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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常污防攻坚指办〔2021〕  32  号 

 

 

关于印发常州市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料替代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辖市、区（常州经开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根据省大气办《关于印发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料替代

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为加快推进我市挥发性有机物（以下简

称 VOCs）清洁原料推广替代工作，从源头上减少 VOCs 排放，

支持产业优化升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 2021 年底，全市初步建立水性等低 VOCs 含量涂料、油

墨、 胶黏剂等清洁原料替代机制；完成列入省大气办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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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源头替代清单的 182 家企业（详见附件 1）的排查建档，

督促相关企业实施源头替代及工艺改造；建立全省重点行业清洁

原料替代正面清单；各辖市区分别打造不少于 3 家以上源头替代

示范性企业。 

二、重点任务  

（一）明确替代要求。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木材加工、

纺织等行业为重点，按照省大气办《关于印发江苏省挥发性有机

物清洁原料替代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源头替代具体要求，加快推

进 182 家企业清洁原料替代工作。实施替代的企业要使用符合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2020）规定的粉末、水性、无溶剂、辐射固化涂料产品；

符合《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的限值》

（GB38507-2020）规定的水性油墨和能量固化油墨产品；符合《清

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GB 38508-2020）规定的水

基、半水基清洗剂产品；符合《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GB 33372-2020）规定的水基型、本体型胶粘剂产品。若确实

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应提供相应的论证说明，相关涂料、油墨、

清洗剂、胶粘剂等产品应符合相关标准中 VOCs 含量的限值要

求。  

（二）严格准入条件。禁止建设生产和使用高 VOCs 含量的

涂料、油墨、胶黏剂等项目。2021 年起，全市工业涂装、包装

印刷、纺织、木材加工等行业以及涂料、油墨等生产企业的新（改、

扩）建项目需满足低（无）VOCs 含量限值要求。全市市场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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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水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产品，执行国家《低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2020）。  

（三）强化排查整治。各地在推动 182 家企业实施源头替代

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对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木材加工、纺织

等涉 VOCs 重点行业进行再排查、再梳理，督促企业建立涂料等

原辅材料购销台账，如实记录使用情况。对具备替代条件的，要

列入治理清单，推动企业实施清洁原料替代；对替代技术尚不成

熟的，要开展论证核实，并加强现场监管，确保 VOCs 无组织排 

放得到有效控制，废气排气口达到国家及地方 VOCs 排放控制标

准要求。  

（四）建立正面清单。各地要将全部生产水性、粉末、无溶

剂、辐射固化涂料以及水性和辐射固化油墨、水基和半水基清洗

剂、水基型和本体型胶粘剂的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 80%以上符

合《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 

-2020）的涂料生产企业，已经完全实施水性等低 VOCs 含量清

洁原料替代，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排放速率、排放绩效等满足相

关规定的企业，纳入正面清单管理，在重污染天气应对、环境执

法检查、政府绿色采购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结合产业结构分

布，各辖市区分别打造不少于 3 家以上源头替代示范性企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辖市区要组织发改、工信、市场监

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联合行动，负责 VOCs 清洁原料推广

替代工作的具体组织、协调、调度工作。工信部门要牵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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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企业开展清洁原料替代技术改造；发改、工信部门要将清洁

原料替代纳入新建及技改项目审批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

立项或备案；市场监管部门要牵头对涂料、油墨、胶黏剂等产品

的生产、销售、流通等环节的执法检查；生态环境部门要牵头指

导、督促企业依法对 VOCs 废气进行收集和治理，同时对相关

部门移交的问题企业依法处置。各辖市区请于每月 10 日将本地

区清洁原料替代台账及汇总表报送至市大气办。 

（二）强化执法监管。把低（无）VOCs 含量清洁原料替代

工作纳入各地专项督查和执法检查的重点内容。对列入正面清单

的企业无事不扰；对替代进度慢，末端治理仅采用低温等离子、

光催化、光氧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技术或存在敞开式作业的

企业，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问题突出的依法责令停产整治。  

（三）加大宣传引导。对已经完成低（无）VOCs 含量清洁

原料替代或工艺改造的企业，要及时总结经验成果，通过召开行

业现场观摩会，推广绿色产品使用理念，增强企业环保意识，推

进清洁原料替代工作落实。通过电视、报纸、公众号等渠道向公

众宣传推广使用水性涂料等清洁原料的重要性、迫切性，鼓励公

众购买水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倡导绿色消费理

念。 

 

