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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工業水污染調查

江珠毒解



為何綠色和平
關注有毒有害
物質？

我們身處的社會充斥着數以萬計形形色色的人造化學物，有些化學物已證實對人體健康或環境

有害，但有更多的化學物從未經正式測試，長期使用和接觸後帶來的影響仍屬未知之數。我們

在電子產品、清潔劑、油漆、傢具、玩具、化妝品、藥物、衣服和食物等大量日用品中依然能

找到有毒有害的人造化學物。有關產品在生產、使用或棄置過程中釋放出的化學物散布于水、

空氣、土壤和生物中，無處不在。

並不是所有有毒有害物質都是人造的，某些重金屬如鉛、鎘和汞等皆存在于自然之中，它們之

所以在生物圈廣泛傳播，危及人類和生物的健康，是因為人類的提煉和使用所致。

什麼是有毒有害物質？

有毒有害物質指會在生產、使用和棄置過程中危害人類、其它生物或自然環境的物質。有毒有

害物質可以是人造，也可以從自然提煉而生，其有害性質包括：

持久性（不能及時通過生物降解或其它方法被環境分解） y
生物累積性（能積聚于生物體內，以及在食物鏈中不斷增加濃度） y
致癌性（可導致癌症） y
誘變性（可導致變種和基因缺陷） y
對生殖系統或神經系統有害（可危害生殖系統及其發育，或損害神經） y
可擾亂內分泌（荷爾蒙）系統 y

為何有毒有害物質是嚴重的問題？

有毒有害物質一旦釋放到環境，便難以清理或控制其帶來的風險。持久性強的有毒有害物質，即使經

過傳統的“末端治理技術”，包括污水處理廠常用的方法，亦不能徹底控制或消除，因為有毒有害化

學物會直接排出或累積于污水處理廠內，成為有害的污泥廢物。有毒有害物質可長時間危及廣泛地

區。由于它們能通過空氣或水傳播到遠距離的地方，然後經食物鏈再濃縮到危險水平，因此即使實行

了控制措施，其影響仍然無遠弗屆。有毒有害物質對人類和環境帶來的沉重代價，至今仍難以確定和

評估。

最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從源頭開始管制，首先，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系統地重新考慮和設計產品及

生產過程，逐步減少使用有毒有害物質；並最終確保有毒有害物質“零排放”，並以毒性較低甚至無

害的物質取代有毒有害物質的使用（“替代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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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工廠排放有毒有害物質污染珠江，
急需採取措施

綠色和平的《解“毒”珠江》報告揭露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工業企業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質對水體的污染

問題。通過對8個城市、53個鄉鎮的走訪和對超過60家工廠的抽樣調查後，本研究對5家位于珠三角的

工業設施排放的污染物進行了檢測及分析，現摘要如下：

工業污水是水污染的一個主要成因。而在工廠排放的眾多化學物中，包含了大量令人擔憂的有毒有害

物質，當中包括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質多為持久性（會持久存留在環境）、生物累積 

（會累積在植物、動物及人體）和有毒（persistent,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簡稱PBT）的物質，

一旦釋放會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系統構成長遠威脅。

與其密集的活躍的工業生產相對應，珠三角遭受的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問題同樣嚴重。然而，目前有關

此問題的研究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有關珠三角有毒有害物質污染的學術研究鮮有對工業源頭進行直

接抽樣檢測，以致未能識別污染問題的元凶，導致對于污染的治理同樣局限于治標，而非治本。此

外，由于現行政策上存在漏洞，令政府未能有效遏止有毒有害物質對水體的污染。

主要調查結果

我們于2009年6月在大珠三角地區的五家工廠或工業區外的排污點，收集了共25個樣本，包括排污管

道及其鄰近區域的水樣品和沉積物樣本。

這五個生產設施包括：

工業區／設施 工藝種類

建滔（佛岡）工業區 印刷電路板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 印刷電路板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印刷電路板

東莞昌明印刷廠 印刷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紡織生產

研究的主要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要點
上述各個設施外收集到的污水，均發現已證實含有或可能含有有毒有害特性的物質 y
上述五個設施中有三個設施的污水樣本中污染物濃度超出廣東省排放標準中相應污染物的上限 y
多個設施正排放多種有機化學物，大部份更屬有毒有害物質，但目前卻不受廣東省排放標準的 y
管制

根據于2003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第28條，由于上述各個生產基地均使用或排放有毒有害物

質，因此必須進行清潔生產審核。

個別化學物檢測結果摘要如下：

金屬

于多個污水樣本中發現多種有毒或存在潛在毒性的重金屬，而且濃度很高，其中三個設施的污水樣本中的金屬含量更超出

廣東省排放標準的排放濃度上限，包括：

建滔（佛岡）工業區，其排放的污染物含有高濃度的鈹及錳，含量為廣東省污水排放標準中最高可容許水平的25倍和 y
3倍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其排放物含有高濃度的銅，分別為東省污水排放標準中最低和最高可容許水平50倍和12倍 y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其排放的污染物中的錳含量超出了廣東省污水排放標準的最高可容許水平 y

污水樣本中發現的多種金屬已證實或可能會產生毒性作用，特別是高濃度金屬，其中溶解銅特別值得關注，因為大部份水

中生物都對溶解銅（尤其是高濃度溶解銅）極為敏感。

調查結果亦發現不少含有高濃度有毒金屬的污水樣本，雖然含量可能並未超出排放標準，但這類污染物亦嚴重污染河流和

水源。

pH值：

以下兩個污水樣本的酸性遠遠超出廣東省排放標準容許的污水pH值的範圍（6-9）：

建滔（佛岡）工業區的污水pH值 = 1 y
東莞昌明印刷廠的污水pH值 = 2  y

酸性的廢水不僅危及水中生物，而且大大提高其所含金屬的水溶性、流動性和毒性，加劇金屬對水體的危害。

工厂產生的污水是中國河流其中一個主要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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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訴求
 
綠色和平認為要在珠三角及整個中國推行清潔生產革命，一方面排放有毒有害物質的企業必須立刻采

取相應行動改善現況，而作為監管企業排污行為和確立中國水污染控制大方向的政府部門也應有所作

為。

綠色和平要求每家企業儘快承諾通過清潔生產來根除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1。該承諾應包括以下步驟：

1. 建立目標（包括中期目標）和時間表，逐步減少使用有毒有害物質，最終達到徹底去除有毒有害物

質污染。

2. 實施全面的化學品審核或物料衡算，包括：

仔細調查工廠為何使用、在哪里使用和如何使用有毒有害物質 y
評估在設計製造過程中以更安全的物質取代有毒有害物質的各種方案，研究其技術和財政上的 y
可行性

3. 確保企業免費並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向公眾公開最新的有毒有害物質使用及排放信息。2

4. 積極支持和執行政府關于消除有毒有害物質使用和排放的相關法規政策。

綠色和平建議政府重視珠江三角洲乃至整個中國的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問題，並通過以下途徑解決：

1. 制定一個整體方案，將減少、限制、並最終消除有毒有害物質污染作為優先目標，同時設定明確的

時間表。

2. 編制有毒有害物質的優先行動名單，並定期更新。

3. 對有毒有害物質的使用和排放進行普查和建檔，確立污染物排放和轉移登記系統，兩者都必須完全

向公眾公開。

4. 為地方環保局提供資源和激勵機制，加強《清潔生產促進法》中各實施方案的執行，如：

加強清潔生產審核，查核使用或排放有毒有害物質的企業 y
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豐富的技術資源和持續性支持，執行消除有毒有害物質的計劃 y

有機化學物：

從上述五個地點收集的污水樣本中發現多種分屬不同化學類別的有機化學物，其中不少已被證實或可

能為有毒有害物質。主要問題包括：

建滔（佛岡）工業區及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的樣本中檢出了溴化物，包括溴化阻燃劑四溴 y
雙酚A（TBBPA）
建滔（佛岡）工業區及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的樣本中檢出了烷基酚（辛基酚及壬基酚） y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和東莞昌明印刷廠的樣本中檢出了鄰苯二 y
甲酸酯（DEHP、DnBP及DiBP）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的樣本中檢出了雙酚A y
東莞昌明印刷廠的樣本中檢出了二氯甲烷 y

誠然，本次抽樣檢測對象僅是整個珠三角地區工業生產的一個極小的縮影，其排放的污水與污染物占

整體數字的比重亦非常少。然而，知微見著，珠三角實際的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可能比調查結果要嚴重

得多。

我們的願景：清潔生產革命

綠色和平相信環境保護與工業發展並不是對立的。要解決本報告探討的有毒有害物質所引致的污染問

題，中國必須在珠三角地區乃至全國推進一場清潔生產革命。

清潔生產意味 通過產品的重新設計或生產程序的升級，在生產的源頭或過程中就預防任何有毒有害

物質的出現。清潔生產有別于成本高昂的末端治理技術。它強調從源頭防止污染，通過以無害的化學

物替代有毒有害污染物、或尋找不必使用有毒有害物質的生產工序，為工業生產找到更環保和更具成

本效益的生產方法。只有當企業真正實行清潔生產，政府進行相應的管制，方能保障珠江及國內所有

河流的水質與人類健康。

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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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伯， 70歲， 居住於樂園村管理區，  

於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旁

“這裡日日都排，水是黑色的，當刮起風時村內四處都是臭味，廢水的水泡更經常吹

入屋內....我不知道廠內有沒有污水處理池，總之我看到排出來的水就是這個模樣.這

些事情群眾不敢作聲，他們有權有勢，我們這些普通百姓可以怎樣？”

引言
不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珠三角經濟快

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珠江及其支流的嚴重污染。2007

年，中國水利部指出當地超過六成河段被污染8，更令人

擔憂的是，官方數據中幾乎沒有涵蓋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 

情況。

目前在珠江流域受監管的水污染物只限于部份主要污染物

及少數化學物質，包括氨氮、總磷、糞大腸杆菌及兩大常

用指標（化學需氧量及五日生化需氧量）等，9 大部份在珠

江流域製造、使用及排放的有毒有害化學物仍未有受到應

有的關注及監管。

不少學術研究指出珠三角已被有毒有害物質污染，當中包

括重金屬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然而，目前的

研究只集中討論珠江水體內存在有毒有害物質，而缺乏關

于其源頭，即工廠直接排入河流的有毒有害物質的討論。

由于有毒有害物質持久性和生物累積的特性，生態系統不

能有效降解像重金屬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這些有毒有害物

質，而整個水體也會受到這些物質長期甚至于永久性的破

壞。要避免上述問題，唯一的方法是從源頭入手，通過清

潔生產防止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

綠色和平在珠三角實地考察八個月後，發布《解“毒”珠

江——珠三角工業水污染調查》的調研報告，旨在說明工

業排放有毒有害物質造成的水污染問題，藉以填補目前水

污染討論中工業源頭有毒有害物質排放的空白，並提出改

善問題的建議——清潔生產。

長久以來環保與工業發展對立的假設必須被打破。清潔生

產強調通過預防性原則和防治原則，為工業生產尋找更環

保和更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工序，而不需要再依賴昂貴的 

“末端治理技術”。事實上，水污染問題已迫在眉睫，必

須被立即提上政府日程表。氣候變化和城市化加重了對水

資源的壓力，中國再難以承受有更多的水源被有毒有害物

質所污染。清潔生產革命必須立即得到推行，以防止工廠

繼續釋放有毒有害物質，為珠三角以至整個中國的環境帶

來無法逆轉的永久破壞。

水污染是中國最嚴峻的環境

問題之一，目前近七成江河

湖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

染。3氣候變化和用水量的

增大已經使得水資源變得匱

乏，而水污染的日趨嚴重則

令問題變得更為迫在眉睫。

如果沒有及時而有效的行

動，中國廣泛地區將面臨嚴

峻的缺水危機。

工業污水是水污染的其中一

個主要源頭。而在工廠排放

的眾多化學物中，包含了大

量令人擔憂的有毒有害物

質，當中包括重金屬和有機

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質多為

持久性（會持久存留在環

境）、生物累積（會累積在

植物、動物及人體）和有毒（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簡稱PBT）的物質，一旦釋放會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系統構成

