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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概况 

1.1 企业介绍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地处浙江省杭州市，始创于 1976 年，是一家

专业生产各类出口商品包装、卷烟商标印刷、真空镀铝包装材料、彩印纸箱纸盒

等产品的中国包装龙头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总资产 15 亿元，公司

的主要生产设备全引进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等世界一流的顶尖设备，在全

国同行业中屈指可数。公司的综合经济效益，连续多年名列全国印刷包装行业前

列，居浙江省同行业首位。2001 年入选世界包装业 500 强。 

为适应市场与新产品开发的需要，近年来，公司先后引进了德国罗兰公司最

先进的全自动全电脑胶印生产线三条、瑞士博斯特公司全自动全电脑烫金模切线

五条，其中罗兰 7+2 胶印联线冷烫生产线为国内首条生产线。同时，公司还从瑞

士引进高速糊盒生产线、英国产局部镀铝生产线和二维码喷码机，为公司开发新

产品提供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开发新产品，使公司规

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多次被评为中国包装龙头企业，浙江省科技先

导型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环保型全息防伪真空镀铝纸被评为浙江名牌产

品。2006 年，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浙江省级技术中心；公司一次性通过了

ISO9001:2000 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持续至今；2003 年，“爱迪尔”

商号被认定为浙江省首批知名商号，2009 年 4 月“爱迪尔”商标被国家工商总

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爱职工，维护职

工权益。公司先后被评为杭州市和浙江省创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企业、杭州市企

业社会责任建设最佳企业，工会组织被全国总工会授予“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鑫炎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 

为进一步开拓市场与提升品牌，加速新产品的开发，2012 年，爱迪尔集团

与胜达集团强强联合，重组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使公司实力进一步增

强，双方以此为契机，同舟共济，优势互补，全面打造纸包装行业的“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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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于 2004年 12月审批通过了“出口礼品包装纸配套整理生产线技改项目”

（萧环建[2004]345 号），又于 2007 年 7 月审批通过了“年产 5000 吨新型真空

镀铝环保型包装材料技改项目”（萧环建[2007]1286 号），并均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通过验收，后又于 2018 年审批通过了外贸类 40 万箱、卷烟商标类 20 万大

箱、镀铝纸 2000 吨改扩建项目（萧环建[2018]475 号），并均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通过验收。企业总生产规模为年产出口商品包装印刷 50 万箱，卷烟商标印刷

30 万大箱，彩色胶印、彩印纸制品 50 吨，镀铝纸 3000 吨。 

VOCs 主要为工艺有机废气，来源于各类溶剂的挥发，产生工段有涂布、印

刷、面涂等，主要物质为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醇、丁酮等。有机废气经收集

后采用沸石吸附+RTO 处理，废气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 

1.2 主要产品产量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产量情况见表 1-1。 

表 1-1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产量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2019 年产量 设计产量 环保审批情况 

1 卷烟商标类 38.48 万大箱 40 万大箱 

已有环评批 

（ 萧 环 建

[2004]345 号、萧

环建 [2007]1286

号，2010 年 4 月

通过“三同时”验 

收 ， 萧 环 建

[2018]475 号，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通过验收） 

2 礼品纸类 1648.3t 2000t 

3 镀铝纸类 932 万米/年 5000 万米/年 

1.3 主要原辅材料用量 

公司涉 VOCs 的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见表 1-2。 

表 1-2  涉 VOCs 的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表 

序号 原料 主要成分 年用量（t/a） 

1 油性油墨 乙醇、乙酸丁酯、丁醇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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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料 主要成分 年用量（t/a） 

2 涂料 乙醇、丙二醇甲醚 185 

3 稀释剂 乙醇、乙酸乙酯 446 

4 润版液 乙二醇单叔丁醚 2.665 

1.4 主要生产设备及数量 

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列表如下： 

表 1-3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 

会接触物料（指涉 

VOCs 物料）或会排 

放 VOCs 的设备 

1 凹印机 WH2000/SPD1210000 3 是 

2 喷码印刷机 MK1060DP 1 是 

3 丝网印刷机 / 3 是 

4 商标印刷机 / 2 是 

5 胶印机 R7073B/R7063B/R7053B 4 是 

6 CTP 制版机 / 1 否 

7 自动烫金机 / 2 否 

8 商标烫金模切机 / 3 否 

9 烫金模切机 SF104FR 4 否 

10 清废模切机 MK1060ERSL 3 否 

11 分切机 CZS/CWT800 4 否 

12 切纸机 / 4 否 

13 横切机 1650FKR/1450FKR 2 否 

14 镀铝机 K4000/1650、1650/1250 2 否 

15 涂布机 1700/350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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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 

