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之毒
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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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在宁波的雅戈尔
纺织工业城排放废水。
雅戈尔是中国知名服装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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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国际出版

这个问题和它的解决方
法并不止应该引起当地
的关注。这事实上是一
个全球的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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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之毒
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概要

时尚之毒
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揭露“毒污染链”
绿色和平这份名为《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
水污染调查》的报告揭示了中国纺织工业排放有毒有害
物质而导致江河水被污染的问题。这种水污染对人体健
康和生态系统均造成了严重且直接的威胁。
作为世界工厂，很多国际国内的知名服装品牌都是在中
国生产。虽然一些知名品牌对其公司的社会责任制定了
一些政策，但是这些现有的政策大部分只限于要求其供
应商遵守当地法律与标准，因此只能涵盖了他们的部分
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然而，本报告显示，其中提到的
知名品牌目前都未能有效地解决其供应商排放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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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生产过程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这一问题被这些知名
品牌忽视了。

险性。在发达国家，欧盟法律或国际公约对这些物
质进行了管制。中国政府也于2011年1月将壬基酚
列入《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名录。
该项调查显示，两家供应商与下列知名品牌存在
供应关系：Abercrombie & Fitch, Adidas, Bauer
Hockey, Calvin Klein, Converse, Cortefiel, H&M,
Lacoste, 李宁，美特斯邦威，Nike, Phillips-Van
Heusen Corporation (PVH Corp), Puma 和雅戈尔。
在承认供应关系的同时，Bauer Hockey, Converse,
Cortefiel, H&M, Nike 和 Puma对绿色和平表示其服
装没有在雅戈尔纺织工业城进行湿法处理。除此之
外，这两家工业城/工厂也是许多其它国际国内服装
品牌和零售商的供应商。
这两家供应商在服装生产的哪一个环节为这些品牌提供

主要调查结果
本报告是基于对中国的两家工业城/工厂废水排放
的调查完成的。第一家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雅戈
尔纺织工业城。第二家是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山
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经对废水样本的科学分析发
现，两家工厂分别向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

© GREENPEACE /邱波

近期一份对全球15个
国家15000名受访者进
行的调查显示，无论
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
是人们最关心的两大
环境问题。

物质而造成的中国水污染问题。很显然，如何防止在服

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即使含量很少，也极具危

服务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其中没有一个品
牌有一个对化学品进行全面管理的政策，从而去确保他
们了解自己供应链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并
且对其进行有效处理。这些品牌有能力改变制造自己服
装产生的环境影响，他们应该和供应商一起来淘汰有毒
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

水体排放了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包括能够干

对这两家供应商取样调查的结果只是中国有毒有害物质

扰内分泌系统的环境激素类物质。在两家工厂的

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为防止有毒有害物质在水环境中

废水样本中均发现了烷基酚（包括壬基酚），而

的进一步蓄积，继而威胁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我们强

从雅戈尔纺织工业城的废水样本中发现了全氟化

烈要求这些品牌做出有毒有害物质零排放的承诺，并制

合物（PFC），尤其是全氟辛酸（PFOA）和全氟

订一份相应的实施计划。

辛烷磺酸（PFOS）。据我们所知，这些化学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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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已久的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使用和排放有
毒有害物质的危害，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减少优
先管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与此同时，发达
国家也在努力清除此前几十年累积的有毒有害物质污
染，尽管已经花费了高昂的修复费用，但至今仍无法达
到彻底的治污效果。
相比之下，在认识并切实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
放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和治理方面的进展却较为缓
慢。因此，许多全球品牌商纷纷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
基地或从这些地区的生产基地购买产品，都是利用发展
中国家的低成本及其不够完善的环境法规，从中渔利。
在工业领域使用和排放的大量化学品中，持久性物质-

为了了解这一问题，2009年，绿色和平对珠江三角洲的
5家工厂的排污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它们的工业废水
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同时也有迹象表明，中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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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柜里的魅影：大品牌与水污染的
联系

流中的持久性有毒有害物质正在不断蓄积；相关研究已

全球纺织品供应链非常复杂，它涉及到不同的阶段和

在长江沿线的鱼种中发现了具有持久性且能干扰内分泌

参与人员。跨国品牌所有者可直接与供应商联系，或

系统的烷基酚和全氟化合物。2

通过代理商或进口商间接联系。一般情况下，品牌所
有者是产品开发，包括产品研究和设计的主导者，因

很明显，目前的污染防治措施（即依靠污水处理厂和对

此品牌所有者对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的变革有着义不

某些污染物进行限制）并不能有效阻止有毒有害物质造

容辞的责任。他们可通过选择供应商、设计产品以及

成的水污染问题。事实上，污水处理厂并不能完全清除

在生产过程和成品中控制化学品的使用来实现这一绿

废水中的大部分有毒有害物质。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物质

色变革。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并不会被清除，不是在排出的废水中
存留下来，就是转化成其它有毒有害物质，或在污水处

至于本报告中所涉及的与供应商有关系的国际国内品

理厂的污泥等残留物中蓄积。

牌，他们在环境可持续性和企业社会责任（CSR）问
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些品牌-如李

如重金属和一些有毒的有机化学品尤其令人担忧。这些

纺织生产与污染

宁、Bauer Hockey、Abercrombie & Fitch和雅戈尔

有毒有害物质长期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这些化

现代纺织业已经形成从一个地区或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地

学品的危险性在于它们不仅具有持久性（不容易在环境

理政策，也从不公布生产过程中禁止或限用的化学品

区或国家的传统。而大多数迁移都出于一个目的：削减

中自然降解），而且还可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蓄积，

清单。而相比之下，运动品牌Nike、Adidas和Puma

成本。

还有时尚品牌H&M、服装公司Phillips-Van Heusen

对与其接触的有机体可以造成长期严重的威胁。一些有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纺织业占到了中国

内分泌系统，而其它一些甚至具有致癌性或生殖毒性。

贸易总额的7.6%。3纺织业使用大量的化学品，而这其
该报告详细调查了Nike，Adidas，Puma在环境

之一。纺织品生产过程中的“湿法处理”工艺（包括染

响并非仅仅局限于局部地区，很多物质可以通过洋流、

方面的政策与实践，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三个品牌

色、清洗、印花和织物整理）产生了大量包含有毒有害

大气沉降和食物链，许多有毒有害物质被传送到远方。

此前的环境表现得到了外界的认可，如在道琼斯

物质的废水。

可持续发展世界指数 中这三家公司都是名列前

有些甚至被传送到遥远的极地地区，然后在那里蓄积。

茅。Nike、Adidas和Puma都有详细的限用物质

因此，该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

纺织业自创建以来就存在大范围的污染问题，最近，纺

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清单，规定了在成品中，哪些物质不能超过一定

织业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更是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

的限值。但是，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品牌采取

成了严重威胁。

过任何高于当地法规要求的措施来限制其供应商

有机污染物1中约有20%源自工业排放。但是，由于缺乏
适当的评估，有毒有害物质所造成的水污染后果有多严
重目前还没有一个官方的统计数据。

2009年环境标
Puma安全：《
6
准手册》

情4（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考附件1）。

中化学品都具有持久性和毒性，是水污染的主要源头

流、湖泊和水库都受到了各种污染物的影响。中国各种

来的损失。”

很少或几乎不报告CSR问题。他们从不公布化学品管

此外，对于这些具有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的物质，其影

中国是世界上水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多达70%的河

责并承担因
“工厂必须负
或成品中发
在材料、部件
对PUMA带
现有害物质而

却公布了有关在产品中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方法的详

毒有害物质即使含量极少，也能干扰人类和野生动物的

水污染在中国

Executive
概要
Summary

“我们的战略目标
就是成为一个零排

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我们与工厂合作，提高
用
水效率，避免向大自然借
用
超过实际需要的水量，同
时
也确保归还的时候水和原
来

放企业。”
Adidas官网（绿色公
司）8

一样清澈，甚至比之前更
为
清澈。”
Nike公司2007-2009财年
企业
责任报告，第38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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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有的“去毒”责任
中国尚未建立健全的立法、监测和执行机制，去有效解
决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以及向水体排放的问题。从中国
采购产品的品牌商需率先承担起解决有毒有害物质排放

我们
在环
境工
性原
作上
则，
采用
遵
预防
循防
动替
范
换有
性
措施
毒有
主
害物
H&M
质
。
自愿
可持

续行

动报

告20

10 9

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实现无毒未来的目标，就必须将这

绿色和平呼吁各国政府承诺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实现对所

一举措推广到整个行业中。

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零排放；以预防性原则和防范性措施
为基础进行化学品管理。

赢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积极解决有毒有害物质的问题。如果

理”措施更为清晰和严格。

人们继续使用并排放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毒性且/
或能干扰内分泌系统的化学品，我们的水资源便会被污

这就要求品牌企业改变治理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方式。

染，人类的生存和未来也会因此受到威胁。这一行动涉

正如这份调查所示，即使在配备了现代化污水处理厂的

及到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角色，即品牌企业和政府。这

工厂（雅戈尔纺织工业城）中，处理后的废水中仍然会

两个角色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

存在有毒有害物质。因此我们需采取新的措施，通过淘

发达国家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方案意味着，在纺织
品生产中避免使用烷基酚及很多全氟化合物。在某些
更加安全的替代品不仅可为品牌节约成本，还使企业
在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使用更安全的替代品通常可完
全杜绝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存在更加安全的
替代品，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依然在被使用。这些有毒有
害物质威胁着当地及全球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事实
上，在全球范围内，全氟辛烷磺酸和壬基酚的使用正在
逐渐减少，但在中国，其用量却仍然在增加。
因此各个品牌需要立即对其供应链采取行动，促使其供
应商逐步淘汰有毒有害物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

Phillips-Van Heusen，环境声明10

政府的角色

题。这些措施应比一些企业责任报告中一般的“环境管

汰这些物质，来防止它们向水体排放。

们可以先从那些公认的危害性较大的，并且已在其它国
家和地区被管制的化学品开始（第四章列出了纺织业需
淘汰的11类重点管理化学品清单）。知名品牌们应通
过设定全面禁用的截止期限以及替代计划，率先在纺织
品行业淘汰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它们应该投入足够的资
源，以开发在经济上可行的替代品和替代方案。

概要

我们迫切呼吁大品牌率先采取行动，为自己赢得优势。

问题的责任，在它们的供应链中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

情况下，禁止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如烷基酚）而使用

我们承认我们的供应链会 影响到
环境。但我们无法直接控制我
们的供应商、销售商和服 务提供
商，我们……试图使我们 的供应
商达到我们的污水处理、 有毒有
害化学品、空气质量和循 环利用
等方面的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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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角色

该承诺必须配以一套实施方案。该方案中应包括：中短
期目标，一个能及时更新的优先管理有毒有害物质名
单，以及一个可供公众查询的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系统
（PRTR）。我们必须通过这些举措防止有毒有害物质的
使用和排放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进一步的危害，同时
避免清除这些有毒有害物质所带来的高昂费用。
各国政府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任其人民和环境暴露于
有毒有害物质之下，让其子孙后代为清除蓄积的污染物

绿色和平呼吁本报告中提到的品牌和供应商积极响

买单（而这笔费用的最终数量是难以估量的）；还是选

应“无毒未来”的号召，淘汰其在供应链和产品中的

择致力于创建一个无毒的世界，通过采取预防措施支持

所有有毒有害物质。

真正可持续的创新行动，逐步杜绝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和排放。

这尤其要求它们建立明确的公司和供应商政策，促成从
有毒有害物质到安全化学品的转变，同时还应制订一份
切实可行且有明确时间表的行动计划。

全球公民的角色：
我们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去影响这些品牌，让各个品牌

这个公司政策应将在全部供应链淘汰有毒有害物质作为

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企业应做出正确的选择，保护子孙

目标，建立以预防性原则为基础的化学品管理体系，将

后代的生存环境。这种必要性在今天变得尤为迫切。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排放的全部渠道都考虑在内。
请与绿色和平一起，共同呼吁各个品牌立即采取行动，
要使这个公司政策令人信服，政策建立之后，还应制定

尽快净化我们的河流，净化我们的地球，为创建一个无

有明确时间表的实施计划并开始进行实际行动并带来真

毒的世界而努力。

实可见的改变。其中重要的步骤包括：了解其供应商在
使用和排放何种有毒有害物质，并将此环境信息公开给

让我们的江河湖海远离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

公众；立即优先淘汰已知的有毒有害物质等。
综上所述，品牌需起到领头人和创新者的作用。纺织行
业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问题不能通过品牌中断和一两家