長遠的難以逆轉的威脅。

由于鄰近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華南的珠江三角洲成為全球最活

躍的工業生產區域之一，2007年，其生產總值占全國生產總值逾

一成。4這個地區所面臨的嚴重的工業水污染，更可以成為一面折

射中國總體工業水污染問題的鏡子。

珠三角地區的發展與流經該區的母親河－珠江－關係密切。珠江

的集水區達453，000平方公里，是繼長江和黃河後中國第三長

河流。5珠江及其支流帶來的豐富水資源一直推動區內的工業發

展，甚至令珠三角發展為有名的“世界工廠”。珠江同時亦為區

內4700萬人提供飲用水，其支流西江供應飲用水給佛山、肇慶、

江門、中山和珠海等地6，北江供水至廣州市，而東江則供水到深

圳、東莞、惠州、廣州部分地區和香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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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黃女士（假名）， 40歲，黃文園村居民， 

於建滔（佛崗）工業區旁

“附近的人如果聽到菜是由黃文園村出產的話，會說菜是有毒，不敢買回家吃﹗...我

也不清楚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認為，只是聽到他們說我們的村就在一家大化工廠旁，菜

都是受了污染。”

綠色和平珠三角實地調研



2. 綠色和平珠三角實地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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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五所工廠設施于廣東省的位置圖，圖標珠三角的範圍 

表 1.  五個取樣地點 （工業區/工廠） 

2009年2月至8月期間，綠色和平到珠三角及其上游一帶，對工業水污染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在走訪了8個城市、53個鄉鎮，調查超過60

家工廠後，綠色和平選定5家工廠或工業區作樣本檢測，它們均位于廣東省和珠三角地區，詳見圖1。

2009年6月，綠色和平在這5個調查地點抽取了包括污水和沉積物的共25個樣本，並紀錄了取樣過程。這些樣本均來自企業的排水口和接

收污水的水體。所有樣本都送往綠色和平位于英國的 University of Exeter 的研究實驗室，對金屬和一系列揮發性有機化學物（VOCs）進

行量化分析，以及對其它可溶解和萃取的半揮發性有機化學物作定性分析。本報告列出了這次取樣的樣本分析結果。

調查結果概要

綠色和平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五個工廠設施排放的重金屬和可能有害的有機化學物正對珠江流域的水環境造成污染危害，是主要的污染

源頭。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廠只占整個珠三角工業活動的極小一部分，珠三角密集的工業排污所帶來水污染問題遠不止于此。透過這一具有代表

性意義的調查，本報告的發現反映出了整個珠江面臨的嚴峻的水污染現狀，更對珠三角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的水污染提出警示。

金屬 潛在風險* 發現含高濃度排放的地點

鈹
即使短時間的少量接觸，工作間的鈹粉塵仍可造成鈹敏化作用和慢性
鈹塵病，導致肺部衰弱。工作間的鈹或鈹化合物的粉塵已被證實為致
癌物質。

建滔（佛岡）工業區

鋅
通過在生物內進行累積而產生毒性作用，人體大量接觸引起的症狀包
括胰臟受損、貧血、腸胃不適；對大量水生動植物而言屬于有毒物
質。

建滔（佛岡）工業區

錳 大量接觸可引致神經中毒的不同症狀，包括腦部受損。
建滔（佛岡）工業區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銅
大量接觸可致使銅在生物內累積，也會產生毒性作用，銅對大量水生
動植物有毒，而且即使少量接觸也會產生不良反應。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有關每種化學物的詳細描述，請參閱第16-17頁）

要進一步瞭解本次研究的取樣方法、檢測結果和分析數據等，請到綠色和平的網頁下載由綠色和平實驗室撰寫的科學報告 

《Hazardous chemical pollution of the Pearl River: Investigation of chemicals discharged with wastewaters from five industrial facilities 

in China， 2009》（綠色和平研究實驗室，英國University of Exeter，http://www.greenpeace.org/haz-chem-prd-china）。

研究的主要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上述各個設施外收集到的污水，均發現已證實含有或可能含有有毒有害特性的物質 y
上述五個設施中有三個設施的污水樣本中化學物濃度超出廣東省排放標準的上限 y
多個設施正排放多種有機化學物，大部份更屬有毒有害物質，但目前卻不受廣東省污水排放標準的管制 y

根據于2003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第28條，由于上述各個工業設施均有使用或排放有毒有害物質，因此必

須進行清潔生產審核。

個別化學物檢測結果摘要如下：

金屬

在多個污水樣本中發現了多種並高濃度的有毒或存在潛在毒性的重金屬，其中三個設施的污水樣本的金屬含量，皆超出廣東省排放標準的

排放濃度上限，包括：

建滔（佛岡）工業區，其排放的污染物含有高濃度的鈹及錳，含量分別為廣東省最高可容許水平的25倍和3倍 y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其排放的污染排放物含有高濃度的銅，分別為廣東省最低和最高可容許水平50倍和12倍  y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其排放物中的錳含量超出了廣東省最高可容許水平 y

有關情況不僅危及水中生物，酸性極高的廢水會大大提高其所含金屬的水溶性、流動性和毒性，加劇金屬對水體的危害。

下表重點說明樣本中找到的金屬及其潛在危機：

表2：有毒金屬及其潛在危險西江

東江

北江

珠江

潭江 香港

南中國海

建滔（佛岡）工業區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東莞昌明印刷廠

廣東省

珠三角

取樣地點 工藝種類

建滔（佛岡）工業區10 印刷電路板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11 印刷電路板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印刷電路板

東莞昌明印刷廠 印刷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紡織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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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重點展示樣本中的高濃度金屬，並與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最高可容許水平作比較： pH值：

從以下兩個設施收集得來的污水樣本酸性極高，遠遠超出廣東省排放標準中可容許污水pH值的範圍（6-9）：

建滔（佛岡）工業區的污水pH值 = 1 y
東莞昌明印刷廠的污水pH值 = 2  y

酸性廢水不僅危及水中生物，也會大大提高其所含金屬的水溶性、流動性和毒性，加劇金屬對水體的危害。

有機化學物

從上述五個設施外收集的污水樣本中發現多種分屬不同化學類別的有機化學物，其中不少已被證實或可能為有毒有害物質，詳述如下：

表 3: 有機污染物及其潛在危機

化學物類別 重點關注化學物 潛在風險 發現該化學物的地點

溴化合物 四溴雙酚A （TBBPA）
四溴雙酚A 干擾內分泌（荷爾蒙） 系
統，可能影響神經系統、免疫系統、
腎臟和肝臟。

建滔（佛岡）工業區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

烷基酚 辛基酚和壬基酚 

此物質可模仿自然雌激素，影響部分
生物的內分泌（荷爾蒙） 系統，改變
性發展，減少精子數量，增加畸形精
子的出現等。

建滔（佛岡）工業區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鄰苯二甲酸酯
鄰苯二甲酸二酯、苯二甲
酸二異丁酯/丁酯

某些鄰苯二甲酸酯對哺乳類動物的生
育系統呈毒性，包括影響睪丸生長。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東莞昌明印刷廠

其他氧化合物 雙酚A
可能擾亂內分泌系統，影響生育系
統；嚴重影響水中環境；已被廣泛證
實為有害污染物。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

揮發性氯化有機化學物 二氯甲烷
可引起基因突變並為致癌物質。如進
食、吸入或透過皮膚吸收此物質均為
有害。

東莞昌明印刷廠

錳

17100

5000

2000
2000

鋅

3240

5000

2000

3000

銅

25600

500

2000

1000

鉻

1230

1500

520

鎳

1000

鉛

382

1000

21

鎘

100

鈹

123

5

綠色和平調查中發現的最高水平
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一級標準)
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二級標準)
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三級標準)

圖2: 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的的最高可排放濃度水平，以及調查中發現的最高水平 

（*有關化學物的詳細說明可參考第16-17頁）

建滔（佛岡）工業區： y  含有高濃度的鈹及錳，為廣東省污水排放標準中最高可容許水平的25倍和3倍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y 含有高濃度的銅，分別超出廣東省污水排放標準中最低和最高可容許水平50倍和12倍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y 含錳量超出了廣東省污水排放標準最高可容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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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標示五間工廠或工業區樣本內最常發現的有害有機污染物：

其它氮化合物

4

氯化合物

4

光引髮劑和
相關化合物

13

烷基酚和
衍生物

6

其它氧化合物

6

琉璜化合物

2

鄰苯二甲酸酯

3

酚甲烷和
其衍生物

3

烷基酚化合物

1
溴化合物

21

化
學
物
數
量

表3: 五間工廠或工業區外排放物內發現的主要有機污染物 

（上圖顯示了12個污水樣本中找到的主要有機污染物數目，但有小部分微量或不屬于污染物的有機物並沒有列在圖中。） 

有毒有害物質
的簡介

鈹（金屬）

即使短時間的少量接觸，工作間的鈹粉塵仍可造成

鈹敏化作用和慢性鈹塵病，導致肺部衰弱。工作間

的鈹或鈹化合物的粉塵已被證實為致癌物質。

酸性排放（pH值）

酸性污水危害排放口附近的水生態，而酸性環境

也大大增加金屬在污水中的溶解度、流動性，因

此加強了水中金屬的毒性。

烷基酚（有機化學物）

本次調查檢驗到的烷基酚是持久性和生物累積性

的污染物，並會毒害水生態，接觸可改變有些生

物的性發展。

樣本發現的辛基苯酚（OP）是烷基酚的一種，對

不同物種包括哺乳動物的生育系統有不良影響，

壬基苯酚（NP）和辛基苯酚同樣被公認為可擾亂

荷爾蒙和對生育系統有不良影響的化學物。

有些烷基酚被毆盟水框架指令（WFD）列為需優

先管制的有毒有害物質。 錳（金屬）

大量接觸可引致神經中毒的不同症狀，包括腦部

受損。

雙酚A（有機化學物）

雙酚A一直被認為有可能干擾內分泌系統，而測試

亦證實它對哺乳動物的生殖系統及腦部發展有負

面影響。它對海洋生物的荷爾蒙系統亦有影響。

由於此物質的毒性，加拿大政府已將雙酚A列為有

毒物質，並受加拿大環境保護條例約束。條例禁

止所有含有聚碳酸酯而又含有雙酚A的嬰兒奶瓶的

廣告、售賣及入口。

銅（金屬）

銅常用於製造電子產品。

低劑量的銅對人類和動物都十分重要，但過量的

銅則會導致生物累積及中毒。

很多水生生物都對銅十分敏感，尤其水溶性對水

生動植物的毒性和影響更大，部分不良反應在接

觸少量的銅後就可能出現。

二氯甲烷
（有機化學物質）

二氯甲烷又名氯化甲烯，是一種常見的工業用溶

劑，尤其用於去除油脂或油漆。二氯甲烷揮發性

強，因此在工廠附近二氯甲烷揮發的氣體是接觸

這種物質的主要途徑。

吸入或吞下二氯甲烷都對人體有害，而且它可灼

傷或令皮膚敏感。二氯甲烷是致癌物，也有可能

引起基因突變。

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並沒有對二氯甲烷的排

放進行限制，但規定同類的氯化化學物質的濃度

必須在30微克/公升及1000微克/公升之間，而樣

本中發現的二氯甲烷的濃度（940微克/公升）遠

遠高於其中最嚴厲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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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滔（佛岡）工業區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東莞昌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有毒有害物質的簡介