附件：1.省大气办关于源头替代具体要求  

2.全市 VOCs 源头替代企业清单  

3.源头替代企业排查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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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大气办关于源头替代具体要求 

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木材加工、纺织等行业为重点，分

阶段推进 3130家企业清洁原料替代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工业涂装企业。主要涉及调配、喷涂、喷漆、流平、

晾干和烘干等产生 VOCs生产工序的企业。 

1. 家具制造企业。主要涉及木质家具中调配、喷涂、干燥、

修色，软体家具中调配、涂装、涂胶，金属家具中调配、涂饰等

产生 VOCs生产工序的企业，使用的涂料、清洗剂、胶粘剂中

VOCs含量均应符合表 1-1中的限值要求。 

表 1-1 家具制造业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含量限值 

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粉末木器涂料 - - 

无溶剂涂料 - ≤60g/L 

辐射固化涂料 

金属基材与塑胶基材 
喷涂 ≤350g/L 

其他 ≤100g/L 

木质基材 
水性 ≤200g/L 

非水性 ≤100g/L 

水性木器涂料 
色漆 ≤220g/L 

清漆 ≤270g/L 

水基清洗剂 - ≤50g/L 

半水基清洗剂 - ≤100g/L 

水基型胶粘剂 

聚乙酸乙烯酯类 ≤100g/L 

橡胶类 ≤100g/L 

聚氨酯类 ≤50g/L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类 ≤50g/L 

丙烯酸酯类 ≤50g/L 

其他 ≤5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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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本体型胶粘剂 

有机硅胶 ≤100g/kg 

MS类 ≤50g/kg 

聚氨酯类 ≤50g/kg 

聚硫类 ≤50g/kg 

环氧树脂类 ≤50g/kg 

α-氰基丙烯酸类 ≤20g/kg 

热塑类 ≤50g/kg 

其他 ≤50g/kg 

2. 汽车整车制造和零部件加工企业（汽修企业参照执行）。

主要涉及电泳、涂胶、喷涂、烘干、修补、注蜡等产生 VOCs生

产工序的企业，使用的涂料、清洗剂、胶粘剂等原辅材料均应符

合表 1-2中低 VOCs含量限值要求。 

表 1-2 汽车整车制造业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限值 

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水性涂料 

汽车原厂涂料 

（乘用车、载货汽

车） 

电泳底漆 ≤200g/L 

中涂 ≤300g/L 

底色漆 ≤420g/L 

本色面漆 ≤350g/L 

汽车原厂涂料 

[客车（机动车）] 

电泳底漆 ≤200g/L 

其他底漆 ≤250g/L 

中涂 ≤250g/L 

底色漆 ≤380g/L 

本色面漆 ≤300g/L 

清漆 ≤300g/L 

汽车修补用涂料 
底色漆 ≤380g/L 

本色面漆 ≤380g/L 

辐射固化涂料 
喷涂 ≤350g/L 

其他 ≤100g/L 

水基清洗剂 - ≤5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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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半水基清洗剂 - ≤100g/L 

