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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伍堡工业集控区印染企业
有毒有害物质排放调查报告

童流河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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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 1最新调查发现，福建省石狮市伍堡工业集控区的印染企业的废水中，

含有环境激素壬基酚，氯代苯胺和锑等有毒有害物质。而此次在废水中检出的部

分有毒有害物质，同样在石狮当地生产并销往国内外的儿童服装样品中检出 2。

同时，在伍堡工业集控区旁的近海海域，绿色和平发现了由黑色污水形成的数

个污染带。这些污染带在卫星地图上都清晰可见，覆盖面积据估算超过 50 个标准

奥运泳池的总和 3 。这些黑色污染带位于伍堡工业集控区的集中污水处理厂（海

天污水处理厂 4）深海排污管道的上方。石狮市伍堡工业集控区内 19 家印染企业

的污水全部由海天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最终废水通过长达 2.4 公里的深海排污

管排入南海 5。这样的深海排污的方式，导致普通公众无法了解和监督什么有毒

有害物质被排放到海洋当中去。

而石狮伍堡工业集控区的案例只是我国深海排污情况的冰山一角。据统计，

中国沿海共有 435 个陆源入海排污口。2012 年，中国海洋局实施监测的陆源入

海排污口排放总量为 322 亿吨。中国海洋局官方数据表明，其中 68% 的排放口

在监测中存在不达标的记录，25% 的排放口甚至从未达标 6。

环保部颁布的《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已于 2013 年 3 月开

始实施。这部法规要求生产和使用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登记并公开污

染物排放与转移信息。绿色和平呼吁中国政府尽快落实《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

记办法（试行）》的执行工作，推动企业公开污染物排放与转移信息，接受公众

监督，并逐步淘汰有毒有害物质在各行业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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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海天污水处理厂
——伍堡工业集控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1

2013 年，绿色和平调查发现伍堡工业集控区近

海区域存在黑色污水形成的巨大污染带。该污染带的

位置恰好位于海天污水处理厂的深海排污管的上方。

海天污水处理厂成立于 2001 年，由伍堡工业集

控区 12 个公司共同筹资建立，建有规模 9 万吨 / 日

污水处理工程及 1 万吨 / 日中水回用工程。它统一收

集伍堡工业集控区所有的（19 家）印染企业的污水，

处理后通过 2.4km 深海排放管排入南海 7。海天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被国家环保部列入 2013 年污水处理厂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8。

石狮海天污水处理厂违法排污记录

根据石狮当地政府公布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

处罚记录 9,10， 2011 年 10 月和 2013 年 2 月，海

天污水处理厂共有两次因为将未经过处理的废水

直接排入海中，被石狮环保局给予行政处罚，罚

款 10 万元 / 次。

伍堡工业区近海区域污染带卫星图（如图 1）

2013 年 10 月 25 日，福建省石狮市。沿海边印染厂的污水排

入大海里，碧色的海水被染成黑色。印染厂工业区与大海只有

一路之隔，岸边的排污管道口清晰可见。（如图 2,3）

1

2

3



3

1. 石狮市冠宏股份有限公司
冠宏股份有限公司 18 是石狮最大的印染企业之一，位于鸿山镇伍堡工业集控区东北角。它是一家中外合资

企业，从事纺织面料开发、织造、染整加工、产品销售等业务。冠宏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命

名的“休闲服装面料开发基地”，中国印染协会命名的“功能性面料研发生产基地”。

2. 石狮市华润织造印染有限公司
华丰集团（港股：0364）于 1988 年在福建成立，属于家族企业，布料染整能力达 14.6 万吨，其子公司

华润织造印染有限公司在 2000 年于鸿山镇伍堡工业集控区建立，总投资 8000 万人民币。华润公司的核心业

务是印染和后整理。它的市场覆盖国内的多个省市，以及东南亚、欧洲和美国。

福建省石狮市石狮市鸿山镇伍堡工业区

福建省石狮市及鸿山镇纺织业概况

石狮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是我国重要的服装生产和出口基地 11。石狮童装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

曾占据全国童装市场份额的80% 12，是全国最早的童装集散地。童装生产销售主要聚集在市中心的凤里街道，

2005 年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童装名镇”。

据统计，2011 年石狮童装产业年生产童装达 2—3 亿件，年产值 260 多亿元，占石狮服装产业总产值

的一半以上 13。石狮共有 3000 多家童装企业。其中，童装产业的 70%-80% 是外贸出口产品，以中东国

家市场为主，还包括欧美、东南亚和非洲国家 14。 

石狮市在沿海的祥芝、鸿山和锦尚三个镇共建立了大堡、伍堡、锦尚三个印染集控区，作为石狮市的

染织漂染项目基地，分布着数十家纺织漂染企业，是当地服装行业生产链的上游。

鸿山镇位于石狮市东部，总面积 15.12 平方公里，海岸线 10 公里，是一个集工商、贸易和旅游为一体

的滨海城镇。2008 年，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休闲面料名镇 15”荣誉称号。2010 年，鸿山镇面料生