四溴雙酚A
（有機化學物）

每年全球使用大約210，000噸的四溴雙酚A，是

市場上最大量使用的溴化阻燃劑。研究顯示四溴

雙酚A可能干擾內分泌系統（荷爾蒙）以及有其

他毒性。而且四溴雙酚A分解時會製造干擾內分

泌系統的雙酚A。

2，4，6-三溴苯酚（2
，4，6-TBP）
（有機化學物）
 

2，4，6-三溴苯酚有可能影響神經系統，而且會

影響動物的胚胎或胎兒。研究更指出此化學物可

能影響內分泌系統。

鄰苯二甲酸化鹽
（ 鄰 苯 二 甲 酸 酯 類 ）
（有機化學物）

邻苯二甲酸化盐多用作增塑剂。科学家非常担忧

它们对人体及野生动物的毒性。本次的抽樣里发

现其中三种邻苯二甲酸化盐。 

邻苯二甲酸二酯是其中一种邻苯二甲酸化盐，通

常用来制造有弹性的聚氯乙烯塑料制品。此物质

的毒性危害哺乳动物的生殖发展。另外一种是二

硝基仲丁基苯酚，同樣会毒害动物的生殖系统 。

这两类邻苯二甲酸化盐已被欧盟的化学品注册、

评估、实现、授权和限制法规（REACH）列为 

“高度关注物质”。邻苯二甲酸二酯亦被欧盟水框

架指令（WFD）列为需优先管制的有毒有害物质。 

广东省的排放标准里包括邻苯二甲酸二酯和二硝基

仲丁基苯酚，但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则不受监管。

磷酸三辛酯（TEHP）
（有機化學物）

磷酸三辛酯廣泛被用作阻燃物料及溶劑。它對哺

乳動物有輕度的急性中毒影響。一些研究亦顯示

如果動物長期接觸此物質，有可能致癌。

光引髮劑及相關化學物
（有機化學物）

光引发剂是对光源十分敏感的化合物，用来引发

聚合作用，或者固定物料。很多印刷电路板生产

商，都广泛使用到这种化合物。

过去二十年的工業发展促使对这种化学物质的研

究及制造。然而，关于这些新合成物的毒性的公

开资料非常匮乏，它们以及对人体和环境的潛在

危险的资讯更是少之又少。

在化验樣本中找到的噻吨酮为光引发剂的感光剂

物质，水生生物就算只是接触到少量的噻吨酮都

可能带来长期影响。二苯甲酮同樣是光引发剂的

感光剂，对动物的肝脏和肾脏都有影响，而且测

试亦显示此物可能会干扰荷尔蒙系统。

調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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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滔（佛岡）工業區內的工廠

生產設施 產品

1. 科惠白井（佛岡）電路有限公司 印刷線路板14

2. 建滔（佛岡）化工有限公司 甲醛15 

3. 建滔（佛岡）特種樹脂有限公司 PVB樹脂和膠片16

4. 佛岡建滔實業有限公司 銅箔17

5. 建滔（佛岡）積層紙板有限公司 覆銅積層紙板18

6. 建滔（佛岡）積層板有限公司 玻璃纖維覆銅面板19

7. 建滔（佛岡）絕緣材料有限公司 覆銅箔板基紙20

8. 清遠忠信世紀玻纖有限公司 玻璃纖維21

所有工廠均為建滔化工集團的分公司，詳情可參考第24頁。

案例一： 

建滔（佛岡）
工業區 

調查範圍簡介

全球最大的覆銅面板和印刷 路板生產商建滔集團在工業區內擁有多個設施。建滔集團同時生產一系列的物料和產品，包括化學物、銅

箔、玻璃纖維布、玻璃紗漂白木漿紙、液晶體顯示屏及磁電產品。12

建滔（佛岡）工業區位于廣東省清遠市佛岡縣石角鎮，13位處珠江的北江支流潖江岸邊，與對岸的黃文源村只有一條小河之隔，建滔化工

集團的網頁資料顯示工業區內共有八家工廠，所有工廠均製造印刷 路板所需的化工物料和零件。

綠色和平在工業區內的一家工廠科惠白井（佛岡）電路有限公司外發現了兩個排污口，一個是科惠污水處理廠外的排放口，連接小水道，

直接通往潖江；另一條則為隱藏于科惠工廠外圍牆下的暗管，同樣連接小水道，直接通往潖江。

鈹濃度超出標準 其中一個水樣本含有濃度為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25倍的鈹（123微克/公升）。

錳濃度超出標準 其中一個水樣本含有濃度為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3倍的錳（17，100微克/公升）。

污水pH值超出標準範圍 其中一個水樣本酸性極高（pH值 = 1），超出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pH值 = 6-9）。

發現溴化合物 發現溴化合物，包括阻燃劑四溴雙酚A （TBBPA）。

發現烷基酚和其衍生物 發現烷基酚和其衍生物，例如辛基苯酚和辛基苯酚聚氧乙烯酯。

發現光引發劑和相關化合物 樣本中發現光引發劑和相關化合物，而這些新型化合物的毒性數據匱乏。

主要調查結果

（關于上述污染物的特性和問題，請參考第16-17頁。關于詳細樣本結果，請參閱附件。）

由於建滔（佛岡）工業區釋放有毒有害物質如銅（見附錄）和四溴雙

酚A，所以應受《清潔生產促進法》管制，並接受清潔生產審核，找

出減少和最終根除使用和釋出有毒有害物質的方法。

強制清潔生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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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業區西面的河道 於工業區北面的河道 工業區內其中一間生產工廠的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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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溴化合物

氯化合物

光引髮劑
和相關化合物

烷基酚
和衍生物

硫磺化合物

高濃度金屬

圖 4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清 遠 （ 佛 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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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建滔（番禺南沙）
工業區

調查範圍簡介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位于廣東番禺南沙經濟及科技發展區。區內有三間工廠，分別是：建滔（番禺南沙）石化有限公司、紐寶力精化

（廣州）有限公司，及廣州忠信世紀玻纖有限公司。

 

建滔石化主要製造環氧樹脂、高低溴化環氧樹脂，以及四溴雙酚A（TBBPA）。四溴雙酚A是一種用于製造環氧樹脂時使用的阻燃劑，為

有毒有害物質。其它產品包括三聚氰胺及硫酸胺。每年工業區生產數以千噸計的有關化學物。22

 

紐寶力精化的工廠是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23， 生產溴化環氧樹脂，包括以四溴雙酚A為主要原料的樹脂。工業區每年的產量

可達二萬噸。

發現各類溴化阻燃劑 污水內找到四溴雙酚A（于建滔（佛岡）同樣找到）和2，4，6-三溴苯酚。

發現鄰苯二甲酸化鹽
證實含有三種鄰苯二甲酸化鹽（鄰苯二甲酸酯類）：鄰苯二甲酸二酯、二硝基仲丁基苯酚及鄰苯二甲酸二
异丁酯。 

發現雙酚A 污水內分別驗出含有雙酚A及其衍生物。

發現有機磷酯 發現一種常用的阻燃劑：磷酸三辛酯，簡稱TEHP。

發現光引發劑及相關化學物質 樣本中發現光引發劑和相關化合物，而這些新型化合物的毒性數據匱乏。

主要調查結果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的工廠

工廠設施 產品

1. 建滔（番禺南沙）石化有限公司
環氧樹脂、高度及低度溴化環氧樹脂、三聚氰胺、硫酸胺及四溴
雙酚A24

2. 廣州忠信世紀玻纖有限公司 無堿玻璃纖維紗及有關產品25

3. 紐寶力精化（廣州）有限公司 液態基礎環氧樹脂、丙酮、四溴雙酚A等26

所有工廠均為建滔化工集團的分公司，詳情可參考第24頁。

由於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釋放有毒有害物質如銅（見附錄）和

四溴雙酚A，所以應受《清潔生產促進法》管制，並接受清潔生產審

核，找出減少和最終根除使用和釋出有毒有害物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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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上述污染物的特性和問題，請參考第16-17頁。關于詳細樣本結果，請參閱附件。）

工業區圍牆外的排汙管 工業區外觀

溴化合物

光引髮劑
和相關化合物

其它氧化合物

酚甲烷鄰苯二甲酸酯類

高濃度金屬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烷基酚
化合物

化
合

物
數

量

圖 5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廣 州 （ 南 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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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

生產設施 產品

1. 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多層印刷電路板－主要用於家庭電器、影音產品、燈飾照明、數
碼用品、手提電話、電腦、電子儀器、太空科技及軍事用品等。

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屬于江門榮信電路板有限公司，亦即建滔化工集團旗下的子公司，詳情可參考第24頁。

案例三： 
深圳榮豐電路板
有限公司  

調查範圍簡介

深圳榮豐電路板廠的廠房設施屬于建滔化工集團旗下子公司27的江門榮信電路板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沙井鎮覺園工業區，主要製造多層

印刷電路板。28

 

榮豐的廠房製造的污水于一條名為“榮豐檢查口”的明渠中排放。管道彙集了于工業區上游及下游的所有工廠排放的污水，然後經過珠江

的支流，最後于珠江口排出大海。29

銅濃度超標 排出的污水含銅度極高（25600微克/公升），為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12倍。

發現多種溴化物化合包括四溴
雙酚A

于污水內驗出四溴雙酚A及十種溴化物化合。

發現兩種鄰苯二甲酸酯類 污水含有鄰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及二硝基仲丁基苯酚 。

發現有問題的光引發劑化合物 樣本發現了6種光引發劑化合物。

主要調查結果

關 於 建 滔 化 工 集 團
大型電子物料生產商，營運超過60間工廠 y
專門製造覆銅面板和印刷 y 路板30

中國其中一家最早生產和銷售覆銅面板的外資公司。2007年，集團成為全球剛性板龍頭。以生產價值計，其市場占有率達11.8% y 31

旗下兩家公司于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分別為建滔化工集團（HK0148）和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HK1888）。于2009年10月14 y
日，該兩家公司的市值分別為254.48億港元和148.5億港元32

獲選為“2008年福布斯全球2000大企業”，以及連續6年在“福布斯全球200家最佳小型企業”排第五位 y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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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榮豐排放有毒有害物質，包括銅和鎳（見附錄），所以應受《清

潔生產促進法》管制，並接受清潔生產審核，找出減少和最終根除使

用和釋出有毒有害物質的方法。

工廠外的排汙管工廠大門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溴化合物

鄰苯二甲酸
酯類

光引髮劑
和相關化合物

其它氧化合物 其它氮化合物

 
高濃度金屬

圖 6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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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上述污染物的特性和問題，請參考第16-17頁。關于詳細樣本結果，請參閱附件。）

深圳（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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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

行業類別 印刷業

生產貨品 包裝、書籍、紙製品

所屬集團 昌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掛牌號碼 1196

市場價值 截至2009年10月14日為止，總值為港幣2億3751萬

公司背景
工廠主要製造商業印刷產品，例如紙箱、包裝盒、書本及其它紙製品。產品
分銷到歐洲、美國、日本及其它國家。

案例四： 

東莞昌明印刷廠
有限公司 

調查範圍簡介

昌明印刷廠有限公司是香港上市集團昌明投資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子公司，為香港的一家大型印刷公司，為各行各業提供包裝盒及印刷服