水基型胶粘剂 

聚乙酸乙烯酯类 

≤50g/L 

橡胶类 

聚氨酯类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类 

丙烯酸酯类 

其他 

本体型胶粘剂 

有机硅类 ≤100g/kg 

MS类 ≤100g/kg 

聚氨酯类 ≤50g/kg 

聚硫类 ≤50g/kg 

丙烯酸酯类 ≤200g/kg 

环氧树脂类 ≤100g/kg 

α-氰基丙烯酸类 ≤20g/kg 

热塑类 ≤50g/kg 

其他 ≤50g/kg 

3. 工程机械整机制造和零部件加工企业。主要涉及喷漆、

流平、烘干修补等产生 VOCs生产工序的企业，使用的涂料、清

洗剂、胶粘剂等原辅材料均符合表 1-3中低 VOCs含量限值要求。 

表 1-3 工程机械整机制造业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含量限值 

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粉末涂料 - - 

无溶剂涂料 - ≤100g/L 

水性涂料 

底漆 ≤250g/L 

中涂 ≤250g/L 

面漆 ≤300g/L 

清漆 ≤300g/L 

辐射固化涂料 
喷涂 ≤350g/L 

其他 ≤100g/L 

溶剂型涂料 底漆 ≤42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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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中涂 ≤420g/L 

面漆 
单组分 ≤480g/L 

双组分 ≤420g/L 

清漆 
单组分 ≤480g/L 

双组分 ≤420g/L 

水基清洗剂 - ≤50g/L 

半水基清洗剂 - ≤100g/L 

水基胶粘剂 

聚乙酸乙烯酯类 
≤100g/L 

橡胶类 

聚氨酯类 

≤50g/L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类 

丙烯酸酯类 

其他 

本体型胶粘剂 

有机硅类 ≤100g/kg 

MS类 ≤100g/kg 

聚氨酯类 ≤50g/kg 

聚硫类 ≤50g/kg 

丙烯酸酯类 ≤200g/kg 

环氧树脂类 ≤100g/kg 

α-氰基丙烯酸类 ≤20g/kg 

热塑类 ≤50g/kg 

其他 ≤50g/kg 

4. 其他工业涂装。 

其他涉 VOCs涂装企业，要使用符合《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2020）规定的粉末、水

性、无溶剂、辐射固化涂料产品；符合《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含量限值》（GB 38508-2020）规定的水基、半水基清洗剂产

品；符合《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GB 33372-2020）

规定的水基型、本体型胶粘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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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刷（不含纸张、纸板印刷）企业。主要涉及调配、

上墨、上胶、涂布、固化等产生 VOCs生产工序或使用油墨、胶

粘剂、涂布液等生产线的企业，使用的油墨、清洗剂、胶粘剂、

涂料等原辅材料均应符合表 1-4中低 VOCs含量限值要求。 

表 1-4 包装印刷行业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限值 

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油墨 

水性油墨 

凹印油墨 
吸收性承印物 ≤15% 

非吸收性承印物 ≤30% 

柔印油墨 
吸收性承印物 ≤5% 

非吸收性承印物 ≤25% 

喷墨印刷油墨 ≤30% 

网印油墨 ≤30% 

能量固化

油墨 

胶印油墨 ≤2% 

柔印油墨 ≤5% 

网印油墨 ≤5% 

喷墨印刷油墨 ≤10% 

凹印油墨 ≤10% 

胶粘剂 

水基型胶粘剂 

聚氨酯类 

≤50g/L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类 

丙烯酸酯类 

其他 

本体型胶粘剂 
聚氨酯类 

其他 

清洗剂 
水基清洗剂 ≤50g/L 

半水基清洗剂 ≤100g/L 

涂料 

无溶剂涂料 ≤60g/L 

水性涂料（不粘涂料） 

底漆 ≤420g/L 

中涂 ≤300g/L 

面漆 ≤270g/L 

辐射固化涂料 
喷涂 ≤350g/L 

其他 ≤10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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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纺织印染（不含热定型）企业。主要涉及调浆、制网