产加工 10 亿米 / 年以上 16。鸿山镇的伍堡工业集控区于 1996 年设立，规划总面积 61.68 公顷，区内共有 19

家染整企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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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6 日，绿色和平调查人员在伍堡工业

集控区当地选取了位于冠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冠宏公司”）和华润织造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润公司”）厂外的排污监测口，采集了三个污水样品。

检测结果

#2

主要发现：
·壬基酚（NP）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s）

取自冠宏公司的两个污水样品中分别检出浓度为

7.14 微克 / 升和 17.1 微克 / 升的 NP。其中一个样品

中也检出含有 121 微克 / 升的 NPEs。

取自华润公司的污水样品中检出含量更高的 NP 

（212 微克 / 升）和 NPEs（558 微克 / 升）

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s）通常在纺织生产中

被用作清洁剂和表面活性剂。一旦 NPE 进入环境中，

就会分解为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并且会干扰内分

泌系统的环境激素壬基酚（NP）。NP 会通过食物链

这些污水都将流入海天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这三个

样品中，有两个污水样品分别取自冠宏公司墙外的两

个排污监测口（详细位置见图），另一个污水样品取

自华润公司东北门外的排污监测口 19（详细位置见图）。

在生物的组织中累积 20。NP对于水生生物有毒性。科学

研究发现，NP会改变生物性发育方向，例如导致雄鱼的

雌性化 21,22。

有研究表明，食用被污染的食物与水是公众暴露

于 NP 这种有毒有害物质的主要途径 23。2010 年，绿

色和平调查发现在长江野生鱼的体内含有 NP24。

在欧盟，NP 和 NPEs 已被禁止在纺织生产等大

多数产业中的使用。在中国，它们也被列入《危险化

学品目录（征求意见稿）》25，凡是生产和使用这种

化学品的企业，都将需要向政府部门申报登记。

冠宏公司采样点示意图 华润公司采样点示意图



5

·氯代苯胺

三个污水样品中都检出含有氯代苯胺类物质。虽

然检出的含量不高（三氯苯胺和四氯苯胺总浓度范围

是 0.59 微克 / 升到 1.7 微克 / 升），但值得注意的是，

四氯苯胺 26 是一类具有致癌性的化学物质，被中国法

规 27 严格禁止残留在纺织品上。

·锑

这三个污水样品中均检出含有高浓度的有害物质

锑。取自冠宏公司的两个样品中，分别含有锑 137 微

克 / 升和 314 微克 / 升；取自华润公司的样品中检出

含有 132 微克 / 升的锑。而未被污染的地表水中锑的

含量低于 1 微克 / 升 28。

在纺织行业中，三氧化二锑是生产涤纶（聚酯纤

维）常用的一类催化剂。锑的毒性和砷类似 29，30。三

氧化二锑毒性较 31，32，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干扰免

疫系统 33。此外，三氧化二锑对人类有潜在致癌风险。

人类对于锑的主要暴露途径是职业场所（如工厂）中

的粉尘和蒸汽 34 吸入而导致。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主

要途径则是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

·金属

铬：取自冠宏公司的一个污水样品中检出含有较

高浓度的铬（总量 284 微克 / 升，可溶解量 244 微克

/ 升），远高于未被污染的地表水中铬含量（中间值

约为 10 微克 / 升）35；

锌：取自冠宏公司的污水样品中检出锌含量最高

达总量 201 微克 / 升，可溶解量 138 微克 / 升；华润

公司的污水样品中含锌总量 155 微克 / 升，可溶解量

72 微克 / 升。

据调查，这些被检测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工业污

水会统一排入海天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进一步被排入

海洋。然而，研究表明，污水处理厂并不能完全处理

掉污水中全部的有毒有害物质，例如本次在污水中被

检出的壬基酚 36，即使在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废水

中还能检测到这些污染物 37。如果这些含有有毒有害

物质的污水被进一步排放到海洋中，会导致海水被污

染，并且在底泥中和水生生物体内累积。

在海天污水处理厂的深海排污管上方形成如此巨

大的黑色污染带，其造成的海洋污染令人担忧。然而，

由于海水的深度，海面下极低的能见度，以及海浪和

洋流等因素，绿色和平工作人员难以从深海排污口直

接取得污水样本。目前我们仅从污染带的区域采集了

一个水样，但由于它已经被海水大量稀释，无法体现

该工业区向深海排放了何种有毒有害物质。尽管如此，

这一样品中我们还是检出了痕量的有毒有害物质 38。

这种深海排污的方式，使得公众几乎不可能对污

染情况进行监督。这种情况下，企业公开有毒有害物

质排放信息变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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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39 由国

