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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行业能耗专项监察工作手册

为贯彻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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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深入开展啤酒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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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麦芽、水为主要原料，加啤酒花（包括啤酒花制品），经

酵母发酵酿制生产啤酒的企业。

（二）监察内容

企业执行啤酒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设备（产品）

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情况；执行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消费

统计制度情况；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开展能效水平对标达标

活动情况等。

二、监察工作程序

（一）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查，向地方工业节能主管

部门（或节能监察机构）提交自查报告（附件 1）；

（二）地方工业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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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报送地方工业节能主管部门；

（四）省级工业节能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编制“专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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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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204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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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至四批）；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2012）；

《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254-2013）；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2013）；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2007）；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2009）；

《 容 积 式 空 气 压 缩 机 能 效 限 定 值 及 能 效 等 级 》

（GB19153-2009）；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500-2009）。

（二）能耗统计范围

啤酒综合能耗主要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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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系统所消耗的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以及耗能工质，不包

括生活和其他作业用能。

1.啤酒生产系统包括粉碎、糖化、煮沸、发酵、过滤、灌装、

杀菌、包装以及清洗等。

2.啤酒辅助生产系统包括为满足啤酒生产需要而配置的工

艺过程、设备和设施，包括动力、供电、机修、供水、供气、

制冷、仪表以及安全和环保装置等。

3.啤酒附属生产系统：包括为啤酒生产系统配置的指挥系统

和服务系统，包括仓储系统、厂区内运输系统、办公室、操作

室、休息室、更衣室、中控室、检验室等。

4.生活用能是指企业系统内的宿舍、学校、食堂、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教育等直接用于生活方面的能耗。

5.能耗量的统计、核算应包括各个生产环节和系统，既不应

重复，也不应漏计。

（三）单位产品能耗计算

1.啤酒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啤酒产品综合能耗等于统计期内啤酒生产过程中所输入的

各种能量减去啤酒生产过程中回收并供统计范围外装置利用的

能量。啤酒产品综合能耗按下式计算：

� u
�um

�

��� × ��� �
�um

�

��䲸 ×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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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产品综合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

���—啤酒产品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i种能源实物量；

��䲸—啤酒产品生产过程中回收并供统计范围外装置利用的

第 r种能源实物量；

��—输入的第 i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

��—生产过程中回收并供统计范围外装置利用的第 r种能

源折算标准煤系数；

�—生产系统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生产过程中回收并供统计范围外装置利用的能源种类

数量。

2.啤酒产品产量计算

在统计期内符合《啤酒》（GB 4927-2008）质量要求的产品，

产品产量以 11°P（原麦汁浓度）计算。

3.啤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啤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等于统计期内啤酒产品综合能耗除

以统计期内啤酒产品产量，按下式计算：

� u
�
�

式中：

�—啤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

升（kgce/kL）；

�—啤酒产品产量（以 11°P计算），单位为千升（kL）。

四、企业自查及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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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自查

企业应按要求开展自查工作，编制自查报告，填写报告中

的表 1-1至表 1-8（附件 1），并报地方工业节能主管部门（或节

能监察机构）。

（二）监察机构初审

节能监察机构重点审查企业自查报告信息的完整性、数据

前后一致性、能耗数据计算范围和过程的准确性、能耗限额对

标达标情况等。具体审查内容和要求如下：

1．企业概况

企业简介、生产规模、投产时间，统计核查年度（如 2019

年）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

2．能源消耗情况

审查表 1-1、1-2、1-4填报是否全面完整。主要审查是否按

要求填报能源消耗量、综合能耗情况、能耗品种及数量、主要

用能设备、能源回收利用和能源输出情况等，审查各种能源和

耗能工质折标系数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3．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

审查能耗统计范围、产品产量统计、单位产品能耗计算是

否符合相关标准规定；是否按照标准的 1级、2级、3级能耗限

额等级（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对单位产品能耗进行对标。

4．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审查表 1-5 填报是否全面完整，审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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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情况和能源计量管理情况是否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要求。

5．能源管理情况

主要审查表 1-8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是否通过认证及体系具

体建设情况，能源管理规章制度是否齐全及具体执行情况，能

源管控中心建设情况等。

6．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

审查表 1-7填报内容的完整性及相关支撑材料等。

7．主要用能设备（产品）能效情况

审查表 1-3、1-6填报是否完整，主要审查用能设备型号、

功率、效率、数量、生产日期、安装位置等信息是否齐全，对

照《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高压三

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三相配电变压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相应用能产品强制性能效标准及《高

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至四批），核定企

业用能设备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情况。

8．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情况

审查企业自查发现的问题，是否制定了明确的整改措施（包

括时间表、具体负责人等），及整改措施的可行性、落实情况等。

五、现场监察

（一）核查企业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情况

1．现场收集验证统计数据



7

核查企业生产和能源消费统计日报、月报和年报情况。核

查各主要生产工序生产和能源统计月报，检验年报的准确性。

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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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该月 1-3 天的生产原始记录，检验原始记录与