间、印花烘干、植绒、复合、烫金、蒸化、涂层及烘干等产生

VOCs生产工序的企业。在染色过程中推广使用固色率高、色牢

度好、可满足应用性能的环保型染料，使用无醛品种固色剂、环

保型柔软剂等助剂。在涂层整理中，推广使用水性涂层浆；在纯

棉织物的防皱整理中应用低甲醛类的整理助剂。无法实现环境友

好型原辅料替代的，优先使用单一组分溶剂的涂层浆。 

（四）木材加工企业。主要涉及干燥、涂胶、热压等产生

VOCs生产工序的企业，涂装工序参照工业涂装企业。使用的胶

粘剂原辅材料均应符合表 1-5中低 VOCs含量限值要求，人造板

等使用的“三醛”胶应符合表 1-6中甲醛、苯酚含量限值的要求，

使用的涂料等原辅材料参照工业涂装企业。 

表 1-5 木材加工企业胶粘剂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限值 

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胶粘剂 水基型胶粘剂 

聚乙酸乙烯酯类 ≤100g/L 

橡胶类 ≤100g/L 

聚氨酯类 ≤50g/L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类 ≤50g/L 

丙烯酸酯类 ≤50g/L 

其他 ≤50g/L 

表 1-6 人造板等企业“三醛”胶甲醛和苯酚含量限值 

树脂类型 用途 
含量限值（%） 

游离甲醛 游离苯酚 

脲醛树脂、三聚氰胺改

性脲醛树脂 

冷压用 ≤1.0 

/ 

胶合板用 

≤0.3 
细木板用 

刨花板用 

中、高密度纤维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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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类型 用途 
含量限值（%） 

游离甲醛 游离苯酚 

浸渍用 ≤0.8 

酚醛树脂 

醇溶 ≤0.3 ≤2.0 

浸渍用 ≤0.3 ≤2.0 

胶粘剂用 ≤0.3 ≤1.0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浸渍用 ≤0.3 / 

（五）其他企业。各地可根据本地产业特色，将其他行业企

业涉 VOCs工序纳入清洁原料替代清单。 

其他行业企业涉 VOCs相关工序，要使用符合《低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2020）规定的

粉末、水性、无溶剂、辐射固化涂料产品；符合《清洗剂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GB 38508-2020）规定的水基、半水基

清洗剂产品；符合《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GB 33372 

-2020）规定的水基型、本体型胶粘剂产品。 

若确实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应提供相应的论证说明。使用的

涂料、清洗剂、胶粘剂、油墨中 VOCs含量的限值应符合《船舶

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38469-2019）、《木器涂料中有害物

质限量》（GB18581-2020）、《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24409 

-2020）、《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30981-2020）、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GB 38508-2020）、《胶

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GB 33372-2020）、《油墨中可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的限值》（GB38507-2020）中

的限值要求。



 

 — 13 — 

附件 2 

全市 VOCs 源头替代企业清单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行业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行业 

1 武进区 
常州市迪邦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92 武进区 常州市常林永青铸造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2 钟楼区 常州市大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93 武进区 常州市浪平铸造厂 金属制品业 

3 溧阳市 
溧阳市金宇包装印刷有限公

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94 武进区 江苏汇联活动地板股份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4 溧阳市 溧阳市鑫宇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95 武进区 常州金飞腾机房地板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5 钟楼区 常州源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96 武进区 常州市雄鹰机房设备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6 天宁区 
常州市九洲彩色印务有限公

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97 溧阳市 溧阳市北方机械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7 钟楼区 常州市天方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98 溧阳市 江苏欧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8 武进区 常州市凯虹包装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99 溧阳市 溧阳市齐发机械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9 武进区 
常州市建农印刷包装有限公

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0 溧阳市 溧阳市汇达机械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 武进区 常州市清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1 溧阳市 江苏苏阳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 武进区 常州城东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2 天宁区 江苏金陵干燥科技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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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武进区 常州市嘉业包装厂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3 新北区 常州诚加利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3 武进区 常州市天成包装厂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4 新北区 常州峰迪奥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14 武进区 常州市剑湖包装箱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5 天宁区 常州市峻华家具有限公司 家具制造业 