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吧！
www.greenpeace.cn/detox

有污染行为的供应商的合同来解决。这些大品牌应该和
他们的供应商合作，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生产的方式。这
需要一个长远的愿景，一个对公众的承诺，和强烈的改
善现有操作方式的愿望。这些品牌可以带来积极的改
变——不是通过坐而论道，而是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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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傍晚时分，废水
从中山国泰染整有限
公司最北端的排污管流
进黄沙渠。绿色和平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实地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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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水危机、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与纺织业
清洁的水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

近期一份对全球15个国家15000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

福祉的基础。除了为野生动植物提供重要的栖息地之

示，无论南半球还是北半球，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是

外，河流湖泊等水系还为人类社会提供重要的资源，包

人们最关心的两大环境问题。2 3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人

括饮用水、农业灌溉用水以及鱼类、贝类等食物。不仅

类活动产生的压力日益加大，水资源情况也随之逐渐恶

如此，这些水资源也为工业活动提供支持，很多制造工

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水资源的需

艺和冷却工艺都必须要用到水。但反过来，这些工业活

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无形中减少了可供野生动

动又会影响水质，从而危及河流湖泊提供的其他资源。

植物、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消耗用水的数量，并降低了
水资源的质量。联合国针对此类影响的严重性得出如下
结论：

河
用的江
作
济
已
要经
和污染
具有重
耗
，
损
区
的
些地
水资
所遭受
层
“在一
为继的
水
以
蓄
难
关
的
。
相
要解决
的地步
流域及
来
回
未
挽
区
无可
部分地
界
经达到
世
已成为
源体系 1 ”
题。
严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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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

图注：雅戈尔纺织工业
城排污管外的黄色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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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灌溉和农业污水引发的硝酸盐及其他富养污染物会

另一方面，有毒有害物质的沉积对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

促使水体富营养化，水体的富营养化又会破坏水的供氧

的威胁也日益严重。这些物质正在破坏水环境，削弱其

系统。此类污染对水资源的影响最为明显。

提供生命资源的能力。泰国的湄南河、俄罗斯的涅瓦
河、菲律宾的马里劳河水系以及阿根廷的里亚丘埃洛河

同时，有毒有害物质也可经工厂直接排放进入江河，或

等均深受其害。不仅如此，这些水系排出的污染物还间

因农业生产和消费者使用的工业产品而间接进入江河。

接影响了沿海和海洋环境及资源。

有些有毒有害物质难以降解，在江河中沉积，并进入食
物链，继而对野生动植物和人类的健康带来危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据估计，在全球范围内，
工业活动每年要向各种水体倾倒3亿-5亿吨重金属、溶

在发达国家，曾有多条淡水及入海水系受到工业生产的

剂、有毒淤泥和其他废物。”5

严重影响，如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默兹河-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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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态势已趋于稳定或有所减

水系一直遭受持久性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河流及海港

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

沉积物中污染物的浓度极高。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污染

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重金属及其他持久性化学品的工

物会对人类、环境及更广泛的经济领域造成长期且无法

业排放量已减少了70%-90%或更多。6但发展中国家的

弥补的损害，这也是当地社会、政府和工业部门最担心

情况则不同，随着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污

的问题。4

染将日益严重。7

© GREENPEACE /邱波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水系
正被日益增多的有毒有
害物质所威胁，这些有
毒有害物质不但破坏了
生态环境，同时也影响
了这些水系所能提供的
重要资源。

凯尔特河三角洲以及北美洲五大湖等。几十年来，这些

Dirty Laundry: Corporate connections to hazardous chemical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water pollution by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China

13

图注：绿色和平的工作
人员在对雅戈尔纺织工
业城排出的工业废水进
行取样

中国水污染：根源、代价和顾虑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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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1.1 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的不利
影响
排入环境后会产生严重影响的有毒有害物质一般具有
下列一种或多种特性：
持久性（无法及时在环境中降解）；
生物蓄积性（能在生物体内蓄积，并可能随食物
链层级的升高而增加浓度）；

而闻名全
供价格低廉的产品
提
够
能
以
国
中
，
“过去十年间
生活
，几乎涵盖了所有
械
机
业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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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费
球，这些产品从消
，唯一的
同中国制造商竞争
想
要
商
造
制
的
区
领域。其他地
年3
尔·鲍威尔于2002
比
”
。
来
国
中
到
方法 就是 把工厂 迁
职的首席
如今，任何一位称
“
，
道
写
中
志
杂
月在《财富》
是要
力转移到中国，而
能
造
制
将
否
是
是
执行官要决定的不
。”8
的速度转移的问题
转移多少、以怎样

毒性。
具有上述特性的有毒有害物质一般归类为具有持久
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的物质（PBTs），在有些情
况下也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如在《斯
德哥尔摩公约》 中。即使经过大量的水或空气稀释
后，此类污染物仍会在接收环境中停留很长时间，
并通过各种方式分散到远方，在沉积物和生物体中
蓄积。有些污染物即使浓度看似很低，也会引发严
重危害。
重金属在本质上即具有持久性，部分重金属（如镉、

中国是全球水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9全国多达70%

这也是在中国呼呼抵制污染行业众多人士共同的忧虑。

的河流、湖泊和水库均受到影响。10受急剧上涨的用水

根据环境保护部的数据，针对污染的群体性事件每年均

需求及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现有的水资源

以三分之一的速度增长。18一份2008年中国行业研究报

短缺问题已进一步恶化。水污染更是令这一问题雪上加

告指出，“有时候，‘别污染我家后院’类型的群体性

霜。目前，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

事件会迫使政府将工厂搬到人烟稀少的区域，那里投诉

水。11若不采取措施解决水污染问题，预计中国将有多

的人较少。”

铅和汞）还可在生物体内蓄积和/或具有毒性。虽然
重金属本身就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但工业对重金
属的使用会将其过量排入环境中，并因此破坏生态系
统。重金属化合物不仅不会分解成无毒成分，还会引
起化学反应，生成新的化合物。
对于含有以下毒性的物质，其“安全剂量”是很难确

个地区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定的——即使在剂量很少的状况下也会产生危害：
水污染不仅会使环境遭受重创，还会给行业本身带来直

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在2007年排入各种水体的有机污

接的后果。据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境保护部)和世界银

染物（以化学需氧量表示） 12中，近20%源自工业。 13

行在2007年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全国工业每年因使用

这些工厂致使重要水资源遭受污染，而这些工厂所生

受污染水而产生的成本估计为500亿元人民币（75亿美

产的产品大多销往美国和欧洲市场。研究表明，中国约

元）。19该报告还指出，2003年，因在指定的灌溉区使

20%-30%的水污染是由于制造出口商品而造成的。14

用污水进行农业灌溉，对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造成的影响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水污染的问题并给予了极大
关注，但有毒有害物质的工业排放仍没有减少的迹
象。152006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SEPA） 16局长的周
生贤曾指出，“有些地区的环境问题已经危及到群众健

致癌性（导致癌症）、基因诱变性（致变异和致
畸）和/或生殖系统毒性（毒害生殖系统）；
荷尔蒙干扰物（扰乱荷尔蒙系统）。

估计达70亿元人民币（10亿美元）。这些区域的农作物
很可能含有汞、镉、铅、铜、铬和砷等重金属。该报告
未考虑水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且这一影响也很难进
行评估。

康，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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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危机的河流
在工业排放的众多化学品中，重金属和一些有毒有害的
有机污染物尤其令人担忧（见框1.1）。这些有毒有害物
质一旦排放到环境中，就会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构成
长期威胁。此外，有些有毒有害物质具有生物蓄积性，
会随着食物链逐级累积，并会对摄取这些有毒有害物质
的生物体造成长期严重的影响。21不仅如此，由于这些
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化学物质可通过洋流、大气沉降和
食物链等方式传播到远方，其影响会遍布全世界。有的
物质甚至蔓延到了南北极地区。22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而珠江则为中国第三长河流。
最近几十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工业发展迅速。
现在，工业污染正使这两大河流的生态系统承受着超过
其承载力的巨大压力。

珠江
位于华南地区的珠江三角洲真实展现了中国工业水污染
的严重性。因毗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珠江三角洲
已发展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工业地区之一。23

政策
改革开放 世
施
实
自
“
全
国已成为
以来，中 的大型经济
快
界发展最 是国内发展
省
体，广东 ，而珠江三
份
最快的省 又是广东省
区
角洲经济 区域。”
的
发展最快
31

推广署

香港投资

珠江及其支流的丰富水资源长期支持着该地区的工业
发展，甚至推动该地区发展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
厂”。 24 珠江流域还为该地区包括广州和香港在内的
4700万居民提供饮用水。25 26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该地区经济的飞速
发展，水资源的质量却在急速下降。目前，该地区已有
超过60%的江河被划为“受污染”的水资源。27在2003
至2007年年间，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废水量从16亿吨上升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水污染的现状作了说明。30 报告

至24亿吨，增幅达52%。28截至2007年，珠江三角洲的

以五家工厂和/或工业区为调研重点，发现这五个污染

废水有75%来自工业。29

源均排放已确定的或疑似的有毒有害物质。值得警惕的
是，其中三家工厂的排放物浓度超过了广东省规定的标

2009年，在珠江三角洲实地考察七个月后，绿色和平中

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几家工厂排放的有些有毒有害

国发布了《解“毒”珠江》报告，对该地区因工业企业

物质没有被纳入政府的监管范围内。

图注：珠江三角洲地区
被污染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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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奉化江的堤岸上
到处是垃圾，雅戈尔纺
织工业城的废水也排入
这条江里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
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的
同时，水环境质量急剧
恶化。至今，超过60%
的水系已经被认定受到
了污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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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长江流域一直是文化和工业
活动的中心。32目前，长江流域对全国GDP的贡献率约
为40% ，33相当于1.5万亿美元。34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来，长江沿岸相
继出现了数千个工业区，形成了遍布7省的“长江产业
带”。长江三角洲区域是工业发展重地，约占中国整体
经济规模的五分之一。35该区域覆盖上海等16个城市。
上海的2000万居民皆依赖长江提供饮用水。36如今，每
年约有300亿吨废水（包括生活污水）排入长江，其中
部分废水未经任何处理。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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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企业排入长江的各种化学品中，危害性最大的当
属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的物质(PBTs)（见框
1.1）。排放入长江的PBTs有可能来自纺织、化工、塑
料、非金属冶炼及采矿等工业。
人们在长江中发现了多种有机污染物，其中包括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39在进入食物链的多种工业化学品中，包括广
泛应用于纺织业的环境激素类物质，如烷基酚和全氟化合
物。图1.140说明了这两类化合物以某种方式出现在长江生
态系统中，又在鱼类的体内蓄积。由于下述研究中采集的
两大鱼类样本是当地居民经常食用的品种，从而这些环境
激素类物质对人类造成的潜在影响不言而喻。41

鱼身体里的持久性化学品
1)烷基酚（AP）和全氟化合物
（PFC）的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已呈
衰退趋势，但在中国其产量却成上
升趋势。

6)据报道，中国许多城市的自来水
中也含有PFC、PFOS和PFOA，且
以长江沿岸的上海、武汉和南京三
市的浓度最高。

图1.1 说明烷基酚和全氟化合物
存在于长江生态系统中以及它们
如何在鱼类的体内蓄积

2)在进入长江食物链的多种工业化
学品中，包括广泛应用于纺织业
的持久性荷尔蒙干扰污染物AP和
PFC。

江苏省的水上渔村
“江里的水臭死了。
绝对不能用来洗澡，
不然肯定全身发痒起
痱子。更别想喝这玩
意了。”42

3)在重庆市附近采集的长江水样本
中发现了两种AP（4-壬基苯酚和
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4)绿色和平在长江沿岸四个主要城
市采集了常见的食用鱼类样本，发
现除其中一条鱼之外，其余的鱼肝
脏部位均有AP；几乎所有鱼的身体
里都含有全氟辛烷磺酸（PFOS）。

5)从长江河口采集的沉积物中发现
了迄今为止浓度最高的PFOS。
图注：被工业废水污
染严重的小河，已经
完全失去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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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宁波雅戈
尔纺织工业城里
的女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长
江流域一直是经济和文化
的中心。如今，长江流域
每年仍贡献了中国大约
40%的国内生产总值，约
合15000亿美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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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1.2 纺织业中化学品的使用现状
在纺织品整理的各道工序中，化学品主要用于“湿法处