会接触物料（指涉 

VOCs 物料）或会排 

放 VOCs 的设备 

16 复合机 1700/350 1 否 

17 剥离机 1700/350 1 否 

18 模压机 SP102-SE 3 否 

19 复卷机 / 8 否 

20 复卷检品机 / 1 否 

21 自动检品机 MK420Qmini/MK420QS 7 否 

22 纸管机 / 5 否 

23 全自动糊盒生产线 / 1 否 

24 制袋机 / 3 否 

25 方底纸袋机 / 3 否 

26 高速手挽机 / 2 否 

27 
卷盘离线剔废拼盘

系统 
/ 2 否 

28 热载体锅炉 700Y(Q)/1800Y(Q)/3500Y(Q) 4 否 

29 空压机 HP75SZ 2 否 

30 空压机 LS20-100HHAC24KT 2 否 

31 冷水机 HYS-250WS 1 否 

32 冷水机 HYS-160WS 1 否 

33 冷水机 HYS-15WSZ 1 否 

34 中央空调 大金 1 否 

35 变压器 S9-1000/10 1 否 

36 变压器 S9-2000/10 1 否 

由上表可知，生产设备中涉及到 VOCs 的设备为凹印机、印刷机和胶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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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排状况 

2.1 卷烟商标类 

①凹印类 

原纸

凹印

分切

复卷

包装出厂

横切

切纸

检验

烫金

模切、清废

固废、噪声固废、噪声

废气废气

固废、噪声固废、噪声

固废、噪声固废、噪声

固废、噪声固废、噪声

噪声噪声

固废固废

外协制版

 

图 2-1卷烟商标印刷（凹印类） 

工艺流程说明： 

凹印类产品经凹印机印刷后，印刷的产品规格小的直接使用分切机修边，然

后复卷后即可；规格大的多联印刷产品需使用横切机切成较小的规格，再使用切

纸机将其裁剪成小张成品。部分产品有烫金要求，故印刷后的纸张，经横切机切

成较小规格后，在进行烫金模切工艺。成品经检验后包装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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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胶印类 

原纸

横切、切纸

CTP制版 胶印

烫金

模切

检验

喷码

清废

切纸

包装出厂

固废、噪声固废、噪声

废气废气

废气废气

固废固废

固废固废

固废固废

 

图 2-2卷烟商标印刷（胶印类） 

工艺流程说明： 

纸张先使用横切机切成较小规格，再使用切纸机按照产品大小再进行进一步

裁剪，然后使用胶印机进行印刷。印刷后的产品，经烫金机烫金后，部分产品直

接切纸机或者模切机进行精细裁切后即可，其中较薄的产品使用切纸机，较厚的

产品使用模切机；部分有防伪要求的产品，需使用喷码印刷机进行喷码印刷，再

经过模切机裁切成要求的大小。最后产品经检验后包装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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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礼品纸类 

①礼品包装卡纸 

原纸

胶印

烫金

模切

检验

清废

包装出厂

废气废气

噪声噪声

噪声噪声

噪声噪声

固废固废

丝网印 废气废气

CTP制版危废危废

制版

 

图 2-3 礼品包装卡纸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根据产品订单的要求，将需要打印的图案使用 CTP 制版机直接制版，然后

使用显影液进行显影，该过程会产生废显影液。将底片安装入胶印机，将图案胶

印到纸张上。再进入烫金机，将有特定图案的电化铝烫印到纸张上。部分产品订

单会要求纸张上的部分图案使用丝网印进行印刷，丝网印版是利用高温将菲林片

上的图案直接转移到丝网布上，该过程不使用水或显影液，无废水产生。一般印

刷产品为多联印刷，需使用模切机将印刷产品裁剪成小张成品，再清楚废边角料，

经过检品机检验后包装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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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礼品包装袋 

原纸

胶印

分切、横切、模切

清废

制手挽

检验

包装出厂

制袋

废气废气

噪声、固废噪声、固废

固废固废

固废固废

噪声噪声

噪声噪声

CTP制版危废 凹印 外协制版

 

图 2-4 礼品包装袋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根据产品订单的要求，将精细度要求高的产品使用胶印机印刷，其他的使用

