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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T/CCMI 2 《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则》的第 2 部分。T/CCMI 2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法兰锻造企业评价。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锻压协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天方工业工程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澎岩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工程大学、安庆师范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昌文、徐高来、汪翠琴、黎昺哲、陶善虎、张兴权、冯翔。 

本文件参加起草人：方锐、唐铃凤、董甲东、黄银林、汪胜安、徐金生。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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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锻造企业是绿色制造的主体，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中国制造2025》全面推行绿色

色制造的战略部署，引导锻造企业充分发掘和利用各种现代技术和管理手段，有效整合生产过程中的资

源，在锻造产品全生命周期内实施绿色生产方式，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节约并提高能源和原材料利

用率，减少或者避免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以更好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与安全，提

高生产企业的综合效益，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持续协调优化，培育锻造企业可持续发展新模

式，对绿色锻造企业进行评价，有助于在行业内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企业实施绿色锻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用以作为评价绿色锻造企业建设的依据，特制定《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

则 第 2 部分：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团体标准。本准则适用于采用热模锻、锤锻等锻造方式生产汽车

钢质锻件的企业及与实现绿色锻造相关需求的。其它情形可参考采用： 

a) 汽车热模锻企业依据本准则要求，通过对相关要素实施有效控制，包括持续改进，以及保证符

合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旨在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清洁化、废物资源化、能源

低碳化目标； 

b)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汽车热模锻企业或其顾客、政府监管部门等相关方委托，以符合本部分的评

价结果和证书，证实其符合绿色锻造企业要求，实现并保持本准则规定的绩效； 

c) 汽车热模锻企业基于自查自评结果发表自我声明，以及用于内部管理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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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锻造企业评价准则  第 2部分：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评价准则，包括总则、评价要求、评价方法

和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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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该日期对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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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8541  锻压术语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318—2003  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通则 

GB/T 15318  热处理电炉节能监测 

GB 15735—2012  金属热处理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 

GB 16297  大汽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120  锻压机械 安全技术条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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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4  追求组织的持续成功 质量管理方法 

GB/T 19944—2015  热处理生产燃料消耗定额及其计算和测定方法 

GB/T 20862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6483  机械压力机 噪声限值 

GB 26484  液压机 噪声限值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 28241  液压机 安全技术要求 

GB/T 28613—2012  机械产品绿色制造工艺规划 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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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GB/T 3215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326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导则 

GB/T 32327  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导则 

GB/T 36001  社会责任指南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 50033—201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规范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AQ/T 7009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 

JB/T 6053  钢质锻件热锻工艺燃料消耗定额计算方法 

JB 9973  空气锤 噪声限值 

SA 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T/CCMI 1—2019  锻压工业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TSG—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ISO 14064-1:2018  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级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指南 

ISO 26000  社会责任指南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8541、GB/T 36132、JB/T 6053 规定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  green automobile hot forging enterprise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汽车热模锻企业。 

4 总则 

4.1 评价原则 

4.1.1 一致性原则 

评价总体结构与 GB/T 36132 提出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通则要求保持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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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一级指标。 

4.1.2 定量与定性结合原则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绿色制造

的指标。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绿色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

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 

4.2 评价体系 

4.2.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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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两部分，评价范围覆盖锻造企业内与锻造生产有关的部门和

场所及企业外相关方。 

4.2.2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包括应满足的节能环保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管理体系、强制性能源环保标准等方面的要

求，基本要求项 1 项（含）以上不符合则判为总体不符合。 

4.2.3 评价指标要求体系 

评价指标要求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生产、环境排放、绩效评价等6类

一级指标，评价指标框架如图 1 所示。 

在一级指标下设置若干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具体评价要求分为符合性要求

和良好行为要求，符合性要求为企业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良好行为要求为企业努力宜达到的提高性要

求，具有先进性，依据受评企业实际情况确定良好行为要求的满足程度。 

企业应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以及制造过程中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引入生命周期思想，满

足各项评价指标的要求。 

企业应以绿色制造标准化White Papers of Green Manufacturing Standardization（2019年版）

为指导，建立适宜的绿色锻造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 

 

 

                                               产品生产 

       能源与资源                绿色锻造管理体系                                   绩效 

 

                                               环境排放 

 

                                基础设施 

 

 

图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体系框架 

4.3 权重系数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各一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基本要求（5.1）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 

——基础设施（5.2）20%； 

——管理体系（5.3）15%； 

——能源与资源投入（5.4）10%； 

——产品生产（5.5）15%； 

——环境排放（5.6）10%； 

——绩效（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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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指标分值 

本准则评价体系分值设置为： 

a) 基本要求需全部满足，不设分值； 

b) 评价指标要求加权综合评分，各评价指标加权综合评分总分设为 1000分； 

c) 评价要求中符合性要求分值设置见附录 A，符合性要求分值总计 600分； 

d) 评价要求中良好行为要求分值设置见附录 A，良好行为要求分值总计 400分。 

4.5 评判规则 

评分和评判应遵循： 

a) 对照附录 A中二级指标所列各项中每一评分要素，按评价要求逐一评分； 

b) 基本要求任 1 项要求不满足，即判为严重不符合； 

c) 评价要求中符合性要求每符合 1个评价要素（评分点），则该要素得满分，不符合则得 0分，

同一项中各要素得分相加为该项得分，任一要素不符合判为 1 项一般不符合，10 项一般不符

合视同 1项严重不符合； 

d) 评价要求中良好行为要求指标应对照附录 A 中每一评价要素（评分点），依据符合程度在 0

分和满分之间给出得分值； 

e) 当某项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应将该项评价要求的分值平均分配给相同一级指标下其他评价要