例如，据瑞典化学品管理局估计，仅在印染过程中使用

理”过程，包括染色、清洗、印花和织物整理。43有关

的物质即超过10000种，其中约3000种为常用物质。鉴

各产业自然资源使用情况的多项调查结果显示，纺织品

于纺织业对化学品的用量如此巨大，显然很难在业内分

染色和整理工厂的用水量相当大，每生产一吨纺织品即

享并维护有关化学品的信息，也很难针对化学品的使用

需200吨水。44虽然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大多

制订法规并实施。

无毒无害，但仍有小部分的化学品具有潜在危害性。45
46从绝对量上讲，由于所用化学品的数量非常大，因此

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也就非常多。47

图1.2 纺织品生产工序
图1.248显示了纺织品和服装生产
的各道工序，重点是湿法处理工
序。该工序使用的正是本报告强
调的有毒有害物质。化学品也可

使用并排放大量的水

能出现在纺织品生产的其他工序
中，尤其是像羊毛等原材料的生
产，也需要用到大量的水和农药

人造纤维

等化学品。本报告未涉及化学品
在农业中的运用。

湿法处理
织物整理
成纱

织布

天然纤维

制备
■ 染色
■ 整理
■ 印花
■

成衣加工
■
■

裁剪
车缝

产品

使用大量化学品，包括部分
有害物质

图注：中山国泰染整
有限公司的工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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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厂排出的污水，
该地的经济发展主要
依靠纺织业

框1.2 牛仔服装背后的肮脏秘密

© 卢广 / GREENPEACE

图注：
增城新塘一间牛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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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缺乏，执行不力

牛仔服装的制造，折射了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引发的最明
显、最严重的一些污染问题。新塘的经济活动主要围绕
牛仔服装的整个生产工序进行，包括纺纱、染色、织
布、剪裁、印花、清洗、车缝、漂白等。新塘的牛仔服

《水污染防治法》于1984年颁布，并于2008年进行修

强调“末端治理”的污染控制方法以及该方法所强调的使用

装生意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此之后便发展迅猛。

订。 67 目前的工业排放控制体系是该法的一个组成部

污水处理装置都具有其固有的不足之处。此类方法和装置在

分。《水污染防治法》建立了一套包含一系列环境质量

处理生活污水或其他生物废料时可以发挥效用，但对于很多

镇上小河的两旁林立着众多工厂，河水流入东江，再经

标准和技术性排放标准的综合体系。同时，环境保护部

有毒有害物质则无法发挥作用。有毒有害物质经过处理后通

东江流入珠江。原本清澈见底的小河，现在已经成了一

还针对不同的产业发布了清洁生产标准，要求工业企业

常会不受任何影响地进入食物链，并在下游沉积物中累积。

条黑色的沟渠，将西洲村和工业区隔离开来。西洲的村

全面减少有毒原料的使用，并列出了清洁生产审计时使

有毒有害物质还可以转化成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并在处理过

民反映，排污严重的时候，西洲村的河水已经简直不是

用的主要有毒有害物质清单。尽管如此，中国并未针对

程中生成的其他废物中蓄积。这样就会使处理装置排出的污

污水，而是毒水，味道恶臭刺激。如果不小心接触到，

一些广为使用的化学品颁布强制性管理法规，对特定的

泥变成危险废物，这些废物在进行掩埋或焚烧处理时，会将

皮肤还会发痒甚至溃烂。以前，村民们会捕捞河里的小

有毒有害物质进行限制、禁止，防止其对人类健康和生

有毒有害物质或其副产物释放到环境中。70 71

鱼，饮用河水。现在他们不敢这样做了，他们必须花钱

态环境带来危害。68

买自来水。
该体系未能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有：69
未对有毒有害物质给予足够关注。有些有毒有害物质含量
虽低，却能对水生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在
广东，虽然其排放标准较其他地方更为严格，仍发现工业
企业排入珠江的废水中有很多有毒有害物质都不在管制范
围内。
现有标准未得到彻底执行：
为节省成本，很多企业只会在上级部门到访前才启用水污染处
理设备;
因基层环保局能力有限、资源缺乏，通常未对很多中小企业进
行审查;

“我们
不
赚钱， 是说不让
纺
我
缝制牛 的家人也 织厂
得依靠
仔衣服
产的同
为生。
时
不要污 也要注意 但生
环保，
染环境
。”
林
舟（化

为保证收入或就业率，地方政府中与工业有关的部门经常干预
环保法规的执行。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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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黄色的工业废水
从雅戈尔纺织工业城的
排污管里流进奉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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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创建一个无毒的未来
清洁的水不仅是人人都应享用的，也是全球最受威胁的

予排污“许可”使得有毒有害物质合法地污染了江河海

基础资源。为自己及子孙后代保留清洁的水资源，对生

洋。 72有毒有害物质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有着极其严

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同样也可以

重的影响，其治理清理工作是一项艰难且昂贵的过程。

减少因日益恶化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导致的潜在资源冲
突。就此而言，企业及其供应商无权将水体用作其私有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有毒有害物质管理方法，一种能

的排污池。

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方法。由于很多有毒有害物质的
环境健康影响无法确定，“零排放”理念随之诞生，即

工业污染会对野生动植物和几十亿人口赖以生存的河流

禁止向水生环境排放任何有毒有害物质。经实践证明，

湖泊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工业企业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

目前的最佳方法是对产品和工序进行重新设计，逐步停

具有多种危害性，如致癌、影响内分泌系统、损害生殖

止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第3和第4章概述了实施

功能等。这些影响不仅会危及人类，更会危及所有生

该方法的有关政策和实践。

物。现在我们已面临多种警告迹象，有毒有害物质正在
珠江和长江沉积：珠江的水质已受到严重影响，长江的

下文第2章探讨了中国两个纺织厂/工业城的废水排放情

鱼类体内也发现了有毒有害物质。针对两大河流污染的

况，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某些工厂日常排放的有毒有害物

预防整治工作迫在眉睫。

质种类。同时，还将说明这些工厂与跨国知名服装企业
及品牌的供应关系。这些知名企业和品牌必须对其供应

有证据表明，纺织业要为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水污染问题

商的废水排放，及其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承担责任。

负责。纺织业对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是珠江和
长江等重要水系遭受化学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毒有害物质在环境中处处可见，表明传统的“末端治
理”方法鞭长莫及——废水处理厂无法应付大量的有毒
有害物质。发达国家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对污染企业授

企业和他们的供
应商没有权力拿
江河湖泊当作他
们排放废水的下
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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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排污管的对面就是高端楼
盘“万科金色水岸”，但奉化江
从来没有呈现过金色，倒是呈现
过浑浊的、黑色或者红色，看排
污管排出什么颜色的废水

中国是世界上水污
染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70%的河流、
湖泊和水库都受到
了污染的影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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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1：雅戈尔纺织工业城
位于宁波市，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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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雅戈尔裤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休闲裤、正装裤和

该大型工业城占据了奉化江临河约3公里的面积。奉化

运动装）、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五大产品线，其

江流入长江三角洲，在此地会出现潮汐现象。雅戈尔纺

中最重要的产品是休闲装） 7 、宁波雅戈尔毛纺织染

织城的排水管（绿色和平称之为1号管）与污水处理厂

整有限公司（毛纺织物的染色、纺丝、编织和整理）

直接相连，管道周围无其他工业设施向江内排放污水。

等子公司以及一家污水处理厂（WWTP）。雅戈尔集

图注：雅戈尔纺织工业
城的大门

团有限公司称，其已斥资300万元人民币（441,176美
元）“从日本引进一套污水处理系统，通过先进的处
理技术，同时实现安全排放和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有
效节约了资源。”8

雅戈尔纺织工业城9
图2.3 为雅戈尔纺织城略图，
显示了污水样本的具体采集
地点。《技术说明》中提到
的其它样本（其他管道的污
水，雨水和河流沉积物）在
附近采集。9

© GREENPEACE / 邱波

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地理位置、产
品及废水排放

2003年，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人民币

雅戈尔集团 4 拥有中国最大的垂直产业链综合纺织公

面料的大型工厂”。 6该纺织城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高

司，具有世界级的纺织品生产、服装制造和零售能力。

端服装及纺织品生产基地之一。除工厂外，纺织城还设

该公司成立于1979年，地处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宁波市，

有研究中心、仓库和样品室。

（1.47亿美元）在宁波市建立了雅戈尔纺织城，内设
有“致力于生产高品质染织布、毛织物、印花布和针织

与上海毗邻。公司不仅为多个国际品牌生产纺织品和服
装，还拥有包括衬衫、西服、裤子、茄克、领带和T恤

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内集中了一些自有的生产工厂，包括

在内的自有品牌，这些品牌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5

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纱线染色、织造、印花
和整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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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的供应关系
下列国内知名品牌与位于中国宁波的雅戈尔集团（包
括分公司）有持续的/近期的供应关系：Adidas, Bauer
Hockey, Calvin Klein, Converse, Cortefiel, H&M,
Lacoste, Nike, Phillips Van Heusen Corporation (PVH
Corp)和Puma。雅戈尔纺织工业城也是其自有品牌雅戈
尔的供应商。我们对于在2010年6月和2011年3月分别
采集的废水样本进行科学分析，结果显示雅戈尔纺织工
业城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奉化江。Bauer Hockey,
Converse, Cortefiel, H&M, Nike 和 Puma对绿色和平
表示他们的服装并没有在雅戈尔纺织工业城进行湿法处
理。但是，从造成污染的公司采购产品，同时又对其排
放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视而不见，这些品牌等于助长了
污染的发生。
许多这些公司都就避免环境污染的必要性问题发表过公
开声明。下面摘录了这些品牌在其官网发布的声明，所
摘言论表明这些公司均关注水环境；但另一方面，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这几个品牌的供应商，即雅戈尔集团，
在排放有害有毒物质。

“我们的
战略目标
是通过以
举措成为
下
一个零排
放的企业
：
事事遵循
环境最佳
规范
环境效率
收益最大
化
支持并依
托员工的
激情，创
建一个绿
色的星球
”
Adid
as官方网 10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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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的概念正日益在雅戈尔
成本控制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同
时也使企业管理层对生产环保的重
要性取得了全新的认识。目前雅戈
尔日中纺正积极申报清洁生产单
位，期望以此为契机，使企业在绿
色能源应用、清洁生产的推行上更
上一层楼。”

“工 厂有 责任 确保 ‘不 使用
有
毒有 害物 质’ 的工 艺流 程生
产
（‘harmful substances free’
production）。工厂必须负责并
承担因在材料、部件或成品中发
现有害物质而对Puma带来的
损
失。”

雅戈尔官方网站11

《Puma环境标准手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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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环境工作上采用
预防性原则，遵循防范
性措施主动替换有毒有
害物质。
以
与工厂合作
“我们……
用
免
目的是避
提高效率，
同
际需求量，
水量超出实
清
水
保用过的
时也为了确
为
至比之前更
澈如昔，甚
清澈。”
尊重环境：
必须在任何
情况下
确保遵守环
境法规，以
负
责任
和尊重的行
为准则对待
环境。
Cort
efiel集团外部
行为准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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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企业责
07-2009财
Nike公司20
带说明）
38页14（附
任报告，第

Lacoste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没
有任何公开声明，但其是鳄鱼保
护计划的支持者：“我们使用鳄
鱼形 象作 为品 牌的 标志 超过 78
年，LACOSTE积极支持由全球
环境基金的项目，保护濒危的鳄
鱼种类，如短吻鳄、凯门鳄、长
吻鳄，这些鳄鱼的栖息地正由于
生态平衡被破坏而消失。
Lacoste宣传资料15

H&M自愿可持续行动报告
201016

我们承认我
们的供应链
会影
响到环境。
但我们无法
直
接
控制我们的
供应商、销
售商
和服务提供
商，我们…
…
试
图使我们的
供应商达到
我
们
的污水处理
、有毒有害
化
学
品、空气质
量和循环利
用等
方面的环境要
求。

Phillips-Van
Heusen，环境
声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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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与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有
业务往来的其它公司

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

绿色和平还有证据表明，Blazek, Nautica, Macy’s, the

年6月及2011年3月，绿色和平分两次从同一条排污管

Oxford Apparel Group and Ralph Lauren知名品牌近

道（绿色和平称之为“1号管”）采集了该工业城污水

期均与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有着业务关系，但这些公

处理厂排出的污水样本。2010年6月期间采集了两批

司对绿色和平的问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品牌Peerless

样本，第一批样本采集时间为6月21日傍晚，当时管道

Clothing确认他们和雅戈尔集团曾经有业务往来，但目

的污水排放量相对较小；第二批采集时间为6月22日凌

前业务已经终止。

晨，据观察当时的污水排放量非常大。

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坐落在宁波市的奉化江沿岸。于2010

第二部分

从污水样本中测试出的浓度看似很低，但它与接收工业
污水的污水处理厂中发现的浓度相似，均高于地表水的
背景浓度。18

化学品鸡尾酒
在2011年3月所采集的样本中还发现了其他各种低浓度
的化学品，这表明工业城排出的污水是当地水生环境出
现一系列有害物质的源头。这种“化学品鸡尾酒”的成
因有两个：一是在纺织品加工过程中刻意使用这些化学