凹印机进行印刷。其中凹印印版为外协制版。根据印刷完成后的纸张大小和薄厚

程度分别选用分切机、横切机、模切机进行纸张裁剪。其中横切机用于大规格纸

张裁剪成较小规格纸张，分切机用于纸张修边，模切机用于多联印刷的裁剪。再

进入手挽机，制作手挽，然后使用制袋机进行制袋，制成的成品经检验后包装出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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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出口礼品包装纸 

原纸

凹印

分切

复卷

包装出厂

检验

废气废气

噪声、固废噪声、固废

噪声噪声

固废固废

纸管机

噪声噪声

外协制版

 

图 2-5 出口礼品包装纸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先将纸张按订单要求进行印刷，礼品包装纸印刷使用凹印机印刷，凹印机印

版为外协制版，印刷后的纸张使用分切机进行修边，然后使用复卷机复卷成筒状。

其中复卷用的筒芯采用纸管机制作的纸管。复卷后的产品经检验后包装出厂。 

2.3 镀铝纸类 

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生情况示意图如下： 

底膜底膜

涂布涂布

镀铝镀铝

复合复合

剥离剥离

包装入库包装入库

废气废气

电化铝电化铝

原纸原纸

底膜回用底膜回用

模压模压外协制版外协制版 噪声噪声

噪声噪声

面涂、背涂面涂、背涂 废气废气

 

图 2-6  镀铝纸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生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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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说明： 

先对底膜进行涂布，将涂料与稀释剂混合后涂到底膜上，针对有镭射或者其

他特殊图案要求的产品，需使用模压机进行全息激光模压处理，将图案花纹印到

膜上。然后再使用镀铝机在底膜上进行真空镀铝。接着进入复合机，使用转移膜

复合胶将镀铝的底膜和原纸进行复合。复合后的纸张使用剥离机将纸张上的底膜

剥离，镀铝层留在原纸上，剥离的底膜循环使用。初步成型的镀铝纸再进行面涂

和背涂工序，该工序同样使用剥离机进行操作，面涂原料为水性清漆，背涂原料

为保湿剂，主要作用是对镀铝纸上一层保护膜，使镀铝纸的含水量保持稳定，既

防止空气中的水分进入纸张使纸张过于湿润变形，又防止空气过于干燥使纸张脱

水而变得翘曲不平，还可以起到放置镀铝层氧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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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绩效评估 

3.1 加强源头控制 

涉 VOCs 原料桶装密封储存于仓库中，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确保原料在有

效期限内使用。减少人工化配料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影响，造成配制不精确，从而

带来的配料的浪费和增加了其进入环境的可能性。 

3.2 加强过程控制 

加强生产管理，精确控制工艺参数。公司所使用的设备全部采用电脑控制，

自动化程度较高，工艺参数控制精确，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确保了原辅材料的利

用率。涉 VOCs 原料均为液料，生产过程中物料采用泵送方式；各工艺设备产生

的废气通过吸风罩及放空管收集后接入废气处理设施。 

3.3 完善废气收集 

废气通过车间密闭负压抽风集气后，通过沸石转轮以及 RTO 炉处理后，经

20m 高排气筒排放，沸石转轮废气处理风量为 115000m
3
/h，RTO 废气处理风量

为 22000m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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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收集设施照片： 

   
 

 

3.4 提升治理水平 

VOCs 主要为工艺有机废气，来源于各类溶剂的挥发，产生工段有涂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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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面涂等，主要物质为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醇、丁酮等。企业设一套有机

废气处理装置，采用沸石转轮+RTO 工艺。 

有机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 3-1  有机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吸附净化系统：三台印刷机与涂布机烘箱废气汇集后，进入吸附系统净化治

理。因废气温度较高，废气先经表冷过滤器处理后，使废气温度小于 40℃，表

冷过滤可同时达到降温去粉尘颗粒左右，降温除粉尘颗粒后废气进入沸石转轮的

净化区以去除 97%以上的 VOCs，实现达标排放。 

脱附再生+蓄热式氧化系统：吸附饱和的沸石随着转轮的连续旋转，转至脱

附区，通过小风量热风连续地通过脱附区，被吸附到转轮上的 VOCs 在脱附区受

热脱附，随热风一起排出。排出的热风含有高浓度的 VOCs 与涂布机机头排风一

起送至蓄热式氧化床（RTO）进行氧化处理，可去除 99%以上的 VOCs；脱附高

浓度废气进 RTO 前设置阻火器、温度监控和 LEL 控制系统。 

转轮脱附热风加热，采用炉膛取部分高温气体与转轮冷却风通过高温换热器

进行换热来实现，以满足转轮脱附温度，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见下表： 

表 3-1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参数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参数 