求； 

f) 全部项目评判完成后，各项得分累加总分即为评价对象总得分； 

g) 总得分达到 600 分，且无不符合项，判为符合绿色锻造企业要求，可直接评为绿色锻造企业； 

h) 总得分达到 600 分，存在不符合项，但无严重不符合项（含视同严重不符合项），则判为需

要整改，不符合项全部完成整改且由评价组验证为符合后，可判为符合绿色锻造企业要求，可

评为绿色锻造企业； 

i) 存在 1 项（含）以上严重不符合项，判为不符合绿色锻造企业要求。 

4.6 评价分级 

4.6.1 本准则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符合要求的绿色锻造企业分为三级，其中，一级为国内领先至

国际先进水平；二级为国内先进至领先水平；三级为国内较先进至先进水平。 

4.6.2  各级得分及符合性要求为：一级：得分≥900 分，且如存在不符合项，仅限于一般不符合项不

多于1项，并经整改后符合；二级：得分≥750 分，且如存在不符合项，仅限于一般不符合项不多于 3 项，

并经整改后符合；三级：得分≥600 分 且如存在不符合项，仅限于一般不符合项，并经整改后符合。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合规性要求 

a) 依法设立，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b) 适用行政许可或准入的（如特种设备制造许可），应取得相应许可或准入； 

c) 应不使用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落后装备； 

d)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e) 对利益相关方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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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最高管理者要求 

最高管理者应分派绿色锻造企业相关的职责和权限，确保相关资源的获得，并履行对确保满足本准

则要求和 GB/T 36132 中的承诺。 

5.1.3 对企业的要求 

a) 负责绿色锻造管理的部门，负责与绿色锻造相关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建立、实施目标责任制； 

b) 建立并实施绿色锻造规划及量化的年度目标和实施方案； 

c) 应定期开展绿色锻造相关教育、培训，并考核、评估教育和培训效果； 

d) 基础管理职责应满足 GB/T 36132的要求。 

5.2 基础设施 

5.2.1 建筑设施 

a) 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职业健康设计应

符合 GBZ 1 的要求，锻造车间厂房建筑和作业环境应符合 GB 13318—2003第 5 章的要求，热

处理车间厂房建筑和作业环境还应满足 GB 15735—2012第 5 章的要求，危化品库、气瓶库、

铁屑库、废弃物周转储存库等应独立设置； 

b) 企业的建筑应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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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新建、改造锻造车间设置

符合国标 GB 18599，厂区建设使用雨水汇集储存设施； 

c) 企业应集约利用厂区，应按 GB/T 28613-2012第 5章给出的原则或其它适用的原则优化工艺布

局和厂房设置，最大限度减少厂内物流。 

d) 企业宜配置满足本企业信息化系统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 

5.2.2 专用设备 

a) 专用设备宜无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装备； 

b) 企业配置的锻压机械，其安全技术条件应符合 GB 17120、GB 28241 的要求，机械压力机、液

压机、空气锤（电液锤）等的噪声限值应分别满足 GB 26483、GB 26484、JB 9973的要求，新

增、改造设备应符合国家、地方相关产业政策等要求； 

c) 企业宜参与专用设备供方的产品开发设计过程，向供方传递绿色制造的意识，并提出相关的性

能参数指标；企业使用的天然气加热炉、电加热炉、压力机、送料机、取料机等宜实现数控化，

生产线宜使用机器人（数控机械手）；逐步实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提升。 

5.2.3 通用设备 

通用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宜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标准化和智能化程度高的产品，已明令禁止生产、

使用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b) 属于特种设备类的通用设备，其配置和使用管理应符合 TSG—2017《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的要求；  

c) 企业宜有提高通用设备的标准化和智能化程度的规划并付诸实施，宜有计划提高数控设备的数

量、配置比例，应有新能源车逐步替代燃油类厂内机动车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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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备或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宜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宜使用力调装置、

蓄能器等功率补偿设施。 

5.2.4 检验仪器仪表 

a) 企业应配置满足原材料和产品控制要求的仪表（含热电偶、传感器等）、量具和检验仪器，应

保障其为有效校准状态； 

b) 企业宜建立计量基准，宜具备热处理炉炉温均匀性测评能力，具备对理化检验和无损检测发现

的缺陷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 

5.2.5 监测防护设备 

a) 企业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天然气、电力等能源、水以及其他

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应配置安全阀、天然气检测报警装置等安全防护设备； 

b) 企业应自行或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定期对工厂相关的环境排放进行监测； 

c) 企业宜具有废气、废水、粉尘、固体废弃物、噪声等重点环境排放测量设施，宜采用信息化手

段对能源、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排放进行动态监测。 

5.2.6 照明 

a) 车间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现行值；车间采光设计应满足 GB 

50033—2013 表 4.0.15 Ⅲ和Ⅳ的要求； 

b) 锻造车间、控制室照明条件还应符合 GB 13318—2003第 5章的要求； 

c) 厂区和办公区宜采用自然光照明，照明宜采取分级、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宜使用太阳

能户外照明设施。 

5.3 管理体系 

5.3.1 质量管理体系 

a) 企业应按 GB/T 19001 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持有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的认

证证书； 

b) 企业宜有具备能力的内审员，宜通过委托认证机构或咨询机构组织实施内部审核，通过运用

GB/T 19004、6σ等方法，对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持续改进，追求组织的持续成功，追求卓越绩

效。 

5.3.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a) 企业应按 ISO 45001 或 GB/T 28001（有效期内）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持有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的认证证书； 

b) 应对作业场所进行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并实施有效控制，确保高温、噪声、体力劳动强度、手传