2011年3月，绿色和平再次前往该工业城，分别在三个

品，二是清洗纱线或纺织品中的化学残渣。这些纱线或

不同的时间点采集了三批污水样本。采集时间为3月8

纺织品是从外地制造商处运至工业城进行加工的。此类

日至9日，相隔时间为15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据观

复杂的化学品混合物所造成的危害难以预计。

察，污水的颜色和温度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该工业
城拥有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但经科学分析发现，所采
集的污水样本中仍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环境激
素类物质壬基酚和全氟化合物。

定量分析中发现的化学品包括：
胺：苯胺、2-氯苯胺、甲基苯胺、乙基苯胺和二乙
基苯胺等具体胺类，以及具有致癌性的邻甲氧基苯
胺；

壬基酚

氯化挥发性化合物：二氯乙烷、三氯甲烷（哥罗

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是，有一批污水样本中含有壬基酚，

芳）和四氯乙烯；

其浓度为14微克/升。该样本采集时间为2011年3月8日

二氯苯酚、三氯苯酚和五氯苯酚。

上午11时。壬基酚是一种人造化学品，具有持久性，可

Oxford
Apparel

在食物链中蓄积，也是一种广为人知的荷尔蒙干扰物。

在对2010年6月所采样本进行定量分析后，检测出53种
有机化学品，但其中仅有12种可以完全确认。确认的物

该结果表明，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可能长期，或至少周期

质包括一种三烷基磷酸酯（磷酸三丁酯（TBP））和一

性地，向奉化江排放这种有毒有害物质。

种蒽醌衍生物。次日凌晨采集第二批样本时，管道的污
水排放量显然更大，但分析出的有机化学品却更少。尽

全氟化合物（PFC）

管如此，在前一天傍晚所采集的样本中，存在所确认的
全部四种化合物。这些调查结果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在

2011年3月所采集的三批污水样本中均含有数种全氟

不同的时间从同一个排放源排出的污水的成分很可能会

化合物。其中，全氟辛酸銨（PFOA）的浓度最高，为

发生变化。（对于所确认的物质列表及其影响，请参见

0.13-0.14微克/升。同时还发现了其它浓度较低的全氟

附录3。）

化合物，包括全氟羧酸，浓度为0.013-0.031微克/升，
以及全氟辛烷磺酸（PFOS），浓度为0.0031-0.0087
微克/升。全氟化合物为人造化学品，能在环境中长期
存留。全氟化合物会对肝脏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是一
种广为人知的荷尔蒙干扰物（请参见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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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1 全氟化合物（PFCs）
生产及用途

生物蓄积

法规

全氟化合物是一种人造化学品，无法自然生成，只有通

和其他众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不同，PFOS附

中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全氟化合物的生产和使用加

过人类活动才能出现在自然环境中。全氟化合物很难被

着在动物血液的蛋白质中，以此方式在动物体内蓄积，

以管制。然而，近期PFOS已被列入受《斯德哥尔摩公

化学降解、生物降解和热降解，19很多全氟化合物均无

因此会在肝脏组织中形成非常高的浓度。29 30 31针对此方

约》管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范围内。《斯德哥尔摩公

法溶于水和油。正是由于这些特性，全氟化合物才被广

面开展的多项研究均表明，两栖动物、鱼类、鸟类和哺

约》是为保护人类和环境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影响

泛应用于纺织品和纸张的防水、防油及防污处理，用作

乳动物（从老鼠到包括鲸鱼、北极熊在内的体形较大的

而制定的国际公约。缔约方须采取措施限制PFOS的生

专门的工业溶剂和表面活性剂，并用于制作化妆品、塑

哺乳动物32 33），以及中国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的小熊

产和使用，尽管有些用途是被豁免的。 46中国也是《斯

料20 21防火泡沫以及高温润滑剂。22

猫和大熊猫的组织内均存在PFC。34同时，据报道，在

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但中国目前尚未签署《

水生环境中，食物网内各级生物体均含有PFC。35

公约》中有关PFOS的最新修订内容。47

人类接触全氟化合物

欧盟和加拿大已经针对某些用途禁止了PFOS的销售和

近60年来所生产的PFCs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1) 全氟烃基磺酸盐（PFAS）（使用最广泛的是PFOS）
2) 全氟羧酸（PFCA）（使用最广泛的是PFOA）
3) 含氟聚合物（使用最广泛的是聚四氟乙烯（PTFE），市场

现在，在全球多个国家，甚至在遥远的加拿大北极区，
均发现居民的血液和母乳中存在PFOS及其它全氟化合

上常称之为特氟龙，广泛应用于服装制造，是Gore-tex面

物。近年来，美国的血液样本中所含的PFOS、PFOA和

料和相似防水织物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可用于不粘锅

全氟己烷磺酸（PFHxS）的平均浓度已有所降低，这可

厨具）

能得益于美国自2002年起停止了PFOS和相关化学品的

4) 全氟辛基乙醇（FTOH）23

使用 48。 49但是这些限制条款不适用于全氟羧酸及其它
全氟化合物。即使全部停止使用，由于其超强的持久
性，PFOS及其它全氟化合物依然会在环境中存留很长
时间。

工业生产。36相反地，在中国沈阳，在1987年到2002年
的十几年间，人体血液中的PFOS和PFOA浓度反而有所

在环境中的分布

升高。37有观点认为，中国居民与此类化学品接触的最

从另一方面而言，此类化学品的持久性也会给环境带来

主要途径为进食海洋鱼类和其他水产食品。38 39

潜在的毁灭性影响。无论是因生产或因处理操作排放出
来，还是作为产品存在，此类化学品都会长期留存在环
境中。24例如，PFOS极难降解，其在环境中留存的时间

对健康的影响

相当长。25据报道，PFAS（尤其是PFOS）和PFCA（尤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全氟化合物在动物的发育期和成

其是PFOA）对淡水、地下水、海水沉积物以及土壤等

年期均会产生不利影响。40据报道，PFOS和PFOA均会

几乎所有环境媒介都造成了污染。据称，在中国，包括

对啮齿动物和猴子的肝脏产生不良影响。41 42 43全氟化

PFOS和PFOA在内的PFC存在于各种环境媒介中，其中

合物还会干扰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荷尔蒙系统；44例如，

包括多条水系。26 27 28

丹麦男子正常的精子数量减少被发现与血液中PFOS和
PFOA的高浓度有一定关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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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2： 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中山市，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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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52
图2.4 为中山国泰染整工
厂略图，显示了样本采集
的具体位置。
图注：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的大门

© GREENPEACE / 邱波

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地理位置、
产品及排放物

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西接石基河，东临高沙河。这两

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为本报告的第二个案例。经调查

2.4）。尽管石基河与黄沙沥水道的接口处建有一座水闸

发现，该公司的排水管道排出的污水中同样含有有毒有

用于控制水流，此地的水系仍有潮汐现象。除中山国泰

害物质。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三角

染整有限公司外，此地还建有其他工厂，有的似乎和中

镇高平工业区，珠江三角洲的支流从其周边经过。该公

山国泰染整公司一样也向石基河涌排放污水。

条小河都是大型河道黄沙沥水道的支流。黄沙沥水道是
珠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最终流入中国南海（请参见图

司是高平工业区内众多染整企业之一，是一座大规模的
工业城，里面设有各种生产工厂，一个污水处理厂，一

绿色和平经调查发现，1号管直接向中山国泰染整有限

座发电厂，员工宿舍楼和行政楼。该公司主要生产针织

公司墙外的小河道内排水，墙的另一侧不到2米之处就

物、天鹅绒、羊毛、氨纶等各种纺织品。除此之外，该

是该公司的污水处理厂。污水样品采集之前数小时未

公司还实施纤维的生产前处理、漂白、染色、织物整理

曾下雨（也没有积蓄的地表水）。它不定期向小河道排

等工序。50 51

放污水，并且我们观察到它于夜间排水。依据我们的调
查，该排污管归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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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绿色和平工作人
员正在从排污管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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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排放出的有毒有害物质

深夜排污

绿色和平在该工厂“1号管”排出的污水样本中发现了多

绿色和平采样小组在几个不同的时间段中山国泰染整有限

种有机化学物质（采于2010年6月，见图2.4）。其中包

公司进行了观察。在此期间，白天时1号管无污水排出，

括两类烷基酚（壬基酚和辛基酚），这些物质具有持久

但在夜间则发现有污水排出。我们的采样发生在夜间；

性和荷尔蒙干扰性（参见框2.2）。样本中还含有三烷基

当时，石基河上飘满了蓝白色的泡沫。现已证实，采集

磷酸酯（TBP和TEP）、氯苯胺（DCA）和一种苯甲酮衍

样本时所排放的污水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无论工厂是

生物（参见附录3）。

否是故意所为，只在夜间才能观察到污水排放这一事实
令人担忧。

排放的污水中还发现了高浓度的重金属，包括铬、铜和
镍等。这些金属主要附着在污水中的悬浮颗粒上，从中

中国其它地区也有隐藏排水管和排放物的做法，目的是

山国泰染整工厂1号管不时地流进石基河。这些重金属被

隐瞒污水排放造成污染的事实。 绿色和平担心的是，监

使用于纺织品制造领域。它们具有毒性，尤其在浓度较

管部门不可能在夜间实施监控，因此如果夜间排放的污水

高时毒性更强（参见附录3、框C）。

中含有违禁或超标物质，监管部门很难发现。可以说，夜
间排放污水的现象，增加了非法排放的可能性。

50

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 GREENPEACE / QIU BO

图注：绿色和平工作人员正
在从排污管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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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及用途

现有法规

烷基酚是一类人造化学品，其无法通过自然过程生成，

目前，中国未对NP、OP及其聚氧乙烯醚的生产、使用

只有通过人类活动才能出现在自然环境中。使用最广

及排放进行管制。不过，NP和NPE已于近期列入《中

泛的烷基酚包括壬基酚（NP）和辛基酚（OP）。这两

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中，表明这两种

种化学品可用于多种特定的工业用途，同时也可用于

化学品须获得许可方能用于进出口。80除中国外，欧盟

生产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APE是一组非离子

等地区对NP、OP及其聚氧乙烯醚的生产、使用和排放

型表面活性剂；使用最广泛的APE包括壬基酚聚氧乙

进行了规定。

烯醚（NPE）以及用途相对较少的辛基酚聚氧乙烯醚
（OPE）。在包括纺织品生产和工业清洁剂在内的多

在欧洲，APE大多被脂肪醇聚氧乙烯醚所取代。1992

种工业或日常用途中，NPE主要用作表面活性剂、乳化

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81的缔约方决定

剂、分散剂和润湿剂，另有少量NPE用作纺织品和皮革

停止在清洁剂中使用NPE，并从家居产品开始逐步淘汰

的表面整理剂，或作为农药和水基涂料的组份。 57 58

NPE。821998年，OSPAR委员会达成共识，欲在2020
年之前停止向海洋环境排放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并为此

这些化学品（尤其是NP及其衍生物）在环境中分布较
为广泛：排放入环境后，NPE和OPE可通过降解重新变
为NP和OP，而NP和OP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且
对水生生物具有毒性。 59 60 61这些化学品是污水排放物

制定了一份化学品优先行动清单，而NP和NPE首当其
冲。83《欧盟水框架指令》规定的‘优先管理有害物质
清单’也包含了NP。84此外，在欧盟境内，自2005年1
月起，除了一些“闭环”生产系统作为特例，凡NP和
NPE含量超过0.1%的产品不准进入市场。85

绿色和平所做的调查以及本章中的证据表明，这两

我们的调查还证明排放污水的成分因采集时间的不同而

家位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纺织工业城/工厂

存在显著差异，排放量时大时小，有时在夜间排放。对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污染。这两家供应商与

排放的监测很难应付上述的状况。

Abercrombie&Fitch，Adidas，Bauer Hockey， Calvin
Klein，Converse，Cortefiel，H&M，Lacoste，李宁，

如第1章所述，我国环境法规对污水中一些污染物的排

美特斯邦威，Nike， Philips-Van Heusen Corporation

放进行了管控，包括我们此次检测出的铬、铜和镍等重

(PVH Corp.)， Puma 和雅戈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有着供

金属。然而，法律并未禁止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

应关系，并也是国内外多个其他品牌的供应商。虽然上

而是针对上述物质制定了允许排放的浓度。换句话说，

述多个品牌声明支持有毒有害物质零排放的原则，但其

根据目前的法律体系，纺织企业可获得“污染许可”排

供应商的污染仍在继续。Hockey, Converse, Cortefiel,

放上述物质。更重要的事，对于我们在污水中检测出的

H&M, Nike 和Puma对绿色和平表示其服装没有在雅戈

的大部分有毒有害物质，中国法律均未有所规定。

尔纺织工业城进行湿法处理。
这两个供应商为这些品牌提供的是服装生产的哪一个环
节的服务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其中没有一
个品牌有一个对化学品全面的管理政策来确保他们了解