務。34昌明投資有限公司亦是香港及全中國最具規模的印刷品企業集團之一。35

昌明印刷廠有限公司位于廣東省東莞市大嶺山的大沙管理區。其位置正座落于大沙村一條流向東江的支流旁，河流最終會流入同沙水

庫。36同沙水庫是東莞市最大的水庫，曾經是供給全市食水的主要來源。不過，由于嚴重的污染問題，使水庫的水質降至Ｖ類，現在水庫

只能用作風景觀賞之用。37

當地居民指出印刷廠會定期排放一些帶有刺激性的紅色污水到河道。排水管道附近的泥土則被染成橙色或紅色。這些污水都是從昌明印刷

廠的廠房後方排到河流的。

酸性污水內發現高濃度的金
屬物質

被排出的污水酸性極高 （pH值 = 2），遠超出了廣東省排放物所定污水pH值 6-9之間的標準水平。
污水亦含有高濃度的金屬，包括鉻、銅、鋅及鎳。 

發現兩種鄰苯二甲酸鹽 污水內驗出了兩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分別是鄰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及二硝基仲丁基苯酚。

發現兩種主要由光引發劑演變
出的化學物質

污水內含有三種和光引發劑有關的化合物，包括二苯甲酮、噻噸酮衍生物，很可能和印刷過程時使用光引發劑
有關。 

發現有毒的氯化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VOC）

污水樣本內顯示出二氯甲烷，此有毒的化學物是常用的工業溶劑。但化合物並未有列入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
的管制範圍。

主要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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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上述污染物的特性和問題，請參考第16-17頁。關于詳細樣本結果，請參閱附件。）

由於昌明印刷排放有毒有害物質，包括二氯甲烷和三氯乙烯（見附

錄），所以應受《清潔生產促進法》管制，並接受清潔生產審核，找

出減少和最終根除使用和釋出有毒有害物質的方法。

工廠大門 工廠外，隱藏在草叢中的排汙管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溴化合物

光引髮劑
和相關化合物

鄰苯二甲酸酯類

其它氧化合物

高濃度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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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東莞（大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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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

行業類別 紡織產品包括染布、織布及最後加工 

生產貨品 牛仔布

所屬集團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掛牌號碼 非上市公司

市場價值 不詳

公司背景
根據清遠市環境保護局的資料顯示，此公司於2008年因為不正常使用污染
治理設施及超標排放污染物，遭有關部門查處。40

案例五： 

清遠冠龍
紡織有限公司 

調查範圍簡介

冠龍紡織有限公司位于廣東省清遠市清新縣太和工業區。38廠房于2003年由中資及外資集團合作開辦，其後于2006年售予一家深圳公司

而成為私人企業。

工廠位于河堤旁，此小河源頭在著名歷史旅游區－太和古洞區。工廠旁邊的樂園村和工廠只有一牆之隔。39河流最終流出北江，北江是珠

江的一個主要的支流。污水借地下管道從冠龍紡織廠排出，並流向工廠一百米外的河道。

錳濃度超出標準
污水內的錳濃度最高達（5390微克/公升），超出了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的上限（2000-
5000微克/公升）。

發現極有可能由光引發劑演變出的化
學物

污水內發現兩種光引發劑相關化合物，包括二苯甲酮衍生物。此化學物質很可能是印刷過程時使
用光引發劑而產生。

發現烷基酚 污水被驗出含有壬基苯酚。

發現工廠透過地下水道進行的排汙作
業，于不同時段排放不同污水

綠色和平從同一條管道，分開日夜兩次收集樣本，發現上午和夜晚的排污水質情況可以有很大差
异。晚上所收集的污水的含錳度比上午的為高。

主要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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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冠龍紡織排放有毒有害物質，包括二氯化苯（見附錄）和烷基硫

醇（見附錄），所以應受《清潔生產促進法》管制，並接受清潔生產

審核，找出減少和最終根除使用和釋出有毒有害物質的方法。

工廠大門 工廠的隱藏排汙管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光引髮劑
和相關化合物

烷基酚和
和衍生物 其他氧化合物 其它氮化合物

硫磺化合物

氯化合物 磷酸烷基酯

高濃度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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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污水內的主要污染物

（關于上述污染物的特性和問題，請參考第16-17頁。關于詳細樣本結果，請參閱附件。）

清遠（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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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工廠”—— 珠江三角洲

— 李先生， 42歲，南沙漁民，經常在珠江口打魚，

靠近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

“魚的味道有點不一樣，在化工廠排污口附近打的魚，都有一陣很濃的洗髮精、鹼水

味，所以我們現在都不會再在那裡打魚。”



3. 「世界工廠」——珠江三角洲

3232

前面五個綠色和平調查的案例，反映了工廠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質正危害着珠三角的水環境。要更立體地理解上述案例所呈現的問題，必須

要從整個珠三角環境問題的角度出發。珠三角素有“世界工廠”之稱，是中國出口製造業的樞紐；中國改革開放後，珠三角的經濟增長超

過國內所有其它的地區，卻在環境方面付出沉重代價。

 圖表9：大珠江三角洲管轄區和土地面積

香港和珠三角的關係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經濟特區一直是香港企業投資的主
要地區。香港是珠三角以至全中國最大的單一國際投資來
源，以下數字說明了香港和珠江三角的經濟關係：

由1979年至2005年，香港在廣東省的總投資 y
額超過一千億美元，相當於廣東省累計外來直
接投資總額約64.7%，當中大部分投資落在珠
三角50

在廣東省的香港投資七成投資於製造業 y 51

1986年至2005年間，約七成廣東“三來一 y
補”52 的投資是來自香港53

2005年，港企在珠三角開設了大約60，000至 y
70，000家工廠54 55 

2005年，港企在珠三角聘用超過1100萬名工 y
人56

—香港投資推廣署40

廣東省及珠三角洲經濟區

註：
圖內橙色區域為珠江三角洲

資料來源：投資推廣署

韶關

梅州

河源 潮州

汕頭
揭陽

清遠

肇慶
廣州

佛山

惠州

中山

雲浮

江門

陽江
茂名

湛江

東莞

澳門

香港

深圳

汕尾

珠海

香港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澳門

東莞 深圳

佛山 肇慶

廣州 中山

惠州 珠海

江門

1,100 
平方公里

41,698  平方公里 26 平方公里

“改革開放後，中國是全球增長最迅速的大型經濟體系，而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更是國內位于
增長最迅速的省份之中增長最迅速的地區。”

珠三角為珠江流進南中國海前最後流經的土地，位處珠江下游，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

快的地區之一。珠三角由九個廣東省行政區組成，包括廣州、深圳、東莞、佛山、惠

州、江門、肇慶、中山和珠海，面積共41，698平方公里，42人口為4720萬，南面毗

鄰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在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珠三角一直扮演着核心角色，也是中國

最先向國際投資開放的地區之一。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珠三

角占了其中兩個（深圳和珠海）。由1980年到2006年間，珠三角每年平均經濟增長 

（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6%，遠超同期9.8%的全國平均年增長（國內生產總值）水

平。 432007年，珠三角的生產總值占廣東省生產總值的80%以上44 45、占全國國內生

產總值10.2%。46

製造業是珠三角急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支柱。2005年，珠三角城市化速度為

77.32%47 ，數字高于中國任何地區，甚至可以和美國與日本等其它發達國家看齊。但

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珠三角的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為主，而發展較慢的第三產業則

為輔助，因此區內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製造業，而非服務業。

大部分在珠三角製造的產品都是出口外地乃至海外。2007年珠三角出口的貨物占該年

中國總出口量29.1%。48外國資本對珠三角的發展尤其重要，2007年該區接受的外來

直接投資總額占全國的17.5%。49

珠三角的主要產業

80年代初，珠三角開始進入工業化時代，早期主要集中於勞動密集式的消費產品生產，如食品、玩具及成衣。80年代中期，越來越多工廠遷移到該地區 

（絕大多數來自香港），加快了當地輕工業的發展。到了90年代初重工業開始發展，特別是高科技電子設備和機械工業，化學產品工業及汽車製造業等 。57

以珠三角為核心的廣東九大“支柱產業”在2007年的經濟數據58：

產業項目（以總值排名） 總產值（十億人民幣）
占統計企業（見備注二）的

工業總產值之百分比

電子信息 1,337.7 24.2

電器機械及專業設備 850.2 15.4

石油化工 505.0 9.1

紡織服裝 304.4 5.5

汽車 257.4 4.7

食品飲料 237.5 4.3

建築材料 221.4 4.0

造紙 131.1 2.4

醫藥 43.2 0.8

備注：
（一）按價值計算的數字是以2008年的價格為計算標準。
（二）統計涵蓋每年銷售總額超過五百萬人民幣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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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研究

目前在珠江流域受監管的水污染物只限於部份主要污染物及少數化學物質，包括氨氮、總磷、糞大腸桿菌及兩大常用指標（化學需氧量及

五日生化需氧量）等，69大部份在珠江流域製造、使用及排放的化學物仍未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及監管。

不少學術研究已顯示珠三角的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問題嚴重，其中包括重金屬70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71然而，這些學術研究中只涵

蓋少數的化學物質，而現實上仍然有更多未被發現及研究的有毒有害物質不斷隨着工業污水排放至珠江及其周邊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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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10：珠三角水質概況

資料來源：He M.， The 
Water Household as an 
Example of Ecolog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63

表5：珠三角的河道水質（2000年至2007年）65

資料來源：《2008年廣東省年報》和《1997年-2007年廣東省環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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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廣東省和珠三角的工業污水排放比較（2003年-2007年）

珠三角的工業水污染

不幸的是，珠三角的經濟增長的背面卻是環境的嚴重破壞，包括珠江及其支流

的水質近年顯着惡化。國內學者在2002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半數流經城

市的珠江流域河道受到嚴重污染，廣州、東莞和深圳等地的市內水體更被形容

為“極度污染”。59世界銀行2002年的一項研究指出，珠江很多支流的水都因為

污染而不宜飲用。602007年，廣東水利廳透露，省內約有725萬農村人口正飲用

受污染的飲用水。61

生活污水及工業污水排放、城市降雨徑流污染、以及來自農地和農場的面源污

染，都是珠三角水污染的主要源頭。在2007年，只有三成珠三角污水在排放前

經過處理。62

水資源匱乏更加重了清潔水源的壓力。有研究預測，由於水污染和用水不當，

廣東省於2020年將缺水31億立方米，相當於2007年用水需求的一半。62水資源

的缺乏使保護現有清潔水源免受污染的任務變得更為迫切。

據廣東省水利廳的統計數位顯示，珠三角的水質污染有惡化趨勢。自2001年以

來，珠三角的水質逐漸惡化，六成水源被列為四類水和五類水（見表5），而這

些水質的分類通常是根據化學需氧量（COD）和五日生化需氧量（BOD
5
）兩

大常用指標以測定中國水質的污染程度。值得關注的是受監管的化學物質數量

非常少，以致統計數字未能如實反映出使用及排放有毒有害物質對水環境的影

響。事實上，很多時候即使水體受到某些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其化學需氧量

的讀數卻不會受到明顯的影響，這進一步說明了水環境監測中必須包括有毒有

害物質的參數。然而，一般的化學參數（化學需氧量和生物需氧量）依然可以

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珠三角嚴峻的水污染問題。

中國水質分類 
根據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 3838-2002），
環保部將中國水質分為五大類

I 類： 主要適用于源頭水、國家自然保護區

II 類：
主要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一
級保護區、珍稀水生生物棲息地、魚蝦類產
卵場、仔稚幼魚的索餌場等

III類：
主要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二級
保護區、魚蝦類越冬場、洄游通道、水產養
殖區等漁業水域及游泳區