振动、总粉尘等锻造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符合 GBZ 2.1、GBZ 2.2 的规定； 

c) 应定期为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体检，应组织事故分析，编制应急预案； 

d) 应设立职业健康安全专项资金并确保用于员工职业健康和安全用途，包括为作业人员足量配置

满足标准要求的劳保用品； 

e) 企业应有专职安全员，100人以上企业宜设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门，宜通过委托认证机构或

咨询机构组织实施内部审核，持续改善作业条件，实施特种作业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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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环境管理体系 

a) 企业应按 GB/T 24001 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持有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的认

证证书，定期进行环境因素监测； 

b) 企业有内审员和环境监测员，宜通过委托认证机构或咨询机构组织实施内部审核，通过运用实

时测控和数据分析，持续改善环境绩效。 

5.3.4 能源管理体系 

a) 企业应按 GB/T 23331 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持有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的认

证证书； 

b) 企业宜通过能源资源持续投入，改进装备和工艺，实施节能奖惩考核制度等，对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持续改进，持续节能降耗。 

5.3.5 机械行业安全标准化体系 

a) 企业宜按 AQ/T 7009 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b) 100人以上企业宜设立安全管理部门，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c) 宜持续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建立安全文化，有条件的企业争取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或一级

证书。 

5.3.6 信息化 

a) 企业宜落实《中国制造 2025》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战略部署，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通知》（工信厅联节〔2019〕16

号）； 

b) 企业宜推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开发 ERP或适用的生产管理系统，推动实施大数据、企业

上云等项目。 

5.3.7 社会责任 

a) 企业宜按 GB/T 36001、ISO 26000、SA 8000 中一种或几种标准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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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社会责任报告公开可获得； 

c) 有条件的企业宜获得相关机构颁发的社会责任报告发布证书，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 

5.4 能源与资源投入 

5.4.1 能源投入 

a) 企业应优化生产、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应使用清洁能源，不

使用燃煤加热炉； 

b) 企业料块加热、锻造、热处理等生产工序应采用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和装备，减少能源消耗； 

c) 企业宜加强加热炉、热处理循环水余热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厂区路灯等宜采用太阳能、风能

等可再生能源； 

d) 企业应按本企业建立的能源管理体系的要求，持续投入先进的硬件和配套的控制软件，提高能

源利用率； 

e) 企业应利用锻造余热，应用锻造余热热处理工艺，降低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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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资源投入 

a) 企业应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材料利用率。所用材料应满足 GB/T 30512； 

b) 企业应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弃物，应委托有资质的相

关方回收处置，实现废弃物在其它行业的再利用； 

c) 企业宜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和装备，减少水资源消耗，淘汰落后的用水工艺，鼓励新建、改建

企业建立运行雨水汇集设施。企业宜参照 GB/T 50050建设运行循环冷却水处理回用系统。 

d) 锻件用材采用倍尺订货，减少头尾料。 

5.4.3 采购 

a) 企业应制定并实施包括职业健康安全环境要求的选择、评价供方的准则； 

b) 不宜选择未获得职业健康安全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作为主要材料供方； 

c) 宜按《汽车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第 4号）建立绿色供应链，实现绿色采购。 

5.5 产品生产 

5.5.1 一般要求 

企业应引入绿色制造理念，系统考虑原材料、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

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有有害物质的原

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5.5.2 生产工艺 

a) 企业应以基于风险的思维，按 GB 13318—2003和 GB 15735—2012识别锻造和热处理过程的危

险因素和有害因素；通过创新、优化生产工艺和生产过程管理，控制或消除风险，降低危害程

度和有害程度，消除事故隐患，防范事故发生； 

b) 锻造和热处理工艺控制应符合 GB 13318—2003第 8章、GB 15735—2012第 8章的要求； 

c) 应按 GB/T 28613-2012 的规定，以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理念，进行绿色工艺规划，绿色工艺方

案设计，持续优化工艺路线和工艺参数； 

d) 生产工艺的选择、改进应以节能、降耗为目标。 

5.5.3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a) 企业生产工序减少或避免有害物质的使用，在锻造、热处理工序应按 GB 13318—2003第 6章

和 GB 15735—2012第 6章的要求控制危险和有害的生产物料和剩余物料； 

b) 企业产品中禁用物质限制满足 GB/T 30512要求； 

c) 企业应制定防范有害物质泄漏的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组织应急演练。 

5.5.4 节能 

a) 企业应按 GB/T 23331 的要求制定、实施、评价并持续改进节能方针、节能目标、节能方案，

用电功率因数应达到 0.90以上； 

b) 企业宜与相关方合作，运用大数据手段，建立锻造生产的能耗统计分析模型和智能化节能控制

系统，有条件的宜与区域电网和区域天然气网实现大数据共享，或联动调控。 

5.5.5 减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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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业宜创新生产工艺和生产管理模式，采取减少碳排放的措施，企业和中介机构可积极参与国

家提倡的碳排放交易； 

b) 宜以 GB/T 32150 和适用的标准规范等要求及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为指导，对排放数据进行自

查或委托第三方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5.5.6 回收利用 

a) 企业应委托有资质的相关方全部处置回收的头尾料、钢锯末、机加工钢屑、氧化皮； 

b) 应使用专用废弃物存放库，严格防范对环境产生污染，企业应公开制定实施并持续改进热处理

冷却水、乳化液、清洗水的循环使用方案及过滤残渣委托处理方案，并保持相关记录； 

c) 宜充分利用厂区雨水汇集设施收集储存降水，作为生产用循环水的补充水。宜按照 GB/T 20862

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行改善； 

d) 宜加强水资源管理，并加强城市中水、海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减少淡水资源消耗。 