和污泥中常见的污染物，62 63 64而污水和污泥又可能用

自己供应链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问题，并且对其

作农田的肥料。欧洲的雨雪中都曾检测出NP。65 66而且

进行有效处理。这些品牌公司对于其服装生产过程中造

据报道，NP和OP的残留物也是房屋灰尘67 68和室内空气

成的环境影响负有责任，他们应该并且也有能力与供应

中的污染物。69 70NP和OP都会在鱼类和其他有机体组织

商一起淘汰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

内蓄积，并通过食物链产生生物放大作用。71近期，人
体组织内也检测出了这两类化学品。72

在污水样本中发现的很多物质都可溶于水，在其排入水
体后，可随水体流动。这说明，这些物质很可能流往下

荷尔蒙干扰物
NP和OP最广为人知的危害是能够模仿天然的雌激素。
这会改变某些生物体的性发育，其中最显著的是鱼类的
雌化。73 74与OP接触之后，雌性及雄性啮齿动物的生殖
系统均会受到不良影响，包括造精量下降、精子畸形情
况增多等。75 76 77同时，人体淋巴细胞中的DNA也可能
会受到破坏。78有记录表明，这两种化学品会影响体外
免疫系统细胞。79

第二部分

结语

框2.2 烷基酚及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分布及影响

时尚之毒
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游地区，在下游就不可能再追溯到这些物质的排放源。
其中部分物质在水生环境中很难降解，并/或能够在生物
体内蓄积。因此，此类物质的持续排放很可能导致环境
中该类物质的数量不断增加，并存留相当长的时间。甚

利用‘末端治理’方法，包括传统的污水处理厂，无法
有效解决污水中存在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的问题。事实
上，经调查发现，即使投资兴建了现代化污水处理厂，
雅戈尔纺织城仍在排放各种有毒有害物质。
显而易见，我们的调查不可能囊括排入珠江和长江三角
洲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所有源头。但是，对这两家工业城/
工厂的调查可以清楚说明其它纺织厂可能存在的问题。
政府部门和品牌企业需要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将调查的
信息公布给公众，也是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的一步。
下一章更详细地分析了服装品牌为其供应链排放有毒有
害物质承担起责任的必要性，并就此就他们应采取的行
动提出了建议。

至在以后国家立法规定禁止排放这些物质之后，它们可
能依然存在在环境之中。
样本中发现的烷基酚和全氟化合物值得特别关注。这些
物质可以干扰荷尔蒙系统，即使含量很低，也会产生危
害。至于样本中发现的其他一部分化学品，目前尚无法
充分了解其毒性或排入环境后的潜在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根据预防性原则，污染企业有责任证明所排放的物
质是安全的。（参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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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企业责任的必要性
纺织业：肮脏的过去，清洁的未来？
第2章所述的调查表明，这两家纺织厂在排放
有毒有害物质；调查还强调了这两家纺织厂
与其众多知名品牌客户之间的供应关系。
将河流作为垃圾池用于倾倒含有毒有害物质
的废水，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鲜见，无论这
些废水是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还是经废
水处理厂处理后再排入河流。即便在第二种
情况下，也无法有效解决有毒有害物质的问
题。不过，中国绝不是第一个由于纺织业而
造成污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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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

削减成本的压力
© GREENPEACE / 邱波

图注：雅戈尔纺织工业城的排
污管中流出黄色的工业废水雅
戈尔纺织工业城的排污管中流
出黄色的工业废水

纺织及服装生产链冗长而又复杂，全球有多个国家参与

跨国品牌所有者、原材料供应商、纺织及服装生产企

了纺织品加工和服装制造的各个环节。目前，全球纺织

业、金融公司、零售商和客户是纺织及服装供应链中最

与服装市场的价值每年为4000多亿美元。预计至2020

主要的参与者。有时公司可能为供应链中的多个环节负

年，增长率将达25%，其中亚洲将成为重要的推动力

责：例如，品牌所有者和零售商可能是同一家公司，或

量。14中国纺织品年出口量占全球总出口量的28%，位

者品牌所有者可能拥有自己的生产线。有的品牌所有者

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欧盟的30%）；服装出口量占全球

可直接与供应商签署合同，有的则通过代理商或进口商

总量的34%，位居全球第一；15如果将纺织品和服装两

间接签署。通常，品牌所有者启动包括研究、设计在内

者综合考虑，中国自1995年起就一直稳坐全球出口量

的产品开发过程。18因此，品牌所有者是领导行业变革

的头把交椅。16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统计数据，欧

的最佳人选。19

盟、美国、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泰
国和越南等为全球纺织及服装出口十五强。17

图3.2 参与纺织品生产的企业
图3.2 说明了纺织及服
装供应链中除去品牌
所有者以外的主要参
与者。

然而，在中国纺织业发展过程中，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准。该治理过程成本高昂，令很多企业望而却步，纺织

国家在环境管控措施上差异相比，廉价劳动力10等因素

业的未来陷入危境。但是，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利用更

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迫于连锁折扣零售店对廉价服

安全的化学品代替了APEs后，上述成本便得以避免。

装的需求，纺织业成本削减压力日益增大，对于环境保

因此，在纺织业整体迁移至印度和中国之前，北卡罗来

护的投资需要则更容易被忽略。例如，报道称自1995年

纳州的纺织业得以维持并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以来，11按实际价值计算，出口到美国的服装价格降低
遗憾的是，在纺织业迁移至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

致中国部分纺织企业直接将废水排入河流。污染废水的

家的进程中，这些国家并未借鉴北美地区改用更安全的

处理成本约为每吨0.13美元，而且污水处理只能解决部

化学品，而是继续依赖有毒有害物质从事生产，利用污

分污染问题，对大部分有毒有害物质没有任何作用（参

水处理厂处理废水或直接将废水倾泻入河流。

国法律，将废水直接排入河流。12

尽管有工业化国家的教训在前，即在纺织品加工过程中

然而，因抱着必须采用“传统”污染控制方法的守旧思

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等国

路，很多企业高估了环保成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参见框3.1），纺织企业必须有效清除

人造纤维

成纱
纤维制备
■ 变形处理
■ 纺丝
■

了25%，迫使纺织业不断大幅削减成本，这反过来又导

见第1部分）。一些纺织厂为了提高利润，只得违背中

国际化工行业和/或本地供应
商提供染料及化学品投入

应该避免使用有毒有害物质，但在纺织业蓬勃发展的

天然纤维

织物成形
整经
旋压
■ 编织
■ 针织

湿法处理

■
■

制备
■ 染色
■ 整理
■ 印花
■

纺织品生产企业

成衣加工
■
■

裁剪
车缝

服装生产企业

产品

服装零售商

贸易商、批发商、代理商参与了各个环节

家，这些物质仍在继续被使用。13

农民和种植者

废水中的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s），以符合环境标

国际化工行业和/或本地供应商 – 农药、化肥和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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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球约一半的纺织出口产品和近四分之三的服装

商和贸易代理商也可起到协调作用，但只有品牌所有

出口产品均来自发展中国家， 21 但大多数知名服装品

者才可要求各环节提供所有的信息。 26 但是，品牌商

牌则来自发达国家。引领全球服装及鞋类市场的品牌

一般不会对外披露其所有供应商的详细信息，尤其是

包括H&M、Nike、Agiocur（Inditex）Zara、C&A

分包商或供应链下游的几个环节的相关信息。使情况

和 A d i d a s 。 22美 国 的 主 要 服 装 生 产 商 包 括 L e v i

更为复杂的是，供应商通常会与几个品牌商同时签订

Strauss、Phillips-Van Heusen、VF Corporation和

合同。因产品周期较短，潮流变化较快，这些供应合

Warnaco。 23 总的来说，纺织及服装行业的细分程度

同有时也是短期的。

非常高，有多个不同的品牌参与其中。在美国，规模
最大的50个品牌收入总和不到全国纺织服装业总收入

本报告重点关注湿法处理过程，包括染色、整理和印

的40%， 24 而在欧盟，60多家公司的收入总和仅占欧

花-在纺织品整理的所有操作中，湿法处理过程是使用

盟纺织服装业总收入的25%。25

并向地表水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主要源头。 27 湿法处
理过程产生的污染，应由纺织品制造商和采购其产品

供应链的复杂性必然导致产品制造的各道环节及其对
环境的潜在影响无法透明化。在供应链中，虽然制造

的品牌商共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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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品牌—有影响力的行业领军
第2章概述了多个知名品牌与本报告发现的两家排放各

从历史角度来看，Nike是第一家将生产线转移至亚洲的

种有毒有害物质的纺织厂之间的联系。其中许多知名品

大型国际运动服饰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期，Nike关

牌都有成熟的企业社会责任方案，包括有毒有害化学品

闭了其在美国的工厂，之后公司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从

和供应链的标准。在这一章里，运动品牌提供了一个很

亚洲采购。最初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供应商是Nike的主

好的示例，展示了全球纺织供应链、环境政策的发展和

要采购源。随着这两个地区的成本逐渐增加，Nike促使

企业责任等议题。

其供应商迁移至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和越南等低成本
地区。3120世纪80年代末，32Adidas将生产线转移至亚

虽然纺织和服装业是市场份额很分散的行业，但运

洲， 33Puma则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移。 34在其采购

动品牌却是其中的创新者，他们的强势地位足以影

工厂及采购国，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及劳工权益等

响他们的供应链。他们会与表现良好的供应商建

问题泛滥，因此，这三家公司亦引发了诸多争议。35实

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并给予这些供应商相应的特

际上，直至今日，有关自由组建工会的问题依然令人担

权。与这两家工厂联系最为密切的包括国际知名的

忧。36

© ROSE / GREENPEACE

运动品牌Adidas、Nike、Puma、Bauer Hockey和
Converse（Nike公司的品牌），以及国内的李宁。许

随后，迫于消费者的压力，这三家公司制定了基本的员

多运动品牌常常宣扬自己是健康环保生活的拥护者；但

工和环境健康标准。自此之后，三家公司开始着手实施

另一方面，他们却缺乏相应的政策和行动去避免在生产

企业社会责任（CSR），并于近年来成为这些议题的引

他们品牌的服装时，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领者；例如，三家公司全部位列2010年道琼斯可持续发
展世界指数服装、配件和鞋类领域前六强，其中Puma

在整个服装领域，运动服饰品牌所占的份额最大。例

更是该领域的行业领袖。 37

如，在欧洲，Nike是第二大服装品牌，Adidas也占有

CSR和供应链管理系统，这些公司依然尚未对其供应商

重要的市场地位。尤其是在兼并Reebok之后，Adidas

排放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负起责任。

38 但是，虽然有着完善的

更可与该行业的引领者H&M相媲美。Puma所占的市场
份额虽相对较小，但其地位也不可忽视。28从全球范围
看，Nike和Adidas共同占据着运动服饰市场的最大份
额，分别为7%和6%，Puma占2%。在全球运动鞋市
场，这三家公司联合起来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市场份额，
其中Nike占31%，Adidas和Reebok占22%，Puma占
7%（参见附录1）。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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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企业盲点
本报告涉及的中服装品牌在处理有毒有害物质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上述三家公司已采取

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对公众公开的信息中，未

措施，以限制其供应商将有毒有害物质排入江河的行

能找到运动品牌李宁和Bauer Hockey，时尚品牌雅

为。但是这三家公司均做出表态，支持在整个产品的生

戈尔和Abercrombie & Fitch的化学品管理政策，以

命周期内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逻辑上这必然应该

及产品或生产中禁用或限用的化学品清单(restricted

包括排入水体的污染物）：

substances list ，RSL))。
Nike确立“北极星”（“North Star”）的理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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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尚无法查到任何公开信息表明Nike为确保执行

系统和实践发展”。 49更具体地说，即“工厂有责

上述目标采取了何种具体措施。虽然Nike的化学品计划已

任确保‘不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工艺流程生产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在替换有毒有害物质时遵循“绿

（‘harmful substances free’ production）。工厂必

色化学原则”。但最关键的信息，如供应商指南和“水管

须负责并承担因在材料、部件或成品中发现有害物

理项目”的数据尚无任何对公众公开的资料。44

质而对Puma带来的损失。”50

Adidas的环境战略是“管理整个价值链的环境影响，重点

“零有毒有害物质生产”看起来是指整个生产过程及其

在于下列几方面：

污染物排放；但在Puma的《环境标准手册》51中，在为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避免或减少排放
减少风险和化学品危害 45

