 内容 数据

1 聚氯乙烯行业

总体情况

企业数量（家）

2 产量（吨）

3
聚氯乙烯树脂单

位产品综合能耗

达标企业数量（家）

4 达标率（%）

填报人： 监察机构负责人：

主管部门审核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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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省（自治区、直辖市）聚氯乙烯行业能耗专项监察统计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盖章） 监察年度：

序号
监察任务

量（家）

实际监察量

（家）

超标企业家

（家）
超标企业处理措施 监察中发现的问题 工作建议 备注

1

填报人： 监察机构负责人： 主管部门审核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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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参阅材料

参阅材料

1．《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工信部节函

2020〔1〕号）

2．《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527-2014）

3．《悬浮法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GB/T 5761-2018）

4．《聚氯乙烯糊用树脂》（GB 15592-2008）

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6．《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7．《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8．《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至四

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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