IV類： 主要適用於一般工業用用區及人體非直接接
觸的娛樂用水區

V類： 主要適用于農業用水區及一便景觀要求 
水域

年份 I類（%） II類（%） III類（%） IV類（%） V類（%）
劣V類 
（%）

第IV類、第V類、以及劣V類的
水域百分比

2000 0 49.68 28.39 0 8.68 13.25 21.92%

2001 不適用 3.45 46.31 9.76 5.21 9.76 24.73%

2002 0 16.90 56.87 2.52 3.78 19.92 26. 22%

2004 0 29.94 20.58 15.72 8.44 25.32 49.48%

2005 0 27.73 17.06 27.73 7.41 20.13 55.27%

2006 3.1 15.18 18.80 12.27 15.65 35.06 62.98%

2007 0 18.11 20.32 11.27 23.53 26.78 61.59%

資料來源：2000年至2007年中國水利部66

珠三角的工業污水排放量與日俱增，而同時整體水質也日趨惡化。2003年至2007年間，污水排放量由15.7億噸增至23.8億噸，每年

平均增幅達8.74%。662007年工業污水占珠三角的總污水排放量7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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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賴芸

“我走訪過很多深受水污染之害的地區...當我看見工廠旁的村中居民，為生病擔憂但

又不敢投訴，我感到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心疼。當我看到他們在工廠旁的農地耕種，吃

這些地種出來的食物，我都覺得憂心。我們何時才會說適可而止呢？沒有潔淨的水，

哪有我們的將來呢？”

目前的工業水污染控制政策及其問題



4. 目前的工業水污染控制政策及其問題

38

一旦企業所排放的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的限值，或高於獲分配的總量控制指標，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負責執行這些標準的地方環境保護部

門，就有權要求企業進行限期整改，促使企業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直至達標排放。超標排放或者超過總量控制指標進行排放的企業，還會

面臨罰款等處罰措施。

省（包括直轄市及自治區）、市、及區縣的環境保護局均有責任控制轄區內的水污染，其針對工業水污染控制的主要職責包括：

監測工業污染物的排放 y
向違規工業企業採取法律行動 y
征收排汙費 y
收集和彙報工業企業的污染資料 y

中國水污染標準架構

國家級標準

1. 環境質量標準

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 y
地下水環境質量標準 y
農田灌溉水質標準 y
海水水質標準 y
漁業水質標準 y

2. 污水排放標準

—特定行業污水排放標準

制漿造紙業 y
船舶工業 y
海洋石油開發工業 y
紡織染整工業 y
肉類加工工業 y
合成氨工業 y
鋼鐵工業 y
航空航太推進劑工業 y
兵器工業 y
磷肥工業 y
燒鹼、聚氯乙烯工業 y
畜禽養殖業 y
檸檬酸工業 y
味精工業 y
啤酒工業 y
皂素工業 y
煤炭工業 y
雜環類農藥工業 y
電鍍工業 y
羽絨工業 y
合成革與人造革工業 y
制藥工業 y
制糖工業 y

—污水綜合排放標準

（所有未列於上表的工業）

地方標準
地方環境質量標準

地方污水排放標準

（例：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標準）

圖12：環境保護部門架構

	
環境

保護部
直轄市環境保護局

縣環境保護局

區環境保護局

省級環境保護局（廳） 市環境保護局
縣環境保護局

區環境保護局

市環境保護局
縣環境保護局

區環境保護局
自治區環境保護局（廳） 

中國近年來一直大力控制工業水污染問題，致力改善河流及湖泊的

水質。然而，綠色和平的調查發現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工業水污染問

題仍然嚴重，反映國家解決水污染問題所采取的方法有待改善。針

對本次調查中所發現的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問題，國家有必要改變現

行的污染控制的模式，首先將常規污染物為檢測對象擴大到更具有

長久危害性的有毒有害物質，同時大力發展強調防治和避免污染物

產生的治污模式——清潔生產，從主要依賴“末端治理“的污染控

制模式向“源頭治理”轉移。

4.1 傳統模式：水污染控制的政策框架

目前的工業水污染控制制度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

法》所提供的框架制定的。此法於1984年頒佈，並於2008年作出

修訂。它創建了一個包含一系列環境質量標準和技術性排放標準的

綜合污染控制體系，前者規定了不同水體中各項污染物及污染指標

的限值，後者則限定了污染源所排放的污水中各項污染物及污染指

標的水平。在國家層面，水環境質量標準涵蓋五個範疇，包括地表

水、地下水、農田灌溉用水、海水和漁業用水；污水排放標準包括

針對23個特定工業行業的排放標準，以及全面的污水綜合排放標

準，適用於任何不受行業標準涵蓋的工業範疇。以上所有標準通常

以列表形式，顯示一系列污染物的濃度上限。

根據《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上述兩項標準均由國務院環境保護主

管部門國家環境保護部制定。但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政府可以制

定較國家標準嚴格的地方標準。這意味着他們可以選擇規管更多種

類的污染物，或針對國家水污染物排放標準中已作規定的項目，制

定較國家標準嚴格的管制標準。已制定地方標準的省市自治區，執

行時會以地方標準為依據。

除了制定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水排放標準，自第九個五年計劃

（1996-2000）72以來，國務院也實施針對主要污染物的總量控制

政策，以應對地區性和全國性的污染問題。該政策針對目標污染物

設定每年全國排放的噸位上限，然後分配到各個地方政府，最後逐

一分配予個別企業。由於基於濃度的污水排放標準無法控制達標排

放的污水持續集中排放所造成的總污染負荷增長，所以實施總量控

制政策可謂一大突破。它不但控制工業污染物的排放濃度，而且還

控制排放總量。目前，化學需氧量（COD）是受到國家總量控制

的主要水污染物，而地方政府也針對自身情況制定了其他污染物的

地方總量控制政策。例如，位於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縣市，如深圳，

已針對除化學需氧量之外的其他污染物設立總量控制目標。73

4.1.1 工業水污染控制體系的實施

地方政府要保證其管轄範圍內的水質達到相應的環境質量標準，而

企業則有責任遵守污水排放標準以及政府分配的總量控制指標。 

《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企業的水污染防治設施，應當與主體工程同

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使用，並經過環境保護部門驗收，符

合相應標準（三同時）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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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保護部門依法應做的事情與他們實際上對違法企業採取

的行動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79以下事例均反映了環境法規在

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節省水污染控制設備的運行成本，很多企業只會在檢 y
查人員到訪前才啟動設備
由於基層環保局缺乏人力和物力資源，通常未對很多中小 y
企業進行審查
地方政府中與工業有關的部門，為保證收入和就業增長， y
經常干預環保法規的執行

3.末端治理的固有問題須得到正視

技術性污水排放標準，即中國用以控制工業水污染的傳統方法，在

用於有毒有害物質的控制時具固有的不足之處。污水排放標準通常

要求污水中的污染物含量達到法定的排放限值，即“達標排放”。

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這類標準常常與“末端治理技術”（end-

of-pipe techniques）密切相關。末端治理技術容易造成污染物完

全或局部轉移到另一個媒界之中，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物質的

危害。一些旨在實現“達標排放”的污染控制措施，如過濾裝置和

脫洗裝置等，一般只是把有毒有害物質集中起來，而接下來的化

學、物理和生物處理則只是簡單改變有毒有害物質的形式。

舉例來說，有毒有害污染物被排進汙水處理系統，隨即在汙水處理

廠接受處理。但很多有毒有害物質由於難以降解，很難在這些通常

只針對有機生物污染物的汙水處理廠得到有效處理。因此這只會增

加有毒有害物質的在污泥中的濃度。事實上，不少汙水處理廠的污

泥都受到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這些污泥最終會被棄置于堆填區或

接受焚化處理，並最終導致這些污染物以氣體的形式再次被排放。

由於對現有污染控制技術的依賴，技術性污水排放標準通常不會優

先考慮通過對整個生產過程的重新設計和優化來徹底消除有毒有害

物質的使用和排放。它們的目的只是確保污水中的污染物水平符合

國家規定的限值。因此，技術性污水排放標準似乎只是一種污染控
制手段，而非一種污染防治措施。而後者正是綠色和平所倡導的。

4.2 新模式：清潔生產

使用末端治理技術並不足以有效控制工業水污染，尤其是有毒有害

物質的污染。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改革現行工業水污染控制法規及政

策來解決。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摒棄現行的污染控制措施，因為這

些措施對於控制常規污染物是不可或缺的。逐步完善的污染物排放

標準體系也是必要的。然而，我們都清楚知道，單靠現有的污染控

制措施並不足以解決持續產生的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問題。有跡象顯

示中國正邁向強調預防和消除污染的方針，其中包括2002年頒佈

的《清潔生產促進法》。該法律實施的時間雖短，也有待進一步改

進，但它有可能在中國引入一個全新的整體化方案，解決有毒有害

物質污染問題。

4.2.1 更整體化的法律框架

《清潔生產促進法》的第一條81大力強調預防污染的概念：

 

“為了促進清潔生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和避免污染物的產生，保護和改善環境，

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

這一概念在第十九條得到了進一步明確：

“企業在進行技術改造過程中，應當採用無毒、無害或者低毒、低害的原料，替代毒性大、

危害嚴重的原料⋯⋯”

此法亦考慮到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帶來的污染問題，而不是只着眼於如何“處理”排汙管末

端的污染問題。

此法第二條中對“清潔生產”的定義闡明了整體化的概念。“清潔生產”是指“改進設

計”、“採用先進的工藝技術與設備”和“從源頭削減污染”這幾個重要元素。第二十條重

申了針對產品生命週期的整體化方案，規定“產品和包裝物的設計，應當考慮其在生命週期

中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影響，優先選擇無毒、無害、易於降解或者便於回收利用的方案。”

此外，第三十一條納入公眾參與的原則，規定企業向公眾公開污染物資訊，鼓勵公眾對企業

4.1.2 現行工業水污染控制體系的不足

由污水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指標組成的現行工業水污染控制系統雖

已漸成體系，卻未能徹底控制工業水污染問題，尤其是有毒有害物

質的污染情況。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現行制度未能有效針對有毒有害污染物

現行體系重點控制常規污染物，卻尚未關注到大量由工業企業排放

的有毒有害污染物。與大量排放的常規污染物不同，很多有毒有害

物質，如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物等，只以痕量水平存在於污水中。然

而，有毒有害物質含量雖低，但卻大大危害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

導致生物死亡以及增加致癌、致畸及致突變的風險。生物累積過程

使這些有毒有害物質在生物體內不斷累積，其濃度也隨着食物鏈不

斷增加。因此，即使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量少，仍能夠構成嚴重問

題。相對於常規污染物，自然環境中有很多有毒有害物質不易進行

生物降解，所以大多數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問題一旦產生，便很難

逆轉，造成長期的、難以治理的危害。

雖然有毒有害物質嚴重危害水生態環境，中國工業水污染控制的着

眼點依然只集中於一些常規污染物，如化學需氧量和固體懸浮物

等。例如，最近的十一五計畫中，75化學需氧量是唯一受到國家總

量控制的水污染指標。《污水綜合排放標準》76作為覆蓋面最廣的

國家級污水排放標準，針對69項污染物或污染指標訂立了排放限

值。除一般專案，如酸鹼度、化學需氧量和固體懸浮物等，受其控

制的污染物並沒有包括在中國江河中屢有檢出的有毒有害物質，如

一些多環芳烴類物質（苯並[α] 等），77以及本次調查中所檢出

的污染物二氯甲烷和辛基酚等。

2.現有標準未得到徹底執行

在地方層面，污水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指標的執行也經常存在問

題。加之污染物資訊公開機制的不健全，導致對工業水污染的公眾

監督不到位，對污染者的責任追究也欠力度。正如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OECD）一份關於中國環境法規執行情況的研究報告中所提到