5.6 环境排放 

5.6.1 污染物处理设备 

a) 企业应充分使用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b)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并应正常运行； 

c) 企业应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5.6.2 大气污染物排放 

企业加热等工序大气污染物中：烟（粉）尘浓度（mg/m
3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排放限值应符

合 GB 9078 一级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

应符合 GB 16297 大汽污染物综合排放二级标准的要求, 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5.6.3 循环用水 

a) 企业各生产用水工序均应循环用水； 

b) 适用时，企业循环用水水质监测可参照 GB/T 50050； 

c) 企业应严格执行雨污分流，污水排入污水管网的水质标准应符合 GB 3838-2002 3类水域水质

标准。 

5.6.4 固体废物排放 

a) 企业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周转性储存应符合 GB 18599 等相关处理标准要求，回收再生

处置应委托有资质的相关方实施； 

b) 企业机加工产生的废钢屑宜分类回收，宜对分类分批次回收的钢屑的化学成分进行抽样检测，

并向处置方提供。 

5.6.5 噪声排放 

a) 企业噪声污染物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求，位于工业园区的锻造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

合 GB 12348—2008表 1中 4类功能区的要求； 

b) 作业场所职业接触噪声限值应符合 GBZ 2.2的规定； 

c) 新建企业选址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避免噪声污染居民区和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 

5.6.6 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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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业应采用 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宜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b) 企业应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c) 企业、咨询机构、评价机构应致力于推动贯彻 ISO 14064-1:2018。 

5.7 绩效 

5.7.1 总则 

企业可综合参照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生产过程、环境排放等部分建设内容，

实现工厂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绿色工厂建设目标，持续改进绿色锻造

绩效。 

5.7.2 一般要求 

a) 企业和第三方评价机构应依据本部分附录A提供的评价指标和附录B提供的评价方法计算或评

估其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改善； 

b) 绩效指标应至少满足机械行业准入条件相关行业准入要求。 

5.7.3 用地集约化 

a) 企业应贯彻集约用地的原则，工厂用地指标应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

〔2008〕24 号文的规定，容积率应不低于 0.84，建筑密度应不低于 30%； 

b) 企业宜建在工业区，锻造企业建筑密度宜不低于 45%。 

5.7.4 原料无害化 

a) 绿色物料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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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绿色物料使用率应不低于锻造行业平均水平。 

5.7.5 生产洁净化 

a) 企业按 GB 13318—2003，GB 15735—2012 对锻造和热处理车间的危险因素、有害因素予以识

别和控制； 

b) 高温、噪声、体力劳动强度、粉尘等锻造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制符合 GBZ 2.1和 GBZ 

2.2的规定，满足地方环保要求。 

5.7.6 废物资源化 

a) 企业生产钢质锻件材耗比应符合表 1的规定限值； 

b) 企业固体废弃物回收率应不低于 98%，回收的固体废弃物委托处置率应达到 100%； 

c) 乳化液应在保持性能的前提下无限制循环使用，废矿物油应 100%回收，100%委托有资质的相

关方处置再生，同时要求处置方承诺不得使用“硫酸—白土法”； 

d) 废弃物再生利用率宜达到《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中二级指标及以上要求； 

e)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应达到《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二级指标要求。 

f) 企业宜不使用城镇供水系统或自备井水补充生产用水，单位产品补充用雨水或中水量不高于

0.5m
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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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位锻造平均原材料消耗限值 

锻造类型 设备规格最大吨位t 单位产品钢材消耗 t/t 
热模锻压力机上模锻 16000t ≤1.4 
螺旋压力机上模锻 8000t ≤1.3 
电液锤上模锻 5t ≤1.5 

注：单位产品钢材消耗是指所投入的钢材质量（实称计重）与产出的成品质量（实称计重）的比值。按附 录 B：

公式    B.4  计算。 

5.7.7 能源低碳化 

a) 企业锻造电加热/火焰加热能耗限值（可比单耗）应满足表 2的要求，按 JB/T 6053计算，适

用时，亦可参照附录 C.1给出的方法测算； 

b) 锻造作业能耗限值（可比单耗）应满足表 3的要求，适用时，参照附录 C.4给出的方法测算； 

c) 企业使用周期式和连续式电炉热处理时，应按 GB/T 15318 的要求进行节能监测和考核；可比

用电单耗应满足表 4的要求；适用时，亦可参照附录 C.2给出的方法测算； 

d) 企业使用燃气炉热处理时，应按 GB/T 19944—2015 的要求进行测算；产品单位能耗限值应满

足表 5的要求； 

e) 企业宜制定并实施能源低碳化方案，方案中应设定实现单位产品（t）二氧化碳排放逐步降低

的目标和措施，并对目标进行分解、考核、持续改进； 

f) 企业宜在咨询服务机构指导下，贯彻 ISO 14064-1:2018，宜于年底在汇总实施结果数据的基

础上，编制能源低碳化年度报告，对方案的实施和目标实现情况做出评价，具备条件的，宜将

报告公开。 

表2 锻造电加热、火焰加热炉能耗限值 

锻造类型 设备规格最大吨位t 单位产品锻造加热能耗限值 kg 标煤（m
3
天然气） / t 

热模锻压力机上模锻 16000t ≤210（172.9） 
螺旋压力机上模锻 8000t ≤250（205.9） 
电液锤上模锻 5t ≤300（247.1） 

注：按GB/T 2589，1kW▪h工业电能折算标准煤0.1229kg，1m
3
天然气折算标准煤1.2143kg。 

 