15 武进区 常州市峰华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6 天宁区 常州市木易艺家木业有限公司 家具制造业 

16 武进区 常州市杨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7 武进区 常州市东方红日海棠家具有限公司 家具制造业 

17 武进区 常州市新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8 武进区 常州市银通喷涂厂 金属制品业 

18 武进区 常州市中天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09 武进区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19 武进区 常州市博安合达包装厂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0 武进区 常州市华旺家具有限公司 家具制造业 

20 天宁区 常州华景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1 武进区 常州市武进鸣凰丝绸炼染厂有限公司 纺织业 

21 天宁区 常州市常宝包装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2 武进区 常州嘉达染整有限公司 纺织业 

22 天宁区 常州市彩龙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3 武进区 常州常海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23 钟楼区 常州市康泰印刷厂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4 武进区 常州市顺风造船有限公司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4 武进区 常州市中德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5 武进区 常州橙橙新模具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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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武进区 常州市东横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6 新北区 常州市中辰车辆部件厂 汽车制造业 

26 武进区 
常州市武进印铁制罐有限公

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7 新北区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铸造分厂 通用设备制造业 

27 溧阳市 溧阳市纸品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8 武进区 常州艾威尔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8 钟楼区 常州市新腾包装厂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19 武进区 常州康宝电机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9 钟楼区 常州市星宇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20 武进区 常州力卓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30 武进区 常州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21 武进区 常州赛尔电器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1 钟楼区 常州和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2 武进区 常州市利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家具制造业 

32 武进区 常州红月亮地板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3 武进区 常州市友中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33 武进区 
常州市振大涂塑蓬布有限公

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4 武进区 常州远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34 天宁区 常州银冠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5 武进区 武进区横林玖天装饰材料厂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35 新北区 
常州豪邦纳米科技涂料有限

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26 金坛区 常州金坛鑫宇橡塑制品厂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6 武进区 常州吉云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27 武进区 武进区湖塘科普橱柜厂 家具制造业 

37 新北区 
常州能邦阻尼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28 武进区 武进高新区金科家具厂 家具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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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北区 常州胜明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29 武进区 常州市凌旷机械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39 新北区 常州市神彩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0 溧阳市 江苏天目建设集团钢机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40 新北区 常州市万事达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1 溧阳市 溧阳运达机电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41 新北区 常州市吴门油脂化工厂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2 溧阳市 江苏米多机械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42 新北区 常州市欣泽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3 新北区 常州雷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43 新北区 常州市一阳精细化工厂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4 溧阳市 溧阳市高邦电缆材料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44 新北区 常州市永丰油脂厂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5 钟楼区 常州市华盛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45 新北区 
常州市长发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6 钟楼区 常州亚美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46 新北区 常州市智通树脂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7 溧阳市 江苏宝鹏建筑工业化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制造业 

47 新北区 常州亚光艾德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8 金坛区 常州市金坛第四橡胶厂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8 新北区 常州之友梦琦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39 新北区 常州步盈电器有限公司 造纸和纸制品业 

49 新北区 江苏上上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40 新北区 常州德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50 溧阳市 
溧阳市立新塑粉材料有限公

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41 新北区 常州东冉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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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新北区 
亚什兰（常州）特种化学品有

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142 新北区 常州江宇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52 武进区 常州市奥普迅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43 天宁区 常州南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3 武进区 常州叶协字牌厂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44 新北区 常州睿杰车辆附件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54 武进区 常州市逸彩包装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45 新北区 常州市灿搏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55 金坛区 常州金坛教学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46 新北区 常州市晨辉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56 钟楼区 常州市津加塑料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47 武进区 常州市芙蓉成光喷涂厂 金属制品业 