同样例如Nike、Adidas和Puma均发布了CSR信息，采

在“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可持续产品和可持续发展

在其官网“绿色公司”一栏里，46Adidas还声称“我们的

用相对完善的方法管理其产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列

公司”。作为“北极星”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健

战略目标是通过以下努力成为一个“零排放”的企业：

出了详细的RSL，规定哪些物质在使用时不得超出规定

康化学”（“Healthy Chemistry”）致力于“在产品

的限额。39 40 41同时三家公司也针对生产过程中特定有

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最大程度地减轻产品中化学成分的

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做出了禁用或限用规定，尽管所限制

影响”。“水管理项目”（“Water Stewardship”）

的物质是非常有限的。同时三家公司还均制订了计划以

“与工厂合作，提高用水效率，避免向大自然借用超

确保其供应商切实执行RSL，并通过产品测试以保证供

过实际需要的水量，同时也确保归还的时候水和原来

但是，“零排放”一词时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该战略的重

应商遵守规定。但是，这些公司对供应商的废水排放标

一样清澈，甚至比之前更为清澈”。43

点只是公司自己的生产地点，并不包括其供应链。淘汰有

降低并避免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中，并
未提及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只有
出现在材料、部件或成品中时才会受到关注，而在排放
到环境中时往往被忽略。有关生产的环境标准制订还有
所欠缺。

事事遵循最佳环境规范
环境效率收益最大化
支持并依托员工的激情，创建一个绿色的星球

准并未明确与其RSL联系在一起，前者的目的仅仅是确

毒有害物质并没有被包含在该战略所设的具体目标中。所

保污水排放符合当地法律或品牌自己确定的针对常规污

提及的具体目标只包括减少 “相对的”能源使用47及纸张

染者的指标。42

用量等，和其宏大的战略是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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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包括审计和第
三方监管等，但Adidas总体上未对有毒有害物质进行详细
规定 。例如，其尚未建立标准来确定优先淘汰的有毒有害
物质，也没有淘汰的具体时间表。有些有毒有害物质在产
品中已被限用，虽然Adidas已经要求其供应商不得使用
RSL中列出的物质，但除了对重金属的排放进行了一定的
限制外，并未对此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48
Puma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方针是“使我们的业务
逐渐朝着更干净、更环保、更安全、更可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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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动的两个示例
下表列出了各公司限用AP及其APEs两种全氟化合

中的使用问题， 这些公司尚未提供任何信息，也未针对

物（PFC）（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銨

向废水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做出任何规定。

（PFOA））的情况。这些物质在产品中得以限用，部
分原因是为了遵守法律规定，例如欧盟境内即禁止使用

事实上，正如第2章所述的调查结果显示的一样，品牌

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和壬基酚（NP）。Nike和

仅限制某种物质在成品中的浓度，无法阻止其供应商向

Adidas自身对PFOA做出了比法律要求更为严格的限用

水体中排放该物质。

规定，与法律对PFOS的限制要求相似。然而，虽然部
分AP已列入《欧盟水框架指令》的优先物质清单（参
见第2章框2.2）中，但就是否限制这些物质在生产过程

各大品牌对AP、PFOS和PFOA的限用情况
限用范围
Nike53

AP及APEs**

PFOS**

PFOA

产品
生产
废水

是
否
否

未来将限用“其他受关注的化学品”* 是-限值为

Adidas54

产品
生产
废水

是
否
否

NP、OP和NPEs的总量为1/1000；作
为一个单一参数，NP为1/10000***

Puma55

产品
生产
废水

是
否
否

NP、NPEs、APEs、OP的总量不得超 是-1 µg/m2
过1000mg/kg***

否

李宁

产品
生产
废水

否
否
否

否

否

是-限值为

1 µg/m2

1 µg/m2

是-1 µg/m2

是-1 µg/m2

否

表格 各大公司在AP和APEs
以及两种PFCs上的限制政
策Nike、Adidas、Puma的
产品中的文字能不能不占据
下面生产的空间？

*在Nike的成品限用物质清单中，APEs（NP、NPEs、OPs、OPEs）被列入Nike的“其他受关注化学品”清单中：“这些化学品是政府、学术单位或
非政府组织目前关注的焦点，未来可能受到法律管制或出现在Nike的RSL中。”Nike要求供应商确定是否在使用这些物质，说明这些物质的作用，以
及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些物质。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种非常软性的要求是否已得到实施，或者是否考虑了这些物质在废水中的排放问题。
** Restricted by legislation 56
** 依法限用215
*** NPs = nonylphenols, OPs = octyl phenols, APEs = alkylphenol ethoxylates, NPEs = nonylphenol ethoxylates
*** NPs= 壬基酚，OPs = 辛基酚，APEs =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NPEs = 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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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的必要性：向电子行业的学习

上述品牌几乎将全部努力和注意力都投放到产品和消费

对一个产品负责，并不仅仅是对该产品作为消费品使用

其次，多个国际电子品牌还在其产品销售国以及不存

的阶段负责；宣称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负责的企业，必

在相关回收法律（如欧盟的《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

须考虑到有毒有害物质在产品各阶段的使用和排放情

令》60）的国家实施回收项目，回收各自的电子垃圾。

况。生产过程是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阶段，我们

绿色和平的项目，推动着这些品牌在全球建立并实

不应忽略有毒有害物质污染这一问题。而且，品牌所有

施“生产者责任制”（Producer Responsibility） 。61

者需求上，所有公司均通过检验和审核程序采取了严格
的措施，以防止出现产品的丑闻。
目前为止，因这些公司的供应商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而造

© ROSE / GREENPEACE

关注排污管

成的水污染问题尚未进入公众的视线。以中国为代表的

者在改变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发展中国家目前尚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制度、监管和执法

他们可通过挑选供应商，也可通过设计产品及控制化学

这些事例证明，品牌企业自愿为其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影

能力，还未有效解决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问题。

品在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中的使用来改变现状。

响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切实可行的。特别是在相关法
律出台之前，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在近期不可

这些品牌需要承担责任，起到带头作用，超越一般性的
环境管理，对整条供应链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 ROSE / GREENPEACE

电子行业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包括寿命终止

能执行相关法律，或法律尚不够健全的国家来说，企业

后）处理环境问题的经验可提供诸多启示。近年来，电

自愿行为尤其重要。通过企业自愿行为强调社会有必要

子产品行业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两个阶段（设计和处理）

建立法律体系来为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同时它可

采取措施，以减少因处理或回收废弃产品（又称电子垃

以证明相关措施是切实可行的。它本身对于影响法律法

圾）而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其中的重点是减少溴化阻

规的制定发挥着重大作用。企业自愿淘汰有毒有害物质

燃剂（BFR）和聚氯乙烯（PVC）的使用。这些物质存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于电子垃圾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副产品，并且这些
副产品正通过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常用的“非正式回收”

无论是在电子、纺织品还是其他任何领域，大品牌有能

途径释放出来。这些副产品释放后会危及当地环境和回

力并且也的确常常向其供应商施加压力，要求供应商达

收工人的健康。

到更高标准、提供充足的信息。限制供应商工厂使用及
向环境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要求其提供相关的信息，

首先，多个品牌对其电子产品进行了重新设计，以停止

应该与限制供应商在产品中使用同类物质一样，成为企

使用上述的两种有毒有害物质，57如诺基亚、索尼爱立

业责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信和苹果等龙头企业。据估计，至2012年，市场上超过
半数的手机和个人电脑都将不再使用PVC和BFR。 58这
些企业的行动比欧盟电子产品法规的要求更为超前，欧
盟电子产品法规尚未限用BFR或PVC。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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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我家后院：发达国家淘汰有毒有害物质

停滞不前：全氟化合物的持续生产及使用

虽然全球纺织品生产大多转移至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

经多个发达国家的纺织品制造商证明，在纺织业中，AP

欧盟委员会于2005年提议对PFOS实施管控时，在其建

可由其他物质取代，但全氟化合物（PFCs）的情况则并

议禁止的主要用途中，大多数已经在欧洲弃用，如地

非如此简单。PFCs最广为人知的用途是用作厨具的不粘

毯、内饰、其他纺织品和皮革、纸张、硬纸板包装产品

锅涂层，而且因其独一无二的特性，亦可用于制作防水

等早已不再使用PFOS。80 81之前使用PFOS和PFOA的

服装。

厂家现已改用替代PFC物质。虽然替代PFC物质的毒性

体，但是发达国家仍保留了部分生产能力。欧盟、美
国和加拿大仍是全球领先的纺织品出口国家和地区。62
但在这些国家，因法律法规的限制及污染防治计划的推
行，纺织业对特定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已不再是严重的
问题。
例如，在加拿大，自国家法律确认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NPEs）为有毒有害物质后，NPEs在国内纺织业的
用量大幅下降：据报道，2006年，大多数工厂都达到
了加拿大环境部制订的用量减少97%的目标。 63 目前
NPEs仅仅主要应用于针织和针织品生产设备的机油
中。64Hafner Inc为加拿大最大的家具织物和弹力编织
布生产商，其NPEs的年排放量从2001年的6800千克锐
减至2003年的68千克，同时其废水的化学需氧量也减
少了一半，从而每年为公司节省了15000美元的污水处
理费用。65
在美国还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利用更安全的物质替代
有害的AP，不仅可减少AP的排放量，还可降低污水处
理的费用，甚至能帮助整个行业得以继续发展。 有关北
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工业，请参见框3.1。
一方面，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纺织生产工
业中减少了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量，但另一方面，部分
化学品生产商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迁移。举例来说，近二
十年来，染料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理费
用正日益增加，这也是促使国际生产商将生产线转移至

框3.1 停用有毒有害物质—双赢选择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现已迁移至
印度和中国的纺织业当时正在蓬勃发展。该州的公共
污水处理厂所接收的废水大多来自纺织业。因纺织业
所排放的废水含有毒，无法通过污水处理厂的毒性测
试，废水也很难进行处理，因此污染企业必须支付污
水处理费用。
经 该 州 “ 污 染 防 治 收 费 ” 计 划 67确 认 ， 问 题 的 根
源在于APEs，尤其是其中的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NPEs）。 68 而线型乙醇聚氧乙烯醚（LAEs）拥
有与NPEs相同的功能，且毒性更低，但因其成本
比NPEs高出约30%，因此当时的纺织公司并未采用
LAEs。
为解决处理厂的废水问题，最先尝试的方法是延时
曝气处理，后来又使用了活性炭，但这些成本高昂
的方法均无法防治污染。69后来，污染防治收费计划
证明，用LAEs代替APEs及NPEs可解决有毒有害排
放物的问题。纺织公司立即改用了LAEs，并顺利通
过了处理厂的毒性测试。这一做法既改善了环境质
量，又使得利益相关方免于花费重金诉诸于法律。70
若当时未采用替代方案，“因污水处理成本极其高

和对环境的影响仍有待研究，但其危害性和持久性都要
自20世纪90年代公布有关PFCs的持久性、毒性和环

低于PFOS和PFOA。82

境 分 布 的 一 系 列 调 查 结 果 后 73， 美 国 全 氟 辛 烷 磺 酸
（PFOS）（PFCs中最棘手的物质）制造商3M公司即于

例如，据德国纺织品整理联盟介绍，德国已不再在纺织

2000年自愿停止生产PFOS，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品整理过程中使用PFOS和PFOA，而是利用其他PFCs

是迫于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压力。该公司还停止了PFOA

作为替代品，不过这些PFCs中也含有少量的PFOA。83

的生产，将生产权卖给了杜邦公司（DuPont）。742006

据德国纺织化学品协会估计，德国企业每年约使用1000

年，再次迫于美国环保署的压力，杜邦及其他公司承诺

吨制剂，其中含有20%-30%的PFCs。在优良助剂

到2015年全面停止PFOA的生产。75与此相反的是，据

中，PFOA的含量还不到百万分之一。84

报道，近年来PFOS在中国的产量却节节升高，自2003
年投入大规模生产以来，到2006年，年产量已超过了

非PFC替代物，如无氟纺织品助剂，也可以使用。85但

200吨。76

目前仍缺乏这些替代物质的毒性信息，也很难查明使用
这些替代物质的公司。挪威体育产品公司Helly Hansen

虽然PFCs所具有的持久性和毒性已引起各界的担忧，

曾于2008年表示，最迟自2009年夏季起，该公司的所

但其在全球的产量仍在不断增加，约为10000吨／年，

有产品都将不再使用PFCs。 86 87

其中有一半用于风（雨）衣、地毯和内饰等纺织消费品
的助剂。77因此，虽然PFOS和PFOA在纺织品中的应用
看似在减少，但综合来说，PFCs的总用量却在增加。78
然而，其他PFCs可能成为PFOS和PFOA的源头，导致该
物质继续排入环境中。79

昂，相关公司将无法继续经营。”71。得益于成功的
替代方案，100多家公司得以继续经营十余年。72

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重要原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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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产品中的有害残留物
很显然，这些国际品牌大多只关注产品，而忽略了其他