廣東省的工業水污染
控制情況
 

與國家級污水綜合排放標準相比，廣東省的地方污水排放標

準多出五個污染物和污染指標。深圳等城市也設定了更多的

總量控制指標，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實施着比國家水平更嚴

格的水污染控制體系78。即便如此，珠三角地區受控制的水污

染物專案與工業排放污水中實際存在的污染物仍存在較大的

差距。例如本次調查中發現企業所排放的二氯甲烷和辛基酚

等高度有毒有害物質都不在廣東省污水排放標準管制之列。

進行監督，迫使企業減少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

4.2.2 清潔生產的執行機制

《清潔生產促進法》締造了一系列的執行機制，推廣清潔生產，其中包括：

清潔生產審核 y
本法規定兩類企業：雙超企業（即污染物排放超過排放標準或者總量控制指標的企業），以及雙有企業（即使用或排放有毒有

害物質的企業），鬚根據本法第二十八條接受清潔生產審核。審核程式旨在診察整個生產過程，找出造成能源浪費和嚴重污染

的原因，並就節約能源和污染減排問題（包括有毒有害物質的產生和排放）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清潔生產審核必須在特定期限內完成，而列有解決方案的審核結果報告必須上呈至有關政府部門。

環境資訊公開 y
本法規定雙超企業必須公佈其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況（第三十一條），此項條文是國家環境保護部最近實施的《環境資訊公開

辦法》82中關於企業環境資訊公開的條款的法律基礎。該《辦法》進一步明確了企業公開污染物資訊的細則。

特定行業的清潔生產規定 y
除上述兩點，本法也對特定行業實施清潔生產進行了規定。例如，生產大型機電設備產品的企業須在產品上貼上注明製造材料

成分的標準牌號（第二十一條），而在農業領域則禁止將有毒有害廢物作肥料或造田之用（第二十二條）。

《清潔生產促進法》雖然包含了一些意義深遠的要素，但由於相對較新，它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例如，清潔生產審核涉及的有毒有害

物質的選取標準有待進一步厘清；而環境資訊公開目前也只適用於雙超企業，而不適用於使用或排放有毒有害物質的企業。而綠色和平最

近發佈的報告也顯示，對於雙超企業，《環境資訊公開辦法》83執行力度也顯不足。84《清潔生產促進法》所創造的一系列政策工具還遠

未在環境執法中得到廣泛的運用。

儘管《清潔生產促進法》並非盡善盡美，但它已納入一些重要的原則和元素。它們提供了進一步探索、完備的空間。只要擁有政治決心和

正確的方法，政策制定者就可以突破現有水污染控制方法，掀起一場清潔生產的革命。

08年4月，綠色和平與國家環保部宣傳教
育中心合辦“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國際研討
會”，提高社會各界對公眾參與環境保護
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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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的願景：

消除有毒有害物質的清潔生產革命

— 綠色和平項目經理陳宇輝

“當我們到水污染現場採集樣本時，很多時都要忍着嗆鼻的味道，到最接近排污管的

地方取樣，這樣已覺得十分難受。很難想像住在這些工廠附近的居民，

如何能忍受多年而默不作聲。”



5. 我們的願景：
消除有毒有害物質的清潔生產革命

4444

5.1願景

綠色和平提倡以清潔生產的方法，通過源頭減量、預防和避免污

染，來解決有毒有害物質污染的問題。

清潔生產意味着通過重新設計產品或編制生產程式，預防任何有毒

有害物質出現在產品或生產過程 。有別于成本高昂的末端治理技

術，清潔生產強調從源頭防止污染，通過以無害的化學物替代有毒

有害污染物、或尋找不必使用有毒有害物質的生產工序，為工業生

產找到更環保和更具成本效益的生產方法。

“清潔生產”一詞是指消除有毒有害物質在污水、廢氣和固體廢物

中的排放，即根除一切直接或間接威脅環境（包括水體）的有毒有

害物質排放（例如通過空氣和土壤，或經廢棄的產品所造成的水體

污染）。

© John N
ovis

以預防性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為基礎 y
預防性原則主張在環境損害發生前，儘量採取行動避免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在事件發生後，才引入控制措施。預防性原則亦肯定了

現有科學知識的局限性和不確定性。換句話說，假如現有的科學知識足夠引起對潛在不良結果的擔憂，即便存在不確定性，都應該預先採

取措施。 

以防治原則（Preventative Principle）為基礎 y
事先防治環境損害比起事後控制和“治理”的方法更有效、成本更低。防治原則包括用安全的材料和物質取代有毒有害的原料。即使正在

使用有毒有害物質，也要採取措施防止任何形式的洩漏和釋出，直至開發和採用更安全的替代品。

以整體性原則（Holistic Principle）為基礎 y
清潔生產並非只着眼於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或釋出，而是從整體考慮，密切留意某化學物質或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減少以至防止有毒有

害物質所可能帶來的污染。例如，為了阻止有毒有害物質直接排進水體，必須重新設計、找出不含有毒有害物質的生產工序，而不是將廢

水排至汙水處理廠，結果只會令該物質轉移到污泥中，成為新的有毒有害廢料。

以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 Principle）為基礎 y
公眾參與可以促進企業落實清潔生產。國際經驗顯示，公眾對企業掌握的環境污染資料有越多的瞭解（比如說生產過程中使用和排放的物

質），企業最終減少污染物排放的力度就越大。加強公眾對企業排汙的環境風險的認知，不但可以令現有的污染控制法規得到更充分的落

實，更有可能在沒有法律硬性規定的情況下、通過公眾對企業的監督來推動企業尋找減少甚至是停止使用有毒有害物質的生產方案，從源

頭杜絕污染。

當然，完整的“清潔生產”概念包含產品生產週期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物料使用、物料迴圈和回收等，而本報告則集

中于討論“清潔生產”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一一消除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

5.2 清潔生產 國際方向

清潔生產的概念始於上世紀80年代。彼時，發達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開始着手研究如何預防和避免有毒有害物質和廢料的產生。1990年美

國國家環境保護署確立預防污染（或稱減少源頭污染）為國家主要的環保政策。它指出：“那些減少源頭污染的機會總是被錯失，因為現

存法規只要求工業企業把精力放在“處理”污染和廢料處置方面，而不是減少源頭污染。再者，現存法規沒有強調多媒介的污染管理方

法，而企業則需要資訊和技術支援，才能衝破制度上的障礙，實踐減少源頭污染的方案。”

在控制污染的觀念上，清潔生產概念85與過去使用的“末端治理”

方法大相徑庭（即前文提及的傳統水污染控制方法）：

為此，1990年《美國預防污染法案》（Pollution Prevention Act）86確立了“污染預防”的定義：

預防污染或減少源頭污染的方向是，在回收、處理和棄置廢物前，先考慮減少有毒有害物質、污染物和致汙物的總量，防止它們進入生態環境（包括無組

織排放）。減少源頭污染包含改造設備和科技、改變生產過程和程式、重新構思和設計產品、替代有毒有害物質和原材料和改善內部管理、培訓、維修保

養和產品儲存。

預防污染是邁向清潔生產和根除有毒有害物質污染的重要一步。除美國《預防污染法案》外，此概念也可見於國際間不同的環保政策和法

律，包括：

1992年波羅的海環保委員會（HELCOM）部長級聲明 y
1998年（東北大西洋）的奧斯陸－巴黎（OSPAR）部長級聲明 y
1998年赫爾辛基大會5/19建議 y 87

2000年歐盟水框架指令（WFD）中的消除污染承諾 y 88

2001年斯德哥爾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公約的替代原則 y
2006年歐盟化學品註冊和評估法案（REACH）內的替代原則 y

5.3 清潔生產革命的主要元素

清潔生產革命要求政府和企業同步採取行動。政策制定者首先必須認識到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並承諾將最終消除有

毒有害物質的污染；他們亦應承諾立即採取行動，訂下明確的目標和時間表，通過立法和制定行動計畫來實現清潔生產。

一個完整的清潔生產行動計畫應包括：制定有毒有害物質優先行動名單、公開污水、廢氣和固體廢物排放資訊並建立資料庫，以及立即切

實執行《清潔生產促進法》中減少有毒有害物質排放的各個方案。

而企業則不應坐着等政府行動。它們應當承認自身在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問題中承擔的責任，並採取措施及早解決。企業首先應當公開承諾

消除產品和製造過程內的有毒有害物質，並訂立企業內部的削減目標。他們同時應積極評估生產過程，尋找成本效益較高的解決方案，達

到清潔生產。最後，他們應增加透明度，讓公眾和政府監督其達標進展，使企業為其承諾負責。

只有政府和企業齊心協力，才可讓中國河流免於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持久性的有毒有害物質對中國河流的生態環境和生活在流域周圍的

居民構成嚴重威脅。由於它們持續累積，一旦釋放於自然環境，便很難補救。加之中國的淡水需求壓力增加，人為因素如濫砍濫伐和氣候

變化加大了淡水資源壓力，中國不能容許更多的水資源被有毒有害物質污染。依賴固有的水污染控制模式，即末端治理技術，僅僅只能推

遲有毒有害物質污染進入生態環境中（例如經汙水處理後的污泥會棄置于堆填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有必要跳出末端治

理的思維框架，接受強調預防和避免污染產生的清潔生產模式。

《清潔生產促進法》肯定了不少重要原則，如預防污染和資訊公開原則。它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但要達至最終目標，根除有毒有害物質污

染，這一法律仍有待加強和修改。其他的政策及工具也可能需要提上議事日程，如引入類似《歐盟的化學品註冊、評估、實現、授權和限

制法規》（REACH）的法規及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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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和建議

— 綠色和平

“綠色和平通過實地調查及深入的資料蒐集，揭露工業水污染的實況。我們亦與相關

專家合作，展示良好工廠減少水污染的事例及相關立法建議。我們的目標希望中國的

河流最終免受有毒化學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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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報告已明確顯示珠三角以至全中國的水體正面臨着有毒有害物質的威脅。一方面排放有毒有害物質的企業必須立刻採取相應行動改

善現況，而作為監管企業排汙行為和確立中國水污染控制大方向的政府部門也應有所作為。

綠色和平要求每家企業儘快承諾通過清潔生產來根除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89。該承諾應包括以下步驟：

1. 建立目標（包括中期目標）和時間表，逐步減少使用有毒有害物質，最終達到徹底去除有毒有害物質污染。

2. 實施全面的化學品審核或物料衡算，包括：

仔細調查工廠為何使用、在哪里使用和如何使用有毒有害物質 y
評估在設計製造過程中以更安全的物質取代有毒有害物質的各種方案，研究其技術和財政上的可行性 y

3. 確保企業免費向公眾公開最新的有毒有害物質使用及排放資訊，至少每年公佈一次90。

4. 積極支持和執行政府關於消除有毒有害物質使用和排放的相關法規政策。

綠色和平建議政府正視珠江三角洲乃至整個中國的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問題，並通過以下途徑解決：

1. 制定一個整體方案，將減少、限制、並最終消除有毒有害物質污染作為優先目標，並制訂明確的時間表。

2. 編制和定期更新有毒有害物質優先行動名單。

3. 對有毒有害物質的使用和排放進行普查和建檔，建立污染物排放和轉移登記系統，兩者都必須完全向公眾公開。

4. 為地方環保局提供資源和激勵機制，加強《清潔生產促進法》中各實施方案的執行，如：

加強清潔生產審核，查核使用或排放有毒有害物質的企業 y
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豐富的技術資源和持續性支援，執行消除有毒有害物質的計 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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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綠色和平五個抽樣調查結果（詳情）