日报的一致性。

2．验证能源折标系数

企业各类能源低位发热量应优先采用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

的检测值，若采用企业自测值，应落实企业检测实验仪器检定

情况、测试方法及实验人员资格情况，企业不能提供以上检测

数据的，能源低位发热量可采用《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2047-2015）中附录 A推荐值。

3．核算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依据《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2047-2015）规

定，计算啤酒单位产品能耗指标，并与该标准规定的单位产品

能耗的 1级、2级、3级能耗限额等级（先进值、准入值及限定

值）进行比较，确定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达标情况。

（二）核查企业用能设备情况

查阅企业主要用能设备台账，核实型号、数量、生产时间、

安装位置、功率、运行状态等数据，现场查验与设备台账的一

致性。根据相关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及《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

（产品）淘汰目录》（第一至四批），确定企业在用电动机、风

机、水泵、锅炉和变压器等用能设备（产品）不符合强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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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标准的明细清单。

（三）核查企业执行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情况

1．现场核查企业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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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现场核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情况

核实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完好率、检定率及运行情

况。对照能源计量网络图，核查能源计量器具台账信息是否真

实准确，核查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是否符合标准规定，

核查能源计量原始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

（四）核查企业执行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

1．现场核查企业能源消费统计情况

查阅企业能源统计报表制度，核实能源统计报表数据是否

能追溯至能源计量原始记录，核实企业能源消耗数据是否及时

准确地上传至能源在线监测平台，实时监测企业能源消耗情况。

2．现场核查企业能源计量与能源统计一致性

核实能源计量网络图与输入啤酒生产企业和各工序能源消

耗采集原始记录、能耗消耗统计报表之间的关联性和逻辑关系，

查阅啤酒生产企业统计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核定其与能源

消耗统计报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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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查企业执行用能设备（产品）强制性能效标准情

况

1．现场核查企业用能设备情况

查阅啤酒生产企业用能设备（产品）采购管理办法等相关

程序文件，以及设备采购和安装合同，核实已更新替换或新购

用能设备（产品）数量及安装位置，并现场抽查比对确认。

2．现场核对用能设备与相关标准的一致性

根据已更新替换或新购并经现场核实确认的用能设备（产

品）的型号、使用说明书、规格参数、生产日期等数据，与对

应的用能设备（产品）强制性能效标准进行比对，判断已更新

替换或新购的用能设备（产品）是否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要求，

是否属于节能型设备（产品）。

各种机电设备应达到相应的能效标准要求，电动机的能效

应达到《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2012）规定的能效等级 2 级及以上；水泵的能效应达到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2007）规

定的能效等级 2 级及以上；风机的能效应达到《通风机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2009）规定的能效等级 2 级及以

上；空压机的能效应达到《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GB19153-2009）规定的能效等级 2级及以上；变压器

的能效应达到《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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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2013）规定的能效等级 2级及以上。

（六）核查企业开展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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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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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组根据现场核查结果，填写表 2-1、2-2、2-3，经确认

无误后，由企业相关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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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工业节能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梳

理监察企业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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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一步的政策建议等，填写

啤酒生产企业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表 3-1、3-2），形成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专项监察工作报告，按期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附件：1. 企业自查报告模板

2. 节能监察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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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啤酒行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

4. 参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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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企业自查报告模板

一、企业概况

企业简介、生产规模、投产时间，统计年度（如 2019年）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

二、能源消耗情况

统计年度（如 2019年）企业啤酒产品产量和能源消耗情况

（主要能耗品种、实物量、折标量、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等）。

填写表 1-1、1-2、1-4（准备啤酒产品生产统计台账和能源统计

日报、月报、年报及原始台账备查）。

三、单位产品能耗情况

按照《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2047-2015），计

算啤酒生产企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详细说明计算过程及相

关数据取用来源、能耗达标情况（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

有特殊情况予以说明。

四、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对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企业自查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三级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情况，填写表 1-5

啤酒生产企业能耗专项监察
（××企业）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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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计量制度、计量人员资质证书、检定证书、能源计量网

络图、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等资料备查）。

五、主要用能设备（产品）使用情况

对照《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2012）、《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GB 30254-2013）、《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GB 20052-2013）、《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19762-2007）、《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2009）、《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9153-2009）、《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500-2009）等强制性能效标准、《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

淘汰目录》（第一、二、三、四批）及相关规定，企业自查电机、

风机、空压机、泵、变压器等机电设备（产品）使用情况，填

写表 1-3、1-6（准备机电设备台账备查）。

六、能源管理情况

企业说明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及建立运行情况、能源管理有

关规章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能源管控中心建设和运营情况等，

填写表 1-8（准备与能源管理相关的文件、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备查）。

七、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

企业统计年度（如 2019年）已投入运行和正在实施的主要

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及具体建设内容，填写表 1-7（准备相关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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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材料备查）。

八、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企业能源管理和利用存在问题以及相应的整改措施，特别

是对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应提出明确的节能改

造等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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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企业基本信息表

统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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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代表联系电话

能源管理负责人 联系电话

能源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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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业能耗指标（企业能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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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工业增加值（万元）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全年总电耗（万千瓦时）