装，这些纺织品和服装在清洗过程中即会向废水中释放

如果存在危害性较小的替代品，且在一些地区纺织业已

我们应需立即采取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淘汰有毒有害物

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源，如其供应商的污水排放问题。

NPEs等物质。瑞典曾针对毛巾和T恤开展了两项研究，

经开始使用该替代品，那么在全球任何地方，NPs等有

质，而且应从目前在某一领域已受管制的化学品开始

然而，只要有毒有害物质仍在使用，产品中就会继续含

并证实这些产品中含有NPEs；在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和

毒有害物质均不应再用于纺织品生产。但是，考虑到国

实施（有关11种应优先淘汰的化学品清单，请参阅第4

有残留物。

地区，尤其是土耳其和中国生产的T恤中，NPEs的含量

与国之间在立法和执法上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发达国

章）。因具有领先的市场份额和知名度，运动品牌拥有

最高。如果以毛巾和T恤为代表，据估计，2006年约有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欲通过立法达成这一

独特的优势，可带领纺织行业设定淘汰有毒有害物质的

2006年，虽然市场上存在更环保的助剂产品，但挪威

46吨NPs通过纺织产品进入瑞典，其中大多数NPs都排

目标将是一个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

时间表，并制定替换计划。只要投入足够的资源于开发

的“地球之友”组织怀疑儿童专用的风雨茄克中仍含

入了污水系统。90

有氟化物。为证实这一猜测，他们对风雨茄克进行了测

替代方案，替换品一定会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包括本报告重点评述的品牌在内的大型跨国

试。他们购买了北欧五个不同品牌的六件茄克，检测其

有关T恤的研究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在产品中发现的

企业有能力说服其供应商淘汰这些物质。企业的行为在

但是，并非只有运动服饰品牌才需对此采取行动；所有

中是否含含氟化合物，结果发现了一系列未结合的氟化

NPEs的数量无法反应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数量，

短期内就能达成这一目标，之后法律的制定工作可以迎

服装品牌都有责任对其供应链施加影响，促使供应链各

物。其中，与PFOS有关的化合物含量从<5-100 µg/m2

但可反应出织物在制成衣服之前的漂洗程度。现在的情

头赶上。目前，电子产品公司正通过其供应链在产品中

环节逐步停止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第4章概述了

不等， 远高于欧盟法律针对该情况规定的1 µg/m2的含量。

况是，要么让NPs污染欧盟污水处理系统，要么由生产

淘汰聚氯乙烯（PVC）和溴化阻燃剂（BFRs），这证

公司和政府在执行停用计划时需要采取的措施。

工厂将更多NPs排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河流中，

明了一个产业在短期内实现变革的可行性。91就在不久

尽管欧盟已禁用NPEs和NPs，但直至今日，欧盟废水

但这不应该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除此之外，我们应

不前，电子工业中仍有许多公司认为这种发展是不可能

处理厂的污泥及所排放的处理废水中仍含有NPs。89其

该有更好的选择。

实现的；事实上，为满足电子产业各大品牌的需求，越

原因在于，法律并未限制进口含有NPEs的纺织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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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无毒未来—展望与建议
纺织业的转折点
本报告于上文中提到，中国的两家纺织厂向河

生严重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个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流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我们的调查提供的仅是

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改变水污染

此类污染的缩影。从中国纺织制造业的规模来
看，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问题的处理方法；正如本次调查所示，目前的污水处
理厂无法阻止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只有全面淘
汰有毒有害物质，并以无害物质替代这些化学品，才
能阻止此类化学品污染水源。

调查还指出，这两家工厂与很多知名的运动服装
企业、其他服装品牌和零售商有着供应关系。值

品牌的角色

得注意的是，Abercrombie&Fitch、Adidas、Bau

在解决这些化学品的问题上，品牌将起到关键作用。他

er Hockey、Calvin Klein、Converse、Cortefiel、

们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有毒有害物质在其产品中的直

H&M、Lacoste、Nike、Philips-Van Heusen Corporation

接使用，而是已延伸到了这些化学品在生产中的使用和

(PVH Corp.) 、 Puma等国际品牌以及中国品牌李宁、美

排放，包括其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换句话说，品牌有办

特斯邦威和雅戈尔均有产品交由这两家公司进行生产。

法立即行动来淘汰有毒有害物质；他们需承担责任，要
求其供应商以无害化学品替代有毒有害物质。

纺织业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在这些国家拥有供应链的知名品牌扮演着独特

绿色和平呼吁各大品牌通过在其全部的供应链和产品中

的角色。他们有能力施加积极的影响，以减少纺织业

逐步淘汰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消减其排放，来引

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扭转该行业使用有毒有害

领一个无毒的世界。

物质的局面。
这需要各大品牌建立清晰的供应政策来促使有毒有害的

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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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部分电子品牌带头在其产品中停用了一系列

化学物质被更安全的原料所替代。这样的政策应该伴随

有毒有害物质。同样，知名服装品牌也必须承担责

着行动计划和切实可行的时间表。政策中品牌应明确在

任，保证其供应商在对产品中使用的纺织品进行湿法

全部供应链淘汰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建立以预防性原则

处理时，停止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解决有毒有

为基础的化学品管理体系（参见框4.1），将产品的整个

害物质的排放问题，避免其排放对环境和人类生活产

生命周期、排放的全部渠道都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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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正改变现状，这些政策不仅需要可行的计划和清

综上所述，品牌需起到领头人和创新者的作用。他们应

晰的时间表，并且还需要真正和实质性的行动。

该通过自身的行动证明，建立一个无毒健康的世界不仅
是可能的，更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

了解其供应商在使用和排放何种有毒有害物质，并将

时尚之毒
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框4.1 预防性原则和预防措施
北美洲五大湖遭受污染后，科学家们花费了50余年才彻

在政策和实践方面，这些原则可转化为以下内容：

底弄清楚有机氯化合物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人类健康

1) 必须采取防范性措施（而非以制定可允许的排放值来

和野生动植物的影响。这一经验直接导致在这类污染问

此环境信息对公众公开（参见框4.2），是关键的一

题上，《里约宣言》中主张的预防性原则 （其假设是部

点。信息公开在考量品牌实施其承诺的进展上也是至

分有毒有害物质无法在环境中转化成无害物质，因而必

关重要的。

须预防潜在的严重的或无法弥补的损害，即使还存在科
学上的不确定性）取代了‘环境容量法’（其假设是有

鉴于情况紧急，品牌需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确认

毒有害物质可以被环境吸纳并稀释至无害水平）。

危害最高的化学品，将其优先淘汰。品牌应对自身及其
供应商向水中排放的化学品承担责任，并对公众披露相

预防原则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定义：

关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1) 必须通过预防损害及避免未来潜在损害的方式，提前
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或无法挽回的破坏。
© ROSE / GREENPEACE

2) 必须以高质量的科学研究为重要机制，提前发现实际
影响和潜在影响。

3) 即使存在不确定性、知识匮乏、结果不明确等困难，
也必须采取保护生态系统的措施。

4) 未来的一切技术、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必须进一步减少
环境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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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污染）。

2) 应立即采取防范性措施，而非坐等证明因果关系的科
学结论出现才采取行动。待科学证明后再采取措施可
能为时已晚（并且会造成环境、人类健康和经济损
失，导致高昂的补救成本）。

3) 防范性措施应通过物质替代来实现（以替代性物质、
材料、技术和/或工艺来取代有毒有害物质）。

4) 预防性原则要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计划排放某
种物质的一方负责证明排放物不会造成损害，而不再
由对立的一方负责证明排放物有可能会造成损害）。
真正起到预防作用的措施，必须能确保其实现减轻环境
中整体的化学物质负担这一基本目标。为此，必须认识
到，在决定控制某种化学物质的排放后，可能需对生产
这个产品或使用这个工艺的必要性进行重新评估，不可
一味地简单使用替代品。

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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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中山市三角镇高
坪村的一个村民正坐在
河边，而他对面正在新
建一个新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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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4.2 对化学品的知情权

政府行动的必要性

“知情权”一词常见于工作场所及社区环境法中，通常

虽然作为行业领军的品牌和产品制造商有能力在短时间

指的是一项法律原则——根据该原则，个人有权知晓其

内就采取措施淘汰有毒有害物质，但为了能在整个行业

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触到的环境危害，包括化学品。

内实施转变，同时也为了防止某些无良企业继续排放污
染物，政府有必要出台全面的化学品环境管理政策。反

具体来说，社区知情权的目的在于，允许社区成员更大

过来，法律措施可不断提供有关有毒有害物质的新信

程度地获取公司或政府掌握的环境信息，进而增强公司

息，确保公司政策与时俱进，使公司政策得以强化。此

或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心。

外，法律法规还可为企业创设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使
安全的替代物质能够在市场站稳脚跟，这种做法反过来

公众获取信息及参与决策，是推动清洁生产、消除有毒

也可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成本效益。

有害物质的重要力量。如果社区和工人能发现企业向环
境排放的实际物质，或者如果消费者能够知晓产品的实

很多有毒有害物质都具有持久性、蓄积性等无法立即显

际成分，生产商和产品设计者将会更负责任。

现的特性。有些化学品在自然环境中蓄积到一定程度即

向公众提供信息的一个方法是，建立污染物排放和转移
登记系统（PRTRs）。PRTRs的依据是每年每间工厂所
呈报的排入环境的有毒有害物质数量。如果能将这些数
据放入可搜索的在线数据库，则情况将更为理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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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这一承诺，需要制订一系列政策和计划，以确立
一份实时更新10的优先管理的有毒有害物质11清单，并应
立即付诸实践；制订中期目标，以实现在一代人的时间
内达到零排放的终极目标；建立可供公众查阅有关有毒
有害物质排放的数据库。
政府以及所有品牌和供应商应立即着手实施上述建议，
首先应做出有毒有害物质零排放的承诺，并制订具体的
实施计划。只要现在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阻止有毒
有害物质进一步危害环境和人类健康，避免未来可能出
现代价巨大的清理工作。

全球公民的角色

可构成威胁，或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污染远

作为全球公民，我们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代表地球和民

方的生态系统和生物栖息地。受污染环境的清理成本相

众影响这些品牌，让各个品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企业

当高昂，有时甚至根本无法清理。从对环境及人类健康

应做出正确的选择，保护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这种必

造成的危害来说，环境和人类社会已为污染付出了沉重

要性在今天变得更为迫切。

的代价，政府常常还要为清理受污染的环境买单，而这

于2001年引入PRTRs，现共涵盖23个行业34830家工

些钱都是纳税人的。5

厂指定的462种化学物质（一类）。2001年至2008年

请与绿色和平一起，共同呼吁各个品牌为创建一个无毒
的世界而努力。让我们的江河湖海远离有毒有害物质的

间，日本有害物质年度总排放（和废物转移）量下降了

因此，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最有效的策略是，从源

24.5%。与此相对的是，指定化学物质（二类）排放量

头停止其使用。正如上文所述，在这方面，品牌具有

较小的工业企业，因无需公开其化学物排放信息（只需

得天独厚的优势。认识到该问题后，决策者就可采用

维护数据表），从而未出现排放量大幅降低的现象。4

加大“生产者责任”的方法，将安全举证和提供有关
有毒有害物质影响的信息等责任从政府和社会身上，

企业和工厂愿意主动披露有关排放和转移的信息，政府

转移至那些制造和销售化学品的企业以及在产品和生

才有动力去实施这样的自愿信息公开的项目。而这些随

产过程中使用这些化学品的企业身上。在欧盟，有关

后将构成建立知情权政策和法律的基础。

生产过程和产品中所用的化学品危害性的信息，现在

污染。
让我们一起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尽快净化我们的河流，
净化我们的地球，最终还我们一个无毒的未来。

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吧！
www.greenpeace.cn/detox

已由化学品生产商和产品中含有这些化学品的制造商
负责提供。 6 如此一来，所有企业（包括生产商和品
牌商）都必须全面关注其供应商所使用的化学品、化
学品在产品中的含量、化学品的影响以及排放量，包
括向水中的排放。
根据生产者责任原则，相关企业制订全面的化学品管理
框架刻不容缓，以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持续的进入环境当
中，危害环境和人类的健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为此，绿色和平呼吁各国政府承诺在一代人的时间7中实
现对所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零排放8；以预防性原则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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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措施为基础进行化学品管理，贯彻替代原则和生产者
责任制9，来逐步淘汰有毒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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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4.3 十一种最主要的纺织行业有毒有害物质
1) 烷基酚