1. 建滔（佛岡）工業區 

樣本編號 樣本種類 取樣地點描述

CN09003 污水 樣本取自科惠汙水處理設施外的排汙管，排水口出明渠。（同CN09004）

CN09004 沉積物 沉積物和材料樣本取自科惠汙水處理設施旁的排水管。（同 CN09003）

CN09005 污水 污水樣本呈奶白色，取自科惠外牆下的暗喉，污水在上游明渠的主要排放口排出至附近河流。（同CN09005）

CN09006 沉積物 樣本取自距排水口下游0.5米的明渠，污水經由科惠廠房外牆下的暗喉排出。

CN09001 沉積物 樣本取自 江，距離建滔（佛岡）工業區上游大約一公里。

CN09002 沉積物 樣本取自毗連建滔（佛岡）工業區的死水潭，水潭在河口上游，接連 江。

圖1．建滔（佛岡）工業區及科惠廠房地圖，顯示污水和沉積物的取樣地點

表1a. 2009年中國廣東省清遠市內建滔（佛岡）工業區鄰近地區的取樣說明

樣本編號 CN09003 CN09005 CN09004 CN09006 CN09002 CN09001

樣本種類 污水 沉積物

樣本取樣地點 污水處理設施旁渠管 暗管 污水處理設施旁渠管 暗管 水潭 上游

酸 值 6 1 - - - -

金屬 (微克/公升) (微克/公升) (毫克/公斤) (毫克/公斤) (毫克/公斤) (毫克/公斤)

銻 <50 <50 <20 <20 <20 <20

砷 <50 <50 <20 131 28 <20

鈹 <5 123(a) <0.5 21.0 31.5 2.7

鎘 <5 21 3.0 1.7 2.3 3.3

鉻 <20 1230 44 112 32 10

鉻(VI) <50 <50 - - - -

鈷 <20 103 25 9 45 11

銅 246 63(a) 30500 85 30300 82

鉛 <50 382(b) 97 698 78 109

錳 50 17100(a) 28 12 4 4

汞 <2 <2 <0.2 0.7 0.5 0.2

鎳 39 31 328 4 33 16

硒 <200 <200 <30 <30 <30 <30

鉈 <20 <20 <10 <10 <10 <10

錫 <100 10100(a) 26300 716 <10 <10

釩 <20 402 40 47 30 37

鋅 30(a) 3240 160 202 523 743

分隔出的有機化合物數目 65 71 44 42 24 12

驗出數目
(占總數之百分比)

24
(37%)

17
(24%)

11
(25%)

16
(38%)

22
(92%)

10
(83%)

溴化合物

四溴雙酚A 1 1

十溴二苯醚（一種二苯醚） 1 1

其它多溴二苯醚 5

其它溴化合物 2 1 2 1

氯化合物

五氯苯 (1)

二氯苯 (2)

光引發劑和相關化合物

异丙基硫雜 酮 1

二苯基乙酮衍生物 1

苯基乙酮衍生物 3

香豆素（鄰羥基肉桂酸內酯）
衍生物

1

烷基酚和衍生物

辛基酚 1

辛基酚聚氧乙烯醚 2

其它氧化合物

烷基脂肪酸 1

苯甲酸酯 1

苯甲酸衍生物 1

烷基醛 1

硫化合物

烷基硫醇 1

硫 1

碳氫化合物

多環芳烴 3

烷基苯 2 1

脂肪烴 9 12 9 7 15 9

表1b  : 2009年在中國廣東清遠建滔（佛岡）工業區鄰近地區進行的抽樣調查中，污水和沉積物樣本內所含的有機化學物質、金屬和類金屬的濃度。 （..）表示以選擇性離子檢測法（SIM），測出

樣本含有微量化合物。污水樣本濃度以（未經過濾的）全樣本計算，除非特別注明（50-75%（a）， 25-50%（b）），否則溶解濃度一律占全樣本超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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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CN09012 CN09015 CN09017 CN09018 CN09019 CN09013 CN09016 CN09014

種類 污水 沉積物

取樣地點
排放口1

大型排水口
排放口2

大型排水口
排放口3

大型排水口
排放口4

大型排水口
珠江上游

排放口1
大型排水口

排放口2
大型排水口

排放口3
排水口

酸 值 8 7 7 6 - - - -

金屬 （微克/公升） （微克/公升） （微克/公升） （微克/公升） （毫克/公斤） （毫克/公斤） （毫克/公斤） （毫克/公斤）

銻 <50 <50 <50 <50 <20 <20 <20 <20

砷 <50 <50 <50 <50 24 <20 22 23

鈹 <5 <5 <5 <5 2.0 1.5 0.8 0.7

鎘 <5 <5 <5 <5 1.0 1.0 <1.0 <1.0

鉻 <20 <20 <20 <20 69 54 55 20

鉻（VI） <50 <50 <50 <50 - - - -

鈷 <20 <20 <20 <20 17 11 7 5

銅 43 <20 <20 <20 72 56 59 13

鉛 <50 <50 <50 <50 58 42 43 18

錳 150 319（a） 563 257 6 7 6 2

汞 <2 <2 <2 <2 <0.2 0.7 0.7 0.2

鎳 <20 <20 <20 97 43 49 57 13

硒 <200 <200 <200 <200 <30 <30 <30 <30

鉈 <20 <20 <20 <20 <10 <10 <10 <10

錫 <100 <100 <100 <100 <10 <10 <10 <10

釩 <20 <20 <20 <20 55 67 58 16

鋅 292（b） 41 197（c） 1370（c） 197 179 183 144

分隔出的有機化合物數目 10 34 99 125 9 9 22 33

驗出數目
（占總數百分比）

6
（60%）

16
（47%）

59
（59%）

52
（42%）

7
（78%）

7
（78%）

18
（82%）

19
（58%）

溴化合物

四溴雙酚A 1 1 1

十溴二苯醚（一種二苯醚） 1 1 1 1

三溴苯酚 1

其它溴化合物 1 3 19 3 3 1 8

烷基酚和衍生物

三（2-乙基己基）磷酸酯 1

光引發劑和相關化合物

蒽醌衍生物 1 1

苯醌衍生物 2

萘衍生物 1

癸二烯二酮衍生物 1

鄰苯二甲酸化鹽酯 

苯二甲酸二異丁酯/丁酯 2

苯二甲酸 1 1

脂肪酸和衍生物

酸 1 12

酯 1 8

醯胺 2

腈 1

醛 1

硫醇 1 1

烯醇 1

其它氧化合物

雙酚A 1

雙酚A 衍生物 2 1

辛/二苯醚 1 1 1

碳氫化合物

多環芳烴 2

烷基苯 6 1 2

脂肪烴 1 12 18 21 6 2 16 4

表2b.  2009年在中國廣東番禺的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鄰近地區進行的抽樣調查中，污水和沉積物樣本內所含的有機化學物質、揮發性有機化學物質、金屬和類金屬的濃度。污水樣本濃度以（

未經過濾的）全樣本計算，除非特別注明（50-75%（a）， 25-50%（b）），否則溶解濃度一律占全樣本超過75%。

2.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 

圖2.  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及取樣地點示意圖

表2a. 2009年中國廣東省番禺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建滔（番禺南沙）工業區鄰近地區的取樣說明 

樣本編號 樣本 取樣地點描述

CN09012 種類 排水口1：經由大型混凝土喉管排出。 （同 CN09013）

CN09013 污水 排水口1：從污水排放點，經由大型混凝土喉管排出。 （同CN09012）

CN09015 沉積物 排水口2：經由保安亭旁的大型混凝土喉管排出 。（同CN09016 ）

CN09016 污水 排水口2：排水口和主河之間的淺水渠 。（同CN09015）

CN09017 沉積物 排水口3： 經由小型混凝土喉管排出 。（同CN09014）

CN09014 污水 排水口3：經由小型混凝土喉管排出 。（同CN09017）

CN09018 沉積物 排水口4：樣本呈米白色，經由小型混凝土喉管排出，喉管穿過廠房外牆。此處並無發現沉積物。

CN09019 污水
沉積物

比較樣本：取自離建滔廠房上游10公里的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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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深圳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

表3a. 2009年中國深圳覺園工業區，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鄰近地區的取樣說明

樣本編號  樣本種類 取樣地點描述

CN09028 污水 樣本取自榮豐廠房之排水口，排水口通往公用水渠。

CN09029 沉積物 樣本取自榮豐廠房排水口外的污水渠。

CN09026 沉積物 樣本取自距榮豐廠房上游10米處之污水渠。

樣本  CN09028 CN09029 CN09026

種類 污水 沉積物

取樣說明 排水口 排水口外 上游

酸 值 8 - -

金屬 （微克/公升） （毫克/公斤） （毫克/公斤）

銻 <50 <20 <20

砷 <50 <20 <20

鈹 <5 <0.5 <0.5

鎘 <5 <1.0 <1.0

鉻 <20 111 147

鉻（VI） <50 - -

鈷 <20 7 6

銅 25600 2480 380

鉛 <50 28 22

錳 140 2 1

汞 <2 <0.2 <0.2

鎳 520 72 46

硒 <200 <30 <30

鉈 <20 <10 <10

錫 <100 203 86

釩 <20 25 15

鋅 31（a） 587 456

分隔出的有機化合物數目 60 31 44

驗出數目
（占總數百分比）

28
（47%）

26
（84%）

44
（100%）

溴化合物

十溴二苯醚（一種二苯醚） 1 1

其它多溴二苯醚 7 15

其它溴化合物 10

光引發劑和相關化合物

聯苯甲醯 1

二苯基乙酮衍生物 1

苯基乙酮衍生物 1

異丙基硫雜蒽酮 1

二苯甲酮 1

香豆素（鄰羥基肉桂酸內酯）衍生物 1

鄰苯二甲酸化鹽酯

苯二甲酸二異丁酯/丁酯 2

其它氧化合物

苯甲酸酯 2

巰基苯甲酸 1

烷基醇 1

氮化合物

N -甲醯嗎啉 1

碳氫化合物

多環芳烴 1 3

烷基苯 1 1 1

烯苯 1 1

脂肪烴 2 15 21

天然倍半萜 1 2

表3b.  2009年在中國深圳的榮豐電路板有限公司廠房鄰近地區進行的抽樣調查中，污水和沉積物樣本，所含的有機化學物質、以及金屬和類金屬的濃度。污水樣本澴度以（未經過濾的）全樣本
計算，除非特別注明（50-75%（a）， 25-50%（b）），否則溶解濃度一律占全樣本超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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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莞昌明印刷廠

圖4a. 2009年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大嶺山鎮大沙管理區，昌明印刷廠鄰近地區的取樣說明

樣本編號  樣本種類 取樣地點描述

CN09021 污水 污水經由昌明廠房後面的喉管排出

CN09020 沉積物 取自排水管下的水道，此水道是污水久流而造成

樣本  CN09021 CN09020

種類 污水 沉積物

取樣地點 排水管 排水管下

酸 值 2 -

金屬 (微克/公升) (毫克/公斤)

銻 <50 <20

砷 <50 <20

鈹 <5 <0.5

鎘 <5 <1.0

鉻 1080 213

鉻（VI） <50 -

鈷 <20 4

銅 1680 163

鉛 122 38

錳 673 1

汞 <2 0.2

鎳 448 29

硒 <200 <30

鉈 <20 <10

錫 <100 21

釩 <20 45

鋅 1230 179

揮發性氯化有機化學物質

二氯甲烷 940 -

三氯乙烯 8.8 -

其它分隔出的有機化合物數目 37 19

驗出數目
（占總數百分比）

17
(46%)

19
(100%)