表3  锻造作业能耗限值 

锻造类型 设备规格最大吨位t 单位产品锻造作业能耗限值 kg 标煤（kW▪h） / t 
热模锻压力机上模锻 16000t ≤11.4（93） 
螺旋压力机上模锻 8000t ≤13.6（110） 

 电液锤上模锻 5t ≤17.8（145） 
注：按GB/T 2589，1kW▪h工业电能折算标准煤0.1229kg，1m

3
天然气折算标准煤1.214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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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汽车热模锻热处理电炉能耗限值 

常用热处理工艺 常规汽车热模锻热处理可比用电单耗 kW▪h/kg 
周期式电炉 连续式电炉 

正火 ≤0.55 ≤0.5 

淬火 ≤0.50 ≤0.46 
高温回火 ≤0.30 ≤0.28 
中温回火 ≤0.25 ≤0.23 
低温回火 ≤0.20 ≤0.18 

 

表5 汽车热模锻热处理燃气炉能耗限值 

常用热处理工艺 单位产品热处理能耗限值 kJ/kg 
正火 ≤1500 

淬火 ≤1800 
高温回火 ≤1150 
中温回火 ≤950 
低温回火 ≤760 

 

6 评价方法与程序 

6.1 评价实施 

6.1.1 评价机构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应由中国锻压协会组织具备能力的认证机构或咨询机构实施。 

6.1.2 评价组 

评价机构接受委托后应组成评价组，负责文件评审、现场评价、评价报告编制工作，评价组一般由

不少于3名专家组成，专家人数应为单数，评价机构应指定其中1人担任组长。 

6.1.3 评价方式 

评价组查看报告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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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机构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当企业满足本评价准则要求时即可判定为绿色锻造企业。 

6.1.4 评价程序 

应按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实施评价，包括评价准备、组建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方案、预评价、现

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等。 

6.2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实施评价的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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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c) 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术

评审情况； 

d) 评价内容，包括一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 

e) 评价证明材料的核实情况，包括证明文件和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相关计量设备

和有关标准的执行情况等； 

f) 评价识别的问题； 

g) 评价识别的工厂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等； 

h) 对持续创建绿色锻造企业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或建议； 

i) 相关支持材料。 

6.3 绿色锻造企业证书 

6.3.1 证书及有效期 

中国锻压协会对通过评价的企业颁发“绿色锻造企业”证书，绿色锻造企业证书有效期为3年。 

6.3.2 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应由评价机构现场识别、核定，以关键词表述，核定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a) 本部分适用范围内的产品类别； 

b) 锻造、热处理过程是否分包及分包程度； 

c) 同一评价对象内不适用于本部分的部分，包括可明确界定的组织层次，产品类别，生产区域。 

6.4 换证复评价 

6.4.1 持证企业应在现有证书有效期到期前 6个月至 3个月期间申请复评价。 

6.4.2 复评价程序和要求与初次评价一致，评价机构应在受理复评价申请 2个月内完成复评价。 

6.4.3 复评价通过后即可换发证书，换发的证书有效期应与原证书衔接。 

6.4.4 复评价不通过，则原证书到期后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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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见表A.1。 

表A.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0 
基本 

要求 

合规

性与

相关

方要

求 

企业应依法设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适用行政许可或准入的

（如特种设备制造许可），应取得相应许可或准入。 

符合性

要求 

 

一票否

决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对利益相关方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要求。 

管理 

职责 

最高管理者应分派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相关的职责和权限，确保相关资源的获

得，并承诺和确保满足本准则的要求。 

一票否

决 

企业应有负责绿色锻造管理的部门，负责与绿色锻造相关的制度建设、实施、

考核及奖励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实施目标责任制；基础管理职责应满足

GB/T 36132 的要求。 

建立并实施绿色锻造规划及量化的年度目标和实施方案。 

定期开展绿色锻造相关教育、培训，并考核、评估教育和培训效果。 

1 
基础

设施 

建筑 

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

职业健康设计应符合 GBZ 1 的要求。 
5 

15 锻造车间厂房建筑和作业环境应符合 GB 13318—2003第 5 章的要求。 3 

热处理车间厂房建筑和作业环境还应满足 GB 15735—2012第 5 章的要求。 3 

危化品库、气瓶库、铁屑库、废弃物周转存放间等独立设置。 4 

企业的建筑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

利用等方面进行节材、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良好行

为要求 

6 

10 
新建、改造锻造车间设置符合 GB 18599。 2 

厂区建设使用雨水汇集储存设施。 2 

企业集约利用厂区，按 GB 28613-2012 第 5 章给出的原则或其它适用的原则优

化工艺布局和厂房设置。 
3 

5 

企业配置满足本企业信息化系统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 2 

照明 

车间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现行值。 
符合性

要求 

5 

15 车间采光设计满足 GB 50033—2013 表 4.0.15 Ⅲ和Ⅳ的要求。 5 

锻造车间、控制室照明条件符合 GB 13318—2003 第 5.2.5条的要求。 5 

厂区和办公区采用自然光照明。 
良好行

为要求 

1 

5 照明采取分级、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2 

使用太阳能户外照明设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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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专用设