啤酒装置设计产能（千升）

啤酒综合能耗（吨标准煤）

啤酒产品产量（千升）

啤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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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生产线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序号 生产线名称
年设计产能

（千升）

啤酒产量

（千升）

啤酒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

单位啤酒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千升）

1 xx

2 xx

3 x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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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企业主要用能设备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数量

（台套）

配套电机数量

（台）

年运行时间

（小时）
所在工序

配套电机

总功率（千瓦）
备注

1

2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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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能源消耗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序号 项目
实物量

折标煤

（吨标准煤）
折标系数 备注

单位 数值

1 能源消耗种类

1.1 电力 万千瓦时

1.2 天然气 万立方米

1.3 燃料油 吨

1.4 柴油 吨

1.5 汽油 吨

1.6 蒸汽 吨

1.7 …… （注明能源名称）

2 回收能源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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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电力 万千瓦时

2.2 蒸汽 吨

2.3 热力 百万千焦

2.4 …… …… （注明能源名称）

综合能耗合计 吨标准煤

注： 1.参照能耗限额标准和能源系统边界；2.有大修、非正常停机等情况应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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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等 级 序号 能源种类及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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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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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种类及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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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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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下页）



21

（续上页）

等 级 序号 能源种类及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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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能设备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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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要 求 是或否

能源计量制度 是否建立能源计量制度，并形成文件

能源计量人员
是否有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

是否有专人负责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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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能源计量数据

是否建立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是否有用于能源计量数据记录的标准表格样式

是否实现了能源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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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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7-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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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能源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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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

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5.填报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详细注明计量器具安装使用地点。

6.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要求依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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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不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限定值的

用能（产品）设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类别 型号
数量

（台）

功率

（kW）

效率

（%）

生产

时间
安装位置

电动机

合计 / /

类别 型号
数量

（台）

功率

（kW）

效率

（%）

生产

时间
安装位置

风机

合计 / /

类别 型号
数量

（台）

功率

（kW）

效率

（%）

生产

时间
安装位置

空压机

合计 / /

类别 型号
数量

（台）

功率

（kW）

效率

（%）

生产

时间
安装位置

泵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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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型号
数量

（台）

功率

（kW）

效率

（%）

生产

时间
安装位置

变压器

合计 / /

类别 型号
数量

（台）

功率

（kW）

效率

（%）

生产

时间
安装位置

其他主

要用能

设备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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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企业节能项目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序号 主要节能措施、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情况 实施时间
总投资

（万元）

节能效果

（吨标准煤/年）

1

2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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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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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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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介绍

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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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2：节能监察报告模板

一、基本情况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名称，设计产能和投产

时间，工艺流程图和流程简介，核查年度主要经济指标、产品

产量、能源消费总量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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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核算、达标情况；不符合国家强制性能

效标准限定值的用能设备（产品）情况；企业生产和能源计量、

统计、能源回收利用情况；能源折标系数等是否符合有关标准

规定情况；企业能源管理和能源管理体系情况；节能措施和节

能项目情况；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

三、监察过程

应包括监察工作流程、有关参与人员时间等内容。其中：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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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生产企业能耗专项节能监察
××企业节能监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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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包括人员分工、准备执法文书、工作要求等）。

（二）现场阶段：召开首次会议，查验资料，核算啤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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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末次会议等。

四、监察结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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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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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生产企业能耗专项监察现场核查表

核查年度：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人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监察机构名称

监察人员、职务及

联系方式

一、企业生产、能源统

计台账和报表现场核查

情况

二、企业能源计量台账

和制度现场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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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装备和节能设

施现场核查情况

四、企业能源管理现场

核查情况（含企业能源

管理体系建设、淘汰落

后制度执行、建立节能

目标责任制、开展能效

水平对标达标活动等）

五、现场核查结论及建

议

企业主管负责人签字： 监察组长签字： 现场监察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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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啤酒产品能耗限额达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序

号

产品产量

（kL）

啤酒

综合能耗

（tce）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kgce/kL）

单位产品能耗标准值

（kgce/kL）
达到能耗限额标准

级别
备注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1 ≤70 ≤45 ≤30

被监察企业意见 监察组长签字

被监察企业（盖章） 监察机构（盖章）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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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主要机电设备情况表

设备
在用数量

（台）

在用总功率/总容量

（kW/kVA）

在用不符合强制性能效

标准限定值的用能设备

数量（台）

在用不符合强制性能效标

准限定值的用能设备总功

率/总容量（kW/kVA）

在用不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

限定值的用能设备主要情况

电机

风机

空压机

泵

变压器

其他主要

机电设备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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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啤酒行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

表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啤酒生产企业能耗专项监察达标情况汇总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盖章）： 核查年度：

序号 企业名称
综合能耗
(tce)

产品产量
(kL)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 kL) 达标情况 备注

1

填表说明：达标一栏填入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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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生产企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盖章）： 核查年度：

序号
监察任务量

（家）

实际监察量

(家)
超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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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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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2047-2015）；

3.《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4.《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5.《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6.《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至四批）；

7.《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2012）；

8.《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254-2013）；

9.《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2013）；

10.《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2007）；

11.《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2009）；

12.《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9153-2009）；

13.《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5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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