光引發劑和相關化合物

異丙基硫雜蒽酮 1

二苯甲酮 1

四氫萘衍生物 1

鄰苯二甲酸酯

苯二甲酸二异丁酯/丁酯 2

脂肪酸和衍生物

酸 1

酯 2

其它氧化合物

烷基烯酮 1

碳氫化合物

多環芳烴 1 3

烷基苯 2

脂肪烴 5 16

表4b.  2009年在中國廣東東莞昌明印刷廠鄰近地區進行的抽樣調查中，污水和沉積物樣本內所含的有機化學物質、以及金屬和類金屬的濃度。污水樣本濃度以（未經
過濾的）全樣本計算，除非特別注明（50-75%（a）， 25-50%（b）），否則溶解濃度一律占全樣本超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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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遠冠龍紡織有限公司 

樣本  CN09011 CN09008 CN09009 CN09030 CN09010 CN09007

種類 污水 沉積物

取樣地點及時間 地下排水口 地下排水口出口 排水口出口 小溪

早上11時 晚上11時 地下排水口出口 下午4時 上游

酸 值 8 7 7 6 - -

金屬 （微克/公升） （微克/公升） （微克/公升） （微克/公升） （毫克/公斤） （毫克/公斤）

銻 <50 <50 <50 <50 <20 <20

砷 <50 <50 <50 <50 <20 <20

鈹 <5 <5 <5 <5 <0.5 <0.5

鎘 <5 <5 <5 <5 1.3 <1.0

鉻 <20 <20 <20 <20 94 8

鉻（VI） <50 <50 <50 <50 - -

鈷 <20 <20 <20 <20 17 4

銅 <20 <20 <20 <20 41 4

鉛 <50 <50 <50 <50 19 <5

錳 978 5930 1110 163 10 1

汞 <2 <2 <2 <2 <0.2 <0.2

鎳 27 40 29 <20 58 8

硒 <200 <200 <200 <200 <30 <30

鉈 <20 <20 <20 <20 <10 <10

錫 <100 <100 <100 <100 <10 <10

釩 <20 <20 <20 62（a） 22 9

鋅 12 34（b） 14 90 138 38

分隔出的有機化合物數目 59 34 33 12 19 16

驗出數目
（占總數百分比）

20
（34 %）

15
（44%）

10
（30%）

5
（42%）

7
（37%）

4
（25%）

氯化合物

二氯苯 （1）

烷基苯化合物

三（2-乙基己基）磷酸酯 1 1

光引發劑和相關的化合物

苯醌衍生物 1

四氫萘衍生物 1

烷基酚和衍生物

壬酚 3

脂肪酸及其衍生物

酸 2 3 1

羥基酯衍生物 2

其它氧化合物

呋喃酮衍生物 1

環癸酮衍生物 1

烷基醇 1 1

其它氮化合物和硫化合物

吲哚 1 1

胺，N -甲基苯胺 1 1 1 1

酰胺;N-甲酰苯胺 1 1

烷基硫醇 1

硫 1 1 1

碳氫化合物

烷基苯 1 1

脂肪烴 6 6 3 2 6 4

表 5b.  2009年在中國清遠市清新縣太和工業區的冠龍紡織廠鄰近地區進行的抽樣調查中，污水和沉積物樣本所含的有機化學物質、以及金屬和類金屬的濃度。 （..）表示以選擇性離子檢測法（SIM），測出樣本含有微量化合物。污水樣本濃度是以（未經過濾的）全樣本計算，除非特別注明（50-75%（a）， 25-50%（b）），否則

溶解濃度一律占全樣本超過75%

圖3. 冠龍廠房及取樣地點的示意圖

 圖 5a. 2009年中國廣東省清遠市清新縣太和工業區，冠龍紡織有限公司鄰近地區的取樣說明

樣本編號  樣本種類 取樣地點描述 日期/ 時間

CN09008 污水 污水從經冠龍汙水處理設施外的地下排水口排進地下水渠。地下水渠約長100
米，出口匯入一條小溪。見CN09009 和 CN09030。

01-06-09  晚上11時

CN09011 污水 02-06-09  早上11時

CN09009 污水 樣本取自地下排水口出口，離冠龍廠房約100米，污水經此處流進小河 。（同
CN09010）

02-06-09  早上10時

CN09030 污水 05-06-09  下午4時

CN09010 沉積物
樣本取自地下水渠的排水口出口，離冠龍廠房約100米，污水經此處流進小河  。（同 CN09009 & 
CN09030）

CN09007 沉積物 樣本取自距離地下水渠排水口出口上游0.5公里的接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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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質正在污染中國的河流，並威脅人們的健康。消除中國河流中的有毒有害物質
污染是綠色和平工作的最終目標。綠色和平呼籲中國政府盡快出台嚴格的政策推行清潔生產。
我們更要求企業立即停止使用這些有毒有害物質，公開他們的污染物排放信息，最終實現清潔 
生產。

綠色和平的工作人員正在黃河、長江和珠江三條大江流域探訪深受水污染之害的地區，監督企業
的環保表現，走訪當地受害者，調查取樣並發布研究結果。我們從水污染源頭入，通過實地考察
和深度研究，揭露污染三條大江的企業。我們更與公眾一起，共同推動政府改進並完善現有法
規，督促企業實現清潔生產，讓中國江河重現潔淨。

綠 色 和 平
與 中 國 水 污 染

綠色和平是一個全球性的環保組織，致力於以實際行動推動積極的改變，保護地球環

境與世界和平。我們在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部，擁有超過280萬名支持者。

為了維持公正性和獨立性，我們不接受任何政府、企業或政治團體的資助，只接受市

民和獨立基金的直接捐款。

綠色和平中國分部北京聯絡處

北京朝陽區朝外大街吉慶里藍籌名座E座2區19層

郵編: 100020

電話: 86 （10） 65546931

傳真: 86 （10） 65546932

greenpeace.china@cn.greenpeace.org

綠色和平中國分部香港辦公室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410-418號太平洋廣場8樓

電話: （852） 2854 8300

傳真: （852） 2745 2426

greenpeace.china@hk.greenpeace.org

2009年10月

設計：AnswerMark Studio



本報告用100%再造紙及大豆油墨印刷



 

关于东莞昌明印刷有限公司厂外综合排污管发现有毒有害物质之补充资料 

日期：2009 年 12 月 2 日 
 
背景： 
绿色和平于 2009 年 10 月 28 日发布了《解“毒”珠江－珠三角工业水污染调查》

报告（下称《报告》），公布了从五个工业设施外拿取之环境样本中发现有毒有害

物质污染，当中包括东莞昌明印刷有限公司（下称东莞昌明）厂外的排污管。 
 
在《报告》发布后东莞昌明与绿色和平作出多次沟通，说明了绿色和平于东莞昌明

厂外抽取的环境样本，来源于区内一综合排污管，管内废水来自包括东莞昌明在内

的区内多个排放源。为进一步厘清《报告》内污染物的来源，绿色和平向东莞昌明

索取关于原材料、洗洁剂的检测报告，东莞昌明污水之检测报告，污水处理设施数

据与生产流程数据。及后东莞昌明向绿色和平提供了相关资料。 
 
绿色和平了解到东莞市环保局大岭山分局（下称环保局）已就发现污染物作出调

查，于是于 2009 年 11 月 18 日发信于环保局查询调查资料，惟迄今仍未收到局方

任何回复。2009 年 11 月 25 日东莞昌明以电邮方式将环保局发于该公司的调查报

告转发给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认同东莞昌明主动联络本组织作出沟通，并积极提供相关环境信息的做

法。下文将说明绿色和平所掌握的资料及本组织的立场。 
 
现有资料： 
东莞昌明提供的资料包括原材料重金属1、邻苯二甲酸酯含量及受欧盟RoHS管制污

染物2的检测报告、两份东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就东莞昌明废水排放的监测报告3、

两份东莞环保局大岭山分局的在《报告》发布后所作的调查报告4、以及东莞昌明

自设实验室就废水内重公属含量的检测报告5。绿色和平在比较过《报告》中发现

的污染物与以上资料后，得出下表： 
 
《报告》发现的

污染物 
东莞市环境保

护监测站监测

报告中监测的

污染物 

东莞大岭山

环保局调查

报告中提及

的污染物 

东莞昌明自设

实验室就其排

放废水的检测 

东莞昌明就原

材料检测之污

染物 

酸碱度 (pH) 有监测，显示 有提及，指 无检测 无监测 

                                                 
1 检测之重金属为：锑(antimony)，砷(Arsenic)，镉(Cadmium)，铬(Chromium)，六价铬(Chromium 
(VI)), 铅(Lead)，汞(Mercury)，硒(Selenium) 
2 受管制的污染物为：铅(Lead)，汞(Mercury)，镉(Cadmium)，六价铬(Chromium (VI))，两类溴化阻

燃剂（PBB 及 PBDE） 
3 报告日期分别为 2008 年 4 月 11 日及 2009 年 8 月 21 日 
4 报告日期均为 2009 年 10 月 30 日 
5 报告日期为 2009 年 10 月 31 日。检测之重金属为：钡（Barium），锑(antimony)，砷(Arsenic)，镉

(Cadmium)，铬(Chromium)，铅(Lead)，汞(Mercury)，硒(Selenium) 



 

为中性 昌明之排放

为中性 
铬 (Chromium) 无监测 无提及 有监测，显示

不含此污染物 
有监测，显示

原材料不含此

污染物 
铜 (Copper)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铅 (Lead) 无监测 无提及 有监测，显示

不含此污染物 
有检测，显示

原材料不含此

污染物 
锰 (Manganese)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镍 (Nickel)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锌 (Zinc)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挥发性氯化有机
化学物质 

(Chlorinated 
volatile organic 

chemicals)6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光引发剂和相关
化合物

（Photoinitiators 
& related 

compounds）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邻苯二甲酸酯

（phthalates）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有检测，显示

原材料大部份

不含此污染物
7 

脂肪酸和衍生物
（Fatty acids and 

derivatives）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其它氧化合物8 
(Other oxygen 
compounds)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碳氢化合物9 无监测 无提及 无检测 无检测 
 
环保局的调查报告根据污水的酸碱度与颜色，指在综合排污管的废水来自于东莞昌

明的可能性不大。但从上表可见，东莞昌明与环保局的检测并不包含所有在《报

                                                 
6 包括二氯甲烷（Dichloromethane）及三氯乙烯（Trichloroethene） 
7根据东莞昌明提供之文件，在东莞昌明的其中一种材料内曾找到 DBP，亦即在《报告》中发现

DiBP/DnBP 类 
8 烷基烯酮（Alkyl-enone） 
9 包括多环芳烃（PAHs），烷基苯（Alkyl benzenes），脂肪烃（Aliphatic hydrocarbons） 



 

告》中检测到的污染物。而东莞昌明提供的原材料检测报告也只能说明原材料不含

部份污染物，并不能说明其详细化学成份。 
 
绿色和平立场： 
绿色和平认为现有的资料尚未足以解释所有《报告》中发现的污染物之来源。本组

织正进一步与东莞昌明及东莞环保局大岭山分局沟通，以厘清污染物的来源，从而

消除该地区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 
 
东莞昌明提供的数据以及积极态度显示厂方在化学物质管理上已踏出第一步，为将

来该厂落实清洁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绿色和平建议东莞昌明下一步应进行全面

的化学物质审核或物料衡算，建立完整而公开的化学物使用信息库，从而对该厂的

化学物质使用有全面的掌握，并在该基础上制订该厂的化学物质控制措施。 
 
就东莞环保局对事件作出调查并尝试解决污染的问题，绿色和平认为这反映了环保

局认真处理污染事件。但从目前的资料显示，环保部门的检测并不包括大量的有毒

有害物质，这一方面让公众未能掌握事实的全部，也让政府部门难以消除相关污

染。绿色和平建议环保部门应尽快加强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与控制，最终消除有

毒有害物质的污染。 
 
 


	ZH_Light_Final
	20091202_GP Statement_fina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