备 

企业所用锻压机械安全技术条件符合 GB 17120 的要求。 
符合性

要求 

10 

20 空气锤的噪声限值满足 JB 9973 的要求。 5 

新增、改造设备符合国家、地方相关产业政策等要求。 5 

企业参与专用设备供方的产品开发设计过程，向供方传递绿色制造的意识，

并提出相关的性能参数指标。 

良好行

为要求 

8 

20 
企业使用的天然气加热炉、电加热炉（含热处理炉）、压力机、取料机、操作

机实现数控化，使用锻造机器人（数控机械手）和热处理机器人。 
12 

汽车热模锻造、热处理专用设备无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装备。 
10 

通用设

备设施 

通用设备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标准化、智能化程度高的

产品。 符合性

要求 

7 
15 

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限期淘汰更新。 8 

特种设备配置和使用管理符合 TSG—2017 的要求。 15 

企业有提高通用设备的标准化和智能化程度的规划并付诸实施。 

良好行

为要求 

5 

10 有计划提高数控车床、锯床等数控设备的数量、配置比例。 3 

应有逐步替代燃油类厂内机动车的方案。 2 

设备或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6 
10 

使用力调装置、蓄能器等功率补偿设施。 4 

检验 

仪器 

配置满足原材料和产品控制要求的仪表、量具和检验仪器。 符合性

要求 

5 
10 

保障其为有效校准状态。 5 

仪表 

大中型汽车热模锻企业建立计量基准。 
良好行

为要求 

1 

5 具备热处理炉温均匀性测评能力。 2 

具备对理化检验和无损检测发现的缺陷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 2 

监测防

护设备 

企业依据 GB 17167、GB 24789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天然气、电力等能源、

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符合性

要求 

5 
10 

配置安全阀、天然气检测报警装置等安全防护设备。 5 

企业自行或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定期对工厂相关的环境排放进

行监测。 
15 

企业具有废气、废水、粉尘、固体废弃物、噪声等重点环境排放测量设施。 良好行

为要求 

5 
10 

采用信息化手段对能源、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排放进行动态监测。 5 

  
质量管

理体系 

企业按 GB/T 19001 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持有认证机构颁

发的有效的认证证书。 

符合性

要求 
20 

企业有内审员。 
良好行

为要求 

4 

10 通过委托认证机构或咨询机构组织实施内部审核。 3 

通过运用 GB/T19004、6σ等方法，对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持续改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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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2 
管理

体系 

职业健

康安全

管理体

系 

企业按 GB/T 28001（有效期内）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持有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的认证证书。 

符合性

要求 

8 

20 

对作业场所进行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并实施有效控制，确保锻造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符合 GBZ 2.1、GBZ 2.2 的规定。 
4 

定期为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体检。 2 

组织事故分析。 2 

编制应急预案。 2 

设立职业健康安全专项资金并确保用于员工职业健康和安全用途，包括为作

业人员足量配置满足标准要求的劳保用品。 
2 

企业有专职安全员，100 人以上企业设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门。 
良好行

为要求 

4 

10 通过委托认证机构或咨询机构组织实施内部审核，持续改善作业条件。 3 

实施特种作业津贴制度。 3 

环境管

理体系 

企业按 GB/T 24001 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持有认证机构颁

发的有效的认证证书。 
符合性

要求 

15 
20 

定期进行环境因素监测。 5 

企业有内审员和环境监测员。 
良好行

为要求 

4 

10 通过委托认证机构或咨询机构组织实施内部审核。 3 

通过运用实时测控和数据分析，持续改善环境绩效。。 3 

能源管

理体系 

企业按 GB/T 23331 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持有认证机构颁

发的有效的认证证书。 

符合性

要求 
15 

企业通过能源资源持续投入，改进装备和工艺，实施节能奖惩考核制度等，

对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持续改进，持续节能降耗。 

良好行

为要求 

 

10 

安全生

产标准

化 

企业按 AQ/T 7009 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

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100 人以上企业设立安全管理部门。 
5 

15 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5 

持续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建立安全文化，有条件的企业争取获得安全生产标

准化二级或一级证书。 
5 

信息化 

企业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战略部署，以及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

的通知》（工信厅联节〔2019〕16 号）。 

5 

10 
推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3 

开发 ERP 或适用的生产管理系统，推动实施大数据、企业上云等项目。 2 

社会 

责任 

企业按 GB/T 36001、ISO 26000 或 SA 8000 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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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社会责任报告公开可获得。 2 

有条件的企业获得相关机构颁发的社会责任认证证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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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3 

能源

资源

投入 

能源 

投入 

企业优化生产结构和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 

符合性

要求 

 

6 

15 使用清洁能源。 5 

不使用燃煤加热炉。 4 

企业料块加热、锻造、热处理等生产工序应采用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和装

备，减少能源消耗。 
10 

企业加强加热炉、热处理循环水余热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 

良好行

为要求 

 

3 
5 

厂区路灯等采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2 

企业按建立的能源管理体系要求，持续投入先进的硬件和配套的控制软件，

提高能源利用率。 
5 

资源 

投入 

企业所用材料满足 GB/T 30512 。 5 
10 

不使用有毒有害的辅材。 5 

企业选用规格适宜的原材料以减少头尾料、铁屑、氧化皮、废品等固体废弃

物的产生。 

符合性

要求 

5 

15 废矿物油和含矿物油废物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弃物，应委

托有资质的相关方处置废弃物，实现废弃物在其它行业的再利用。 
6 

在热处理水冷工序、渗透检测工序、锻件清洗工序应循环用水。 4 

企业与供方合作开发能减少锻造生产过程能耗和综合材耗的新型钢坯。 

良好行

为要求 

5 

20 

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利用技术和装备，减少水等资源消耗，淘汰落后

的用水工艺。 
5 

新建、改建企业建立运行雨水汇集设施。 5 

使用水冷却工艺的企业和专业热处理企业参照 GB/T 50050 中的适用性规定建

设运行冷却循环水处理回用系统。 
5 

采购 

企业制定并实施包括职业健康和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

则。 

符合性

要求 

5 

15 
不选择未获得职业健康安全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作为原材料供

方。 
4 

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包含原材料利用率等要求。 3 

企业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采购要求。 3 

企业按《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 年第 4 号）建立绿色供应链，实现绿色采购。 

良好行

为要求 
10 

  
生产 

工艺 

企业引入绿色制造理念，系统考虑原材料、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

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有有害物质的原材

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符合性

要求 

7 

30 企业按 GB 13318-2003 和 GB 15735-2012 识别锻造和热处理过程的危险因素

和有害因素。 
7 

控制或消除风险，降低危害程度和有害程度，消除事故隐患，防范事故发生。 7 

锻造和热处理工艺控制符合 GB 13318-2003、GB 15735-2012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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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4 
产品