1 转轮进口风量 115000m
3
/h（60℃） 

2 设计 VOCs 浓度 700mg/m
3
 

3 转轮浓缩比例 8-10 倍 

4 转轮净化效率 ≥97% 

5 蓄热式氧化床设计风量 22000m
3
/h（45℃） 

6 蓄热式氧化床净化效率 ≥99% 

7 电气控制形式 PLC 程序控制 

8 烟囱排放高度 Φ 1700，H=20m 

废气处理设施每天由专职人员进行检修、维护和保养。 

有机废气 吸风罩 排气筒排放 RTO 燃烧 管道 沸石转轮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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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还为产生废气的涂布机及复合机安装了玻璃房进行了隔离，更有效的对

无组织排放废气的收集及处理，防止无组织废气排放到大气中，减少大气污染。 

玻璃房隔离照片： 

 

涂布机 1 

 

涂布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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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机 1 

 

复合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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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还为处理设施安装了在线监测系统，更有效的对有组织排放废气的收集

及处理进行实时监控，减少大气污染。 

在线监测室和监测设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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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废气监测情况 

公司委托浙江华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有机废气进行监测，废气监测台账如下： 

 

表 3-2  废气监测台账（2020 年 03 月 19 日） 

 

有 

组 

织 

废 

气 

监测对象 非甲烷总烃 乙酸乙酯 乙醇 

工

艺 

生

产 

设

备 

监测 

点位 

浓度 

(mg/m
3
) 

排放 

速率 

(kg/h) 

去除率(%) 
浓度 

(mg/m
3
) 

排放 

速率 

(kg/h) 

去除率(%) 
浓度 

(mg/m
3
) 

排放 

速率 

(kg/h) 

去除率(%) 

涂 

布 

、 

印 

刷 

、

面

涂

等 

凹

印

机 

、 

印

刷

机 

等 

出口 20.8 1.89 / 6.37 0.580 / 17.7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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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组 

织 

废 

气 

监测点位 非甲烷总烃(mg/m
3
) 乙酸乙酯(mg/m

3
) 乙醇(mg/m

3
) 

厂界东 F 1.01 ND(0.006) ND(0.007) 

厂界南 G 1.07 ND(0.006) ND(0.007) 

厂界西 H 1.10 ND(0.006) ND(0.007) 

厂界北 I 1.09 ND(0.006) ND(0.007) 

 

由上表可知，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要求（有组织排

放浓度限值：非甲烷总烃 120mg/m
3；有组织排放速率限值：非甲烷总烃 10kg/h；无组织排放限值：乙酸乙酯 0.4 mg/m

3，乙醇 20 mg/m
3，

非甲烷总烃 4.0mg/m
3。 (以上数值均取 2020.3.9、3.19 日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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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强化环保监督管理 

VOCs 环保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司的 VOCs 排放管理，确保废气达标排放，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和上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司内所有部门。 

第三条  VOCs 排放管理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执行标准，执行本规定

时应使用下列标准的最新版本：《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第二章  责任职责 

第四条  公司安环部是公司 VOCs 排放的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废气污染物排

放指标的制定及排放状态的检测和考核工作。 

第五条  公司生产部是公司生产运行过程中 VOCs 排放的控制部门，负责根

据工艺和废气排放指标的要求，实施废气排放的受控管理。 

第六条  公司其他部门根据本部门的职责对公司 VOCs 排放实施管理。 

第三章  管理内容  

第七条  排入大气环境的 VOCs 污染物必须执行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第八条  VOCs 应建立排放情况台账制度，登记废气排放的基本情况，包括：

排放口高度、内径、正常作业条件下废气的温度、排放量、主要污染物名称、废

油清理时间等。  

第九条  现场生产过程中严禁管线接口等重点部位发生泄漏，导致废气直接

排放到空气中及泄漏造成污染。每天白天对相关废气管线进行巡检，对于发现的

问题及时上报，及时处理。  

第十条  贮存、运输、装卸易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的容器，必须采取密闭或其

他防护措施，防止有害气体污染。 

第十一条  废气处理设施应与生产主体设施同步稳定运行，并保证运行控制

指标，不得擅自闲置或停运废气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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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废气处理设施每天由专职人员进行检修、维护和保养，每天进行