家环保部审议通过并公布，于 2013 年 3 月开始实施，

这是中国第一部对现有具有环境和健康危害的化学品

的生产和排放进行管理登记的法规。其规定所有生产

和使用这些具有环境和健康危害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企

业，均需要在每年 1 月 31 日以前在环保部门进行注

册和登记。

2014 年 1 月 31 日将是这些企业进行危险化学品

环境管理登记的第一个截止时间。按规定，企业应该

提交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及其特征化学污染物排

放和转移的信息。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和化学品使用

国。有 45000 多种化学品 40 被生产、出售和使用，其

中很多是有毒有害物质，包括被多种行业广泛应用的

内分泌干扰物壬基酚和邻苯二甲酸酯。政府和公众掌

握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情况，是对它们进

政策现状与建议

#3

行管理的基础。因此，实施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

度（PRTR）是紧迫而必要的。

政策建议：

尽早建立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

促使企业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并向公众公开，将有助

于政府部门收集污染物信息、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力

度，同时，将有利于公众对企业排污进行监督，最终

将推动企业在面对公众的监督后，自觉进行污染物减

排和源头控制。为此绿色和平主张：

• 政府应尽快启动中国 PRTR 的建设工作。应尽快

落实《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

的执行，监督企业依法按时填报并提交《重点环

境管理危险化学品释放与转移报告表》。

• 企业污染物排放和转移数据应通过一个统一的信息

平台全部向公众公开，以随时接受公众监督，来促

进企业减少、并最终停止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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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PRTR）系统简介

在国际上，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PRTR）系统已经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实行，包括欧盟成员国、

挪威、土耳其、日本、韩国、智利等。

这些污染物信息公开制度成功地促使企业自愿减少使用有害物质。例如，从 1988 年到 2008 年，

在美国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中有连续记录的生产厂家的污染物总排放转移量下降了 65%41。日本

的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PRTR）在 2001 年到 2008 年间，使 I 类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和转移减

少了 24.5%。然而，对于没有要求公开信息的化学品（II 类），其排放却没有明显减少 42。

E-PRTR

欧盟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E-PRTR）系统在欧盟成员国，也包括非欧盟成员国冰岛、挪威、列

支敦士登、挪威、塞尔维亚和瑞士中实行。E-PRTR 要求这些国家的 3 万多个工业企业每年要申报污染

物排放与转移信息。企业种类涉及欧洲 65 种工业活动 43（能源、化工、造纸等），包括污水处理企业，

面料及纺织品的预处理（漂洗、丝光等）和印染企业等。任何被列入这 65 类工业活动的企业，其污染

物排放量若超过欧盟为 91 种污染物单独设定的申报门槛，必须依据 E-PRTR 系统来申报污染物排放与

转移信息。例如，向陆地和水中排放大于 1 千克 / 年的壬基酚（NP）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s）就

需要申报和公开其排放信息 44。

行业领军企业开创先河，为信息公开做出榜样

大品牌的供应商对公众公开每种化学品的排放信息，在今天已从一个期望变成了现实。

从 2011 年开始，绿色和平就不断在推动纺织行业淘汰有毒有害物质，并且对公众公布工厂排放的

信息。过去三年中，在全球数十万消费者的支持下，绿色和平 45 促使行业中领先的 18 家大企业做出了

去毒的公众承诺。在他们之中，Mango、优衣库母公司 Fast Retailing、Zara 的母公司 Inditex、H&M、贝

纳通 Benetton、华伦天奴 Valentino、 G-Star、马莎百货 M&S、维多利亚的秘密母公司 Limited Brands、 

C&A、彪马 Puma、 Coop、Canepa 和 Esprit 已经开始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46 的网站

上公开每种化学品的排放信息。目前公开的工厂数目已经达到 80 家 47，还在持续增加中。这充分证明

信息公开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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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出现的“绿色和平”（除本文最后一个出现的“绿

色和平”）均指“绿色和平东亚区域办公室”。

2. 详情请见绿色和平报告《童流河污：中国童装重镇

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http://www.greenpeace.org/

china/zh/publications/reports/toxics/2013/detox-kids/

3. 面积约为 62500 平方米。此估算是根据卫星地图定

期拍摄（2012 年 3 月拍摄）的图片所算出。实际上，这片

污染带在不同的时间污染面积也不同，也存在更大污染面积

的情况。

4. 海天污水处理厂，即石狮市海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5. 石 狮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政 务 公 开（2013 年 2

月 ）http://huanbao.shishi.gov.cn/ewebeditorword/

uploadfile/20130312093656833.doc

6. 中国海洋局 . 《2012 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http://www.soa.gov.cn/zwgk/hygb/zghyhjzlgb/201303/

t20130329_24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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