生产 

 

企业按 GB/T 28613-2012 的规定，以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理念，进行绿色工

艺规划，绿色工艺方案设计，持续优化工艺路线和工艺参数。 
良好行

为要求 

5 
10 

生产工艺的选择、改进应以节能、降耗为目标。 5 

节能 

企业按 GB/T 23331 的要求制定、实施、评价并持续改进节能方针、节能目标、

节能方案。 
符合性

要求 

10 
15 

用电功率因数应达到 0.90 以上。 5 

企业与相关方合作，运用大数据手段，建立锻造生产的能耗统计分析模型和

智能化节能控制系统。 

良好行

为要求 

 

7 
10 

与区域电网和区域天然气网实现大数据共享，或联动调控。 3 

减碳 

企业创新生产工艺和生产管理模式，采取减少碳排放的措施。 8 
13 

企业和中介机构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碳排放交易。 5 

企业以 GB/T 32150 和适用的标准规范等要求及有关标准、规范文件、公开发

表的学术文献为指导，对排放数据进行自查或委托第三方核查。 
8 

12 

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4 

有害物

质限制

使用 

企业在锻造、热处理工序按 GB 13318—2003 第 6 章，GB 15735—2012 第 6 章

的要求控制危险和有害的生产物料和剩余物料 
符合性

要求 

10 

30 在酸洗、钝化、渗透检测、清洗、涂漆等工序减少或避免有害物质的使用，

并满足国家对所涉及各类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10 

制定防范有害物质泄漏的方案和应急处理预案并组织应急演练。 10 

企业开发替代工艺或使用替代物质，逐步淘汰使用有害物质。 
良好行

为要求 
10 

回收 

利用 

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相关方全部处置回收头尾料、铁屑、氧化皮。 

符合性

要求 

6 

20 
使用专用废弃物存放库，严格防范对环境产生污染。 7 

企业公开制定实施并持续改进热处理冷却水、乳化液、清洗水的循环使用方

案及过滤残渣委托处理方案和相关记录。 
7 

企业充分利用厂区雨水汇集设施收集储存降水，作为生产用循环水的补充水。 
良好行

为要求 

5 

10 按照 GB/T 20862 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 3 

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行改善。 2 

污染物

处理设

备 

汽车热模锻企业应充分使用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

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符合性

要求 

 

10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并应正常运行。 5 

企业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台账。 3 

10 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 3 

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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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5 
环境

排放 

大气污

染物排

放 

企业的大气污染物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求。 

符合性

要求 

 

5 
10 

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5 

企业锻造各工序大气污染物中烟（粉）尘浓度（mg/m
3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

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9078 一级标准要求。 
5 

10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符合 GB 16297 大汽污染物综合排放二

级标准的要求, 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5 

循环 

用水 

企业各生产用水工序均应循环用水。 5 

适用时，企业循环用水水质监测可参照 GB/T 50050。 5 

15 企业严格执行雨污分流。 5 

污水排入污水管网的水质标准符合 GB3838-2002 3 类水域水质标准。 5 

固体废

物排放 

企业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周转性储存符合 GB 18599 等相关处理标准要

求，回收再生处置委托有资质的相关方实施。 
10 

企业机加工产生的废铁屑分类回收。 良好行

为要求 

5 
10 

对分类分批次回收的铁屑的化学成分进行抽样检测，并向处置方提供。 5 

噪声 

排放 

企业噪声污染物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求，位于工业园区的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符合 GB 12348—2008表 1 中 4 类功能区的要求。 

符合性

要求 

 

5 
10 

作业场所职业接触噪声限值符合 GBZ 2.2 的规定。 5 

新建企业选址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5 

6 绩效 

用地集

约化 

企业贯彻集约用地的原则，工厂用地指标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国土资发〔2008〕24 号文的规定，容积率不低于 0.84。 
8 

15 

建筑密度不低于 30%。 7 

企业建在工业区，企业建筑密度不低于 45%。 
良好行

为要求 
10 

原料无

害化 

绿色物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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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性

要求 

 

10 
20 

绿色物料使用率不低于锻造行业平均水平。 10 

生产洁

净化 

企业按 GB 13318—2003，GB 15735—2012 对锻造和热处理车间的危险因素、

有害因素予以识别。 
10 

20 

对锻造和热处理车间的危险因素、有害因素予以控制。 10 

高温、噪声、体力劳动强度、粉尘等锻造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制符

合 GBZ 2.1 和 GBZ 2.2 的规定。 

良好行

为要求 
20 

废物资

源化 
汽车热模锻企业生产钢质锻件材耗比应符合本准则表 1 的规定限值。 

符合性

要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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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绿色汽车热模锻企业评价指标（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企业固体废弃物回收率不低于 98%。 良好行