清理和日常卫生工作。废气处理设施更换下来的废活性炭暂存在公司危废仓库。 

第十三条  公司安环部门定期外委相关环境监测单位依据监测计划对废气

和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监测计划如下：公司每年进行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监测

和厂界无组织监测，处理设施不少于 1 次，厂界不少于 1 次；监测指标须包含溶

剂所含主要特征污染物（乙酸乙酯、乙醇等）、非甲烷总烃等指标；废气处理设

施须监测进、出口参数，并核算处理效率。 

第十四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排放不符合标准，可能造成大

气污染时，按应急响应程序启动应急预案。出现项目停产、事故等情况时应及时

告知当地环保部门，非事故情况下的废气处理设施停运需经环保部门报批。 

第四章  检查与考核 

第十五条  检查：公司安环部和生产部对规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六条  考核：环保减排工作落实情况、各月度、季度、年度计划、总结，

各月度、季度、年度报表、VOCs 排放情况、各环保设施设备完好情况。 

第十七条  奖惩：发生较小或小污染事故，一次性罚款 100-500 元；发生一

般污染事故，一次性罚款 500-1000 元，罚款从事故责任人当月工资扣除；造成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污染事故的责任人，由国家行政执法部

门依法处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全面落实环保责任制目标，

单位环保指标得到有效控制，经考核取得优异成绩的；在安全生产竞赛等专项活

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严格执行环保规章制度，在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违章指

挥上坚持原则，对环保工作做出特殊贡献者；精心操作，保持生产稳定，认真执

行巡回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成绩显著者；对及时发现、避免重大

事故或在事故初期处理果断、及时、奋勇抢救人员和企业财产，防止事故蔓延、

扩大、减少事故损失贡献突出者。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公司安环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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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估结论 

4.1 整治绩效评估结论 

2020 年 3 月由浙江华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我公司进行 VOCs 监测，监测

结果表明，企业 VOCs 中的非甲烷总烃、乙酸乙酯、乙醇排放均达标，VOCs 的

排放符合排放标准要求。 

对照《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中的“重点行业 VOCs 污染整治

验收基本标准”和“（五）印刷包装行业”整治要求，公司现状与企业整治要求

对比见下表： 

表 3-2  企业整治要求对比表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备注 

重点行业 VOCs 污染整治验收基本标准 

一、总体要求 

（一）所有产生 VOCs 污染的企业均应采用密闭化的生产系统，封闭

一切不必要的开口，尽可能采用环保型原辅料、生产工艺和装备，从

源头控制 VOCs 废气的产生和无组织排放。 

是 

生产车间密闭，

采用环保型原

辅料，并引入先

进设备生产 

（二）鼓励回收利用 VOCs 废气，并优先在生产系统内回用。宜对浓

度和性状差异大的废气分类收集，采用适宜的方式进行有效处理，确

保 VOCs 总去除率满足管理要求，其中有机化工、医药化工、橡胶和

塑料制品（有溶剂浸胶工艺）、溶剂型涂料表面涂装、包装印刷业的

VOCs 总净化处理率不低于 90%，其他行业总净化处理率原则上不低

于 75%。 

是 

处理率：非甲烷

总烃、乙酸乙

酯、乙醇排放均

达标； VOCs

废气处理工艺

合理 

（三）含高浓度挥发性有机物的母液和废水宜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存

在 VOCs 和恶臭污染的污水处理单元应予以封闭，废气经有效处理后

达标排放。更换产生的废吸附剂应按照相关管理要求规范处置，防范

二次污染。 

/ 无生产废水 

（四）企业废气处理方案应明确确保处理装置长期有效运行的管理方

案和监控方案，经审核备案后作为环境监察的依据。管理方案和监控

方案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凡采用焚烧（含热氧化）、吸附、等离子、光催化氧化等方式处理

的必须建设中控系统。 

2.凡采用焚烧（含热氧化）方式处理的必须对焚烧温度实施在线监控，

温度记录至少保存 3 年，未与环保部门联网的应每月报送温度曲线数

据。 

3.凡采用非焚烧方式处理的重点监控企业，推广安装 TVOCs 浓度在

是 

安装中控系统

并对焚烧温度

实施在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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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备注 