57 金坛区 常州市新远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48 武进区 常州市和成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和纸制品业 

58 金坛区 
常州亿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49 新北区 常州市黑狼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59 新北区 常州翌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 
150 新北区 常州市华方精密合金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60 天宁区 常州迪尔毛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业 151 金坛区 常州市金坛区金山汽车配件厂 汽车制造业 

61 天宁区 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业 152 新北区 常州市商塔涂料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62 武进区 江苏万隆特种货柜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153 武进区 常州市盛翔涂装粉末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63 武进区 常州市金汇鞋业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54 武进区 常州市双圆纸管有限公司 造纸和纸制品业 

64 武进区 常州伟佳钣焊制品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155 武进区 常州市通业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65 武进区 
常州市武进太湖快艇有限公

司 

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156 武进区 常州市伟诚电机厂 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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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金坛区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57 新北区 常州市先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67 新北区 常州市凯凌车配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158 武进区 常州市远明电子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68 金坛区 常州浦港物资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159 新北区 常州双赢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69 新北区 常州市华亿宇汽车附件厂 汽车制造业 160 武进区 常州王茂铸造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70 新北区 
常州市八骏马纸制品有限公

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161 新北区 常州新北区君正包装厂 汽车制造业 

71 新北区 常州新北区小河宇光车配厂 汽车制造业 162 新北区 常州新北区玉泉车辆配件厂 汽车制造业 

72 溧阳市 江苏恒欣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163 新北区 常州永凯车辆配件厂 汽车制造业 

73 金坛区 常州市利来密封件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64 溧阳市 大峘集团溧阳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74 天宁区 常州博诚线业有限公司 纺织业 165 溧阳市 
赫菲斯热处理系统江苏有限公司（赫

菲斯热处理系统江苏有限公司本部） 
通用设备制造业 

75 天宁区 常州市金日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业 166 溧阳市 江苏烨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76 天宁区 常州龙城之星染织有限公司 纺织业 167 溧阳市 江苏益尔机电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77 天宁区 
常州东方伊思达染织有限公

司 
纺织业 168 新北区 凯士比阀业（常州）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78 溧阳市 江苏粘博士新材料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69 溧阳市 溧阳市苏南钢结构厂 通用设备制造业 

79 金坛区 江苏东禾电声配件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70 溧阳市 溧阳市兴欣饲料机械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80 新北区 
常州市宇轩车辆饰件有限公

司 
汽车制造业 171 溧阳市 美拓(江苏)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81 天宁区 常州华瑞橡胶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72 金坛区 
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金坛

分公司 
金属制品业 

82 金坛区 江苏海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173 新北区 新北区孟河青茂车辆配件厂 汽车制造业 

83 钟楼区 宝钢轧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174 新北区 新北区孟河瑞银汽车零部件厂 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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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新北区 大茂伟瑞柯车灯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175 新北区 新北区祥炳车辆配件厂 汽车制造业 

85 溧阳市 
溧阳市华鹏电机配件有限公

司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 
176 新北区 新北区薛家协泰幕墙材料厂 金属制品业 

86 武进区 佳辰地板常州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177 新北区 常州华塑科技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87 武进区 江苏思蕊活动地板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178 钟楼区 常州市长城工艺厂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88 武进区 
常州山由帝杉防护材料制造

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179 天宁区 常州永丰泡棉制造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89 新北区 
富士通电子科技（常州）有限

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80 武进区 江苏东正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90 天宁区 
常州市吉达织物涂层有限公

司 
纺织业 181 溧阳市 江苏联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1 钟楼区 常州中铁蓝焰构件有限公司 金属制品业 182 武进区 常州华裕鸿翔电子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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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源头替代企业排查台账 