为要求 

10 
20 

回收的固体废弃物委托处置率应达到 100%。 10 

乳化液在保持性能的前提下无限制循环使用。 

符合性

要求 

7 

25 
废矿物油 100%回收。 7 

100%委托有资质的相关方处置再生。 8 

要求处置方承诺不得使用“硫酸—白土法”。 3 

废弃物委托再生利用率达到《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中二

级指标及以上要求。 

良好行

为要求 
15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二级指

标要求。 

符合性

要求 
25 

企业不使用城镇供水系统或自备井水补充生产用水，单位产品补充用雨水或

中水量不高于 0.5m
3
/t。 

良好行

为要求 
10 

能源 

低碳化 

企业锻造火焰加热能耗限值（可比单耗）满足表 2 的要求。 

符合性

要求 

8 

30 

锻造作业能耗限值（可比单耗）满足表 3 的要求。 8 

企业使用周期式和连续式电炉热处理时，按 GB/T 15318 的要求进行节能监测

和考核；可比用电单耗满足表 4 的要求。 
7 

企业使用燃气炉热处理时，按 GB/T 19944—2015 的要求进行测算；产品单位

能耗限值满足表 5 的要求。 
7 

企业制定并实施能源低碳化方案，方案中设定实现单位产品（t）二氧化碳排

放逐步降低的目标和措施，并对目标进行分解、考核、持续改进。 
良好行

为要求 

 

20 

企业在咨询服务机构指导下，贯彻 ISO 14064-1:2018。 5 

25 
于年底在汇总实施结果数据的基础上，编制能源低碳化年度报告。 10 

对方案的实施和目标实现情况做出评价。 5 

具备条件的，将报告公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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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绿色锻造企业主要指标计算方法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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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

（B.1）计算。 

                          
用地

总构筑物总建筑物

A
AA

R
+

=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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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层高超过8m的，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 

单位为平方米（m
2
）； 

A总构筑物 ——工厂总构筑物建筑面积，可计算面积的构筑物种类参照 GB/T 50353，单位为平方米（m
2
）； 

A用地     ——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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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B.2）计算。 

                        %100×
+

=
用地

总构筑物总建筑物

A
aa

r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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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
）； 

a 总构筑物 ——工厂总构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A 用地     ——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B.3 绿色物料使用率 

绿色物料使用率按照式（B.3）计算。 

                        
i

i

M
G

=ε                           …………………………（B.3） 

式中： 
ε  —— 绿色物料使用率， 无量纲； 

Gi   —— 统计期内， 绿色物料使用量， 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绿色物料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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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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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单位钢锻件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材耗比） 

单位钢锻件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按式（B.4）计算。 

                      
Q
MM i

ui =                         ……………………………（B.4） 

式中： 

Mui ——单位钢锻件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单位为t每t（t/t）； 

Mi   ——统计期内，生产某种钢锻件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消耗总量，单位为t（t）； 

Q  ——统计期内合格钢锻件产品产量，单位为t（t）。 

B.5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或回收委托处置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式（B.6）计算。可参照《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导则》（GB/T 

32326）。 

                      %100×=
Z
ZK r

r                   ……………………………（B.5） 

式中： 

Kr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无量纲； 

Zr  ——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单位为 t（t）； 

Z  ——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 t（t）。 

B.6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回用率）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回用率）按式（B.7）计算。可参照《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导则》

（GB/T 32327）。 

                     %100×
+

=
Wb

W
W VV

VK               ……………………………（B.6） 

式中： 

KW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回用率），无量纲； 

VW   ——统计期内，生产用水系统运行保持水量（初始加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Vb   ——统计期内，向生产用水系统补加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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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绿色锻造企业评价部分参考指标计算方法 

C.1 锻造火焰加热炉可比单耗 

锻造火焰加热炉可比单耗按式（C.1）计算： 

                         β
G
BQb

Z

arent
k

29307
,

=                ……………………………（C.1） 

式中： 

bk       ——可比单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t（kgce / t）； 

Qnet，ar  ——燃料低位收到基发热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或千焦每标准立方米（kJ / Nm
3
）； 

B       ——单台火焰加热炉或炉群在统计期内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或标准立方米（Nm
3
）； 

β      ——炉型系数，炉型系数见表C.1； 

GZ       ——单台加热炉或炉群在统计期内所加热的锻件折合重量，单位为t（t）。 

表A.2 炉型系数 

炉型 室式炉 开隙式炉 台车式炉 贯通式炉 半连续炉 环形炉 

炉型系数 β 1.00 1.10 1.15 1.40 

C.2 热处理电炉可比用电单耗 

热处理电炉可比用电单耗按式（C.2）计算： 

                           )/(/ gkWhkGWb Zk =        ……………………………（C.2） 

式中： 

W  ——在测试的一个生产周期内供给电炉本体加热元件的电能量和直接用于生产工艺的辅助设备 

的耗电量合计得到的实际消耗电能量，以KWh计。 

Gz ——测试周期的合格产品的总折合质量，以kg计。Gz按下式计算： 

Gz=Gi·K(kg) 

其中：Gi ——监测时电炉本次热处理的各种合格产品(工件)的实际质量，以kg计。 

      K  ——为产品品种系数，按锻件热处理惯例，K可取1。 

C.3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生产单位合格产品碳排放量按式（C.3）计算。 

                                
Q
Cc =                   ……………………………（C.3） 

式中： 

c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位为 kgeCO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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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统计期内，工厂边界内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eCO2）； 

Q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 t（t)。 

C.4 锻造作业单位能耗 

锻造火焰加热炉可比单耗按式（C.4）计算： 

                                  
ZJ

d
d

G
Ee =             ……………………………（C.4） 

式中： 

ed ——锻造作业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t（kgce / t）； 

Ed ——锻造作业主要能源（包括电能、压缩空气）消耗之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t（kgce / t）； 

GZJ ——统计期内汽车热模锻锻件折合（产品）重量，单位为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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