线连续检测装置（包括光离子检测器（PID）、火焰离子检测器（FID）

等，也允许其他类型的检测器，但必须对所测 VOCs 有响应），并安

装进出口废气采样设施。 

（五）企业在 VOCs 污染防治设施验收时应监测 TVOCs 净化效率，

并记录在线连续检测装置或其他检测方法获取的 TVOCs 排放浓度，

以作为设施日常稳定运行情况的考核依据。环境监察部门应不定期对

净化效率、TVOCs 排放浓度或其他替代性监控指标进行监察，其结

果作为减排量核定的重要依据。 

是 / 

（六）需定期更换吸附剂、催化剂或吸收液的，应有详细的购买及更

换台账，提供采购发票复印件，每月报环保部门备案，台账至少保存

3 年。 

是 / 

二、各行业整治要求 

（五）印刷包装行业 

根据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231 印刷业的挥发性有机物防治应参照执行。 

（1）鼓励使用通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环保型油墨、胶粘剂，

禁止使用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油墨、胶粘剂；在印刷工艺中推广使用醇

性油墨和水性油墨，印铁制罐行业鼓励使用紫外光固化（UV）油墨，

软包装复合工艺推广无溶剂复合技术。 

是 

使用的油墨

50%为水性油

墨，且油墨均为

中国环境标志

产品认证的环

保型油墨，转移

膜复合胶无有

机溶剂 

（2）企业应对印刷机设备密闭化，采取废气收集措施，提高废气的

收集效率。 
是 

车间采用整体

密闭，卷帘门隔

离 

（3）根据废气组成、浓度、风量等参数选择适宜的技术，对车间有

机废气进行净化处理： 

1、对高浓度、溶剂种类单一的有机废气，如出版物凹版印刷、软包

装复合工艺排放的甲苯、乙酸乙酯溶剂废气，宜采取活性炭吸附法进

行回收利用，烘干车间原则上应安装活性碳等吸附设备回收有机溶

剂。 

2、对高浓度但难以回收利用的有机废气，宜采取热力燃烧和催化燃

烧法。 

3、对于低浓度、大风量的印刷废气，适宜采用吸附浓缩－蓄热燃烧

或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法，并可视成分、规模和环境敏感性等情况，

选用吸附法、吸收法或生物法。 

4、废气总净化效率应达到 90%以上。 

是 

处理率：非甲烷

总烃、乙酸乙

酯、乙醇排放均

达标；  

根据《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中的“重点行业 VOCs 污染整治

验收基本标准”和“（五）印刷包装行业”整治要求，还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提

升： 

（1）目前废气总净化效率约 85%，还应进一步提高废气处理设施的净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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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使之能达到印刷包装行业要求的废气总净化效率 90%以上。 

（2）应对废气处理设施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实时在线监测废气排放是否达

标排放。 

经评估，整治措施已基本达到《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印刷包

装行业中的相关规定，整治绩效基本符合本次 VOCs 整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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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公开表 

VOCs 污染整治项目信息公开表 

 

企业名称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县（市、区） 杭州市萧山区 地理位置 萧山区瓜沥镇梅林村 

企业法人 方吾校 电话 0571-82530717 

联系人 李秋琴 电话 13867110876 

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卷烟商标类、礼品纸类、镀铝纸类印刷等。

VOCs 废气主要为工艺有机废气，来源于各类溶剂的挥发，

产生工段有涂布、印刷、面涂等，主要物质为乙酸乙酯、

乙醇等。 

企业 VOCs 污染治理

概况 

企业设一套有机废气处理装置，采用沸石吸附+RTO 处理

工艺的基础上，对涂布机和复合机进行了用玻璃房单独隔

离，使得无组织废气的收集及处理更加有效。经监测，处

理后的废气能达标排放。 

公开资料清单 
1、企业整治达标承诺书 

2、整治绩效评估结论 

 

填表人：李伟松                            申请时间： 2020 年 3 月 20 日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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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整治达标承诺书 

 

 

VOCs 整治达标承诺书 

 

我公司为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卷烟商标类、

礼品纸类、镀铝纸类印刷等，其中，涂布、印刷、面涂等工艺有乙酸

乙酯、乙酸丁酯、乙醇、丁酮等挥发性有机物产生。2018 年，我公

司严格按照《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印刷包装行业中的

相关要求，投入 80 余万元对挥发性有机物进行进一步治理。经浙江

华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第三方监测单位）对我公司 VOCs 进行监测，

非甲烷总烃、乙酸乙酯及乙醇等 VOCs 参数指标均已达到本次整治要

求。对照印刷包装行业 VOCs 验收标准，经自评，我公司已基本完成

本次 VOCs 整治任务。 

特此承诺！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20 年 0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