序号 城市 区县 行业 

企

业

名

称 

涉

VOCs

原料 

涉 VOCs

原辅料类

型（溶剂、

水性、粉

末、UV 固

化等） 

VOCs

含量

（%） 

储存方

式（桶

装/袋

装/储

罐/密

闭/储

库/料

仓等） 

原料

年用

量 

VOCs

年排

放量 

涉

VOCs

工艺 

VOCs

处理

设施 

是否可

实施低

VOCs

原料替

代 

若不

可实

施，说

明理

由 

预计

替代

完成

时限 

责

任

单

位 

责任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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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源头替代企业情况汇总表 

序号 城市 区县 行业 
企业数

量 

排查

问题

数 

整改

完成

数 

可实施源头

替代企业数

量 

末端治理设施类型 

责任人 备注 

单一活

性炭治

理技术

（家） 

单一光氧/

水喷淋等

治理技术

（家） 

组合治

理技术

（家） 

高效（燃

烧法）治

理技术 

其他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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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常州市涂料生产企业清单 

设区市 企业名称 设区市 企业名称 

常州 常州市武进三河口树脂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星海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武进区礼嘉秋成喷涂加工厂 常州 江苏旭升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勤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烨超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鑫盛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锐康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华鼎粉末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武进延陵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良久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华云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华星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捷成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芙蓉宇通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宝润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永阳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邦杰防腐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盛宇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前黄分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新邦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鸿腾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红星油墨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蓝阳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红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亿波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海耀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大使同丰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东润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佳尔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中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华源漆业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东方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皓月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史丹龙涂料（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金恒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中海油常州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万辉泰克诺斯（常州）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凯泰高分子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双华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新奥涂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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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 企业名称 设区市 企业名称 

常州 常州市日京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宇鹰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新福乐威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艾维特电气绝缘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玉叶涂装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联泰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力丰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裕源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和宇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能邦阻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猴王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胜明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盛正顺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赛兴粉末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造漆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柏鹤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新赛特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华狮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东方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乐意节能装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润福喷涂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光辉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兴隆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亚光艾德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国兴粘结材料厂 

常州 常州市欣泽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丰迪制漆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蓝航涂料助剂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华虹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吴门油脂化工厂 常州 常州市佳美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普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天安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艾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圣安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神彩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亚明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康宝涂料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亚光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先升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天赐涂装材料厂 

常州 常州市万事达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华荣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永丰油脂厂 常州 常州金坛鑫捷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豪邦纳米科技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尚革卓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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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 企业名称 设区市 企业名称 

常州 常州康佳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冶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 亚什兰（常州）特种化学品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天盾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一阳精细化工厂 常州 江苏上上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之友梦琦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溧阳市金程粉末厂 

常州 常州市智通树脂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罗新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远大玻璃钢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和邦建材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新东周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伟冠塑粉制造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广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阿克苏诺贝尔功能涂料（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足迹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溧阳市华冠塑粉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溧阳市佳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吉云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长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朝晖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艺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常科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鼎力涂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中涂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华菱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科达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友昌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美迪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常成能源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鸿光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龙鑫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西周龙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众普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龙城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金和物资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凯星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持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明辉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贯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中天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威力尔包装有限公司 常州 立邦涂料（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汤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开磷瑞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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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 企业名称 设区市 企业名称 

常州 常州市艾森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德威特国际集团 

常州 常州宝新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阿波罗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晨光金属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雅乐色彩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邦尔塑料粉末厂 常州 江苏恒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久大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斯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轩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奥邦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华明涂装粉末有限公司 常州 昂星新型碳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晨光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飞豹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中涂涂料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江南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迪欧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常州油漆有限公司 常州 无锡巴特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宝进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升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润龙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德威特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兰陵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久诺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正光涂装粉末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优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燎原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博伊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润杰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爱涂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市武进虹灵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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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常州市油墨生产企业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常州新区华发油漆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2 常州市沈氏油墨有限公司 

3 常州市横山油墨有限公司 4 常州市超祥纸上用品有限公司 

5 常州市环宇中亚油墨厂 6 常州市戴溪塑料制版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