4) 偶氮染料

7) 氯苯

10) 短链氯化石蜡

常用烷基酚化合物包括壬基酚（NPs）和辛基酚以及两

偶氮染料是纺织业常用的主要染料之一。但是，部分

氯苯具有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一直用作染料生产过

在纺织业中，短链氯化石蜡（SCCPs）常用作皮革和

者的盐尤以壬基酚及壬基酚聚氧乙烯醚为主。NPs广泛

偶氮染料在使用过程中会进行分解，并释放出芳香胺

程中的溶剂和杀菌剂，同时也用作化学中间体。与生

纺织品的阻燃剂和整理剂。SCCPs对水生生物具有很

应用于纺织业的清洗和染色工序中，对水生生物有毒，

等物质，有些物质还可能致癌。 23 欧盟已禁止在任何

物接触后的影响取决于氯苯的种类，但一般都会影响

强的毒性，在环境中很难降解，并且极有可能会在生

在环境中无法降解，能够在生物体组织内蓄积，并产生

与人体皮肤直接接触的纺织品中使用能释放致癌胺类

肝脏、甲状腺和中枢神经系统。六氯苯（HCB）是此

物体内蓄积。 42自2004年起，欧盟已限制SCCPs的某

生物放大作用（越往食物链上层，其浓度越高）。12NPs

的偶氮染料。 24

类化学物中毒性和持久性最强的一种，同时也是一种

些用途。43

与自然雌激素相似，可破坏一些生物体的性发育，最著
名的是造成鱼类雌性化。13 14
在欧洲，NPs属于严格管制物质，并且自2005年起，欧
盟已在主要领域全面禁止NPs。15

内分泌干扰物。35
5) 有机锡化合物
有机锡化合物可在杀菌剂中使用，也可在各种消费品
中用作抗真菌剂。在纺织业中，有机锡化合物普遍应
用于袜、鞋和运动服饰等产品，防止汗臭味。

欧盟法规将五氯苯和HCB归类为“优先管理的有毒有
害物质”，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停止该物质对欧洲地表
水的污染。 36 《斯德哥尔摩公约》还将这两种物质列
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全球范围内限用。同时
该公约还规定，在欧洲禁用或者列出时间表逐步减少

2) 邻苯二甲酸盐

流传最广的有机锡化合物为三丁基锡（TBT）。此前

邻苯二甲酸盐指一组化学物，其最常见的用途是软化

三丁基锡广泛应用于船舶的防污漆。直到后来有证据

PVC（聚氯乙烯）。在纺织业中，邻苯二甲酸盐常用于

显示，三丁基锡在环境中难以降解，可在生物体内蓄

制作人造革、橡胶、PVC和部分染料。邻苯二甲酸盐

积，并能影响免疫及生殖系统， 25 这一用途才逐渐停

8) 氯化溶剂

的毒性非常值得关注，如双-2-乙基己基邻苯二甲酸盐

止。现在已基本禁止在防污漆中使用三丁基锡。TBT

纺织品制造商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三氯乙烷（TCE）

（DEHP），该物质可干扰哺乳动物睾丸的早期发育，

还可用于纺织品。

等氯化溶剂，以溶解其他物质，并清洗布料。

欧盟法规将TBT列为“优先管理有毒有害物质”，

TCE在环境中难以降解，会破坏臭氧层，同时还会影

在欧洲，邻苯二甲酸盐DEHP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停止该物质对欧洲地表水的污

响中枢神经系统、肝脏和肾脏。 38 自2008年起，欧盟

（DBP）都归类为“生殖毒性”物质 17 ，属于限用范

染。 262010年7月至2012年1月，凡所含特定种类有机

便严格限制在产品和布料清洗中使用TCE。 39

围。根据欧盟REACH法规，到2015年，邻苯二甲酸盐

锡化合物的浓度超过0.1%的产品，包括消费品在内，

DEHP、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BBP）和DBP如无特别

将在欧盟境内全面禁用。27

因而具有生殖毒性。 16

授权须全部淘汰。18

其使用量，直至最终禁用。37

料中。这些金属可长期在身体内蓄积，并且具有很强
的毒性。这些重金属能破坏神经系统（铅和汞）或肾
脏（镉），且其产生的影响无可挽回。镉也是一种致
癌物质。 44 45
六价铬常用于某些特定的纺织工序以及制革工序中：46
对于许多水生生物来说，即使铬的浓度很低，其毒性
也很强。 47
欧盟法规将镉、汞和铅归类为“优先管理的有毒有害
物质”，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停止该物质对欧洲地表水
的污染。 48 很长时间以来，欧洲已严格限制镉、汞及
铅的使用，其中包括汞和镉在纺织品中的特定用途。49

氯酚指一组化学物，可广泛用作农药、木材防腐剂及
纺织品等各种产品的杀菌剂。五氯苯酚（PCP）及其衍

3) 溴化和氯化阻燃剂

全氟化合物（PFCs）属于人造化学物，因具有不粘、

生物是纺织业常用的杀菌剂。PCP对人类具有很强的毒

很多溴化阻燃剂（BFRs）都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

防水等特性，广泛应用于各行业。在纺织业中，全氟

性，可影响人体多个器官。40PCP对水生生物同样具有

性等特性，现已普遍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多溴二苯醚

化合物主要用来生产防水、防污的纺织品及皮革制品。

很强的毒性。欧盟自1991年起禁止生产含有PCP的产

各种材料的防火成分。

镉、铅和汞等重金属一直用在纺织品的特定染料和颜

9) 氯酚

6) 全氟化合物

（PBDEs）是BFRs中最常见的一类，主要用作纺织品等

11) 重金属：镉、铅、汞和铬（VI）

品，现在还严格限制销售和使用含有此类化学品的产
有证据显示，很多PFCs都难以在环境中降解，可在身

品。41

体组织中蓄积，并通过食物链产生生物放大作用。 28

有些PBDEs能够对影响生物成长和性发育的荷尔蒙系统

29 有些PFCs一旦进入生物体内，即会对肝脏产生影

进行干预。19欧盟法律已严格限用20部分PBDEs，而且

响，同时作为荷尔蒙干扰物会影响生物成长和生殖激

欧盟水框架指令还将其中一种PBDEs列为“优先管理的

素的水平。 30

有毒有害物质”，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停止该物质对地表

（PFOS）。该化合物极难降解，可在环境中存留很长

水的污染。21 22

时间。 32PFOS是《斯德哥尔摩公约》限用的“持久性

31 最广为人知的PFCs是全氟辛烷磺酸

有机污染物”之一。《斯德哥尔摩公约》是一个致力于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全球性条约。此外，欧洲33和加
拿大34分别禁止了PFOS的某些特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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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auer Hockey,
加拿大，安大略4

1.3 Cortefiel SA,
西班牙，马德里

“Bauer Performance Sports的商业战略是，继续开

Cortefiel是该集团的原有品牌。它创建于1946年，产品

发并向市场推出能提高各级别运动员成绩的高性能产

主要面向35到45岁之间的男女消费者。”10

1.4 H&M Hennes
& Mauritz AB,
瑞典，斯德哥尔摩
H&M于1947年成立于瑞典，主要销售男装、女装及
童装。除此之外，该公司还销售化妆品、配饰和鞋

品。”5
Cortefiel品牌是凯特菲尔集团四大品牌之一，其产品远

子。H&M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在40个国家共设

Bauer Hockey于1927年成立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奇

销64个国家，拥有1729个销售点。 112009年，Grupo

有2200家概念店，拥有100个设计中心，16家生产分公

纳。在1995年到2008年的十二年间，Bauer Hockey一

Cortefiel的零售额为14亿欧元。12其中，Cortefiel品牌

司，共有员工8.7万人。

直隶属于Nike公司。后来Nike于2008年以2亿美元现金

的销售额约为5.2亿欧元。

的价格将其出售给Kohlberg & Company和加拿大商人

“从构思阶段一直到产品到达终端用户，我们一直坚持
Cortefie集团制定了一套行为准则，对其供应商的行为

质量就是核心的原则。我们开展的质量工作包括进行广

进行规定，其中包括要求他们遵守环境法规。13该集团

泛的测试，尽量将产品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降至最

2011年，Bauer宣布组建上市公司Bauer Performance

发布了一份可持续性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香港和

低，并且确保良好的工作环境。H&M没有自己的生产

Sports Ltd.。 7Bauer主要制造并营销Bauer Hockey、

西班牙的供应商。Cortefie集团62%的成衣都采购自亚

工厂。其产品主要通过当地生产办事处外包给独立供应

Mission Roller Hockey和Maverik Lacrosse品牌的设备及

洲，36%的付款都流向亚洲国家的供应商。14

商，这些独立供应商主要分布于亚洲和欧洲。”15

W. Graeme Roustan成立的投资集团。6

服饰。8

Cortefie集团行为准则第10条规定：“尊重环境：确保

H&M大约从700家独立供应商处购入材料。这些供应

公司目标包括：增加公司在冰上曲棍球和滚轴曲棍球市

符合适用于不同情况的环境法规，遵守对环境负责和尊

商大多数位于亚洲和欧洲。2010年，该公司的全球销

场的份额；以尚待开发的新兴消费者领域为目标；提升

重环境的行为准则。”

量（营业额）为140亿欧元， 16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

所有运动领域的服饰业务，投资快速增长的长曲棍球市

在服装产品中使用1600公吨可回收的材料。
积极参与建立可持续服装联盟，努力创建一个通用
指标，用以衡量服装和鞋子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并衡量公平劳动实践。
和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新的牛仔生产方式节约了
5000万公升水。

“我们欢迎你们的项目，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愿与您一道为消除有毒
有害化学品排放这一目标共同努力。任何为减
少工业水污染的危害所做出的努力--无论它出
现在何处，都应该受到鼓励；同时我们也都会
从中受益。”
H&M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报告

专业服装零售商。17

场，从事战略性收购。
H&M于2011年4月14日发布了最新的企业社会责任报
公司并未提及企业社会责任、环境或可持续发展；其官
网上唯一一处声明出现在“企业管理”一栏里：
“Bauer Performance Sports Ltd.董事会认为良好的企

告 ，以下为主要内容：
至2020年，将实现所有棉花都取自可持续性更高的
来源。

业管理是公司高效运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提升长

通过参与优质棉花倡议（BCI），公司对6.8万名棉

期股东价值所必需的。鲍尔曲棍球公司承诺全面、公正

农进行了可持续性种植方式的培训。

地披露，并及时提供准确、完整的有关公司遵守加拿大

有史以来首次在产品中使用了多达1.5万吨的有

证券管理部门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企业管理标准方面

机棉，使H&M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机棉使用者。

的信息。” 9

（2009年：世界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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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acoste,
法国，巴黎
Lacoste品牌涵盖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女装、男装、
童装、鞋类、香水、皮具、眼镜、手表、腰带、家纺、
移动电话和时尚首饰。 19拉科斯特家族拥有Lacoste服
装公司65%的股份，而Devanlay（Maus家族）则拥有
其余的35%的股份。Lacoste服装全球许可证持有方为
Lacoste SA

Devanlay公司。20

Lacoste品牌业务遍及全世界114个国家，其最重要的市
场位于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1.6 Phillips-Van Heusen
公司(PVH Corp.)，美国纽约

1.7 Nike, 美国，俄勒冈州

在其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Nike列出了612家合

“环境努力永无止境—我们总是走得更远。”31

“我们的北极星计划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业务核

Philips-van Heusen（PVH）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衬衫

Nike是全球领先的运动服饰及鞋类销售商；Nike通过自

和领带生产企业。22该公司向美国许多知名百货商店供

有商店、在线销售、独立经销商以及授权商等途径在全

应产品，并通过范·霍伊森、伊兆特、巴斯和卡尔文品

球170多个国家销售其产品。

牌名下约700家直销店直接向顾客出售产品。23PVH公司
已在美国国内签订了40份许可证协议，在海外签订了50
份许可证协议，授权全球大约150个国家或地区经营该

同工厂。32

心，以设计为起点。该计划已渗透到公司所做的每件事
情中。我们承诺为运动员打造具有优异性能的产品，同
时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管理业务。”

在美国，Nike拥有254家零售店，102家Cole Haan
店，35家Converse店和7家Hurley店。在美国以

我们正在不断努力改善供应链中的用水量和用水管

公司传统品牌，涉及产品范围十分广泛。24

外，Nike拥有202家Nike店和57家Cole Haan店。公司

他们主要生产休闲服和运动装，25旗下品牌包括：

com向多个国家销售产品。2010年，Nike的全球销售

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段对话的开始，也希望这一对

Van Heusen、Calvin Klein、Tommy Hilfiger、IZOD、

额有35%来自北美，20%来自西欧，11%来自新兴市

话能够最终推动这一领域行业标准的提高。

场，9%来自大中华区。

Nike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报告

目前尚无官方的Lacoste品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但

ARROW、Bass, G.H. Bass & Co.

该品牌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基金指定项目，保护当前濒临

包括：Chaps、DKNY、Donald J. Trump Signature

灭绝的鳄鱼、短吻鳄、凯门鳄或印度鳄的某些物种。如

Collection、Geoffrey Beene、IKE BEHAR 、J.

果这些物种消失，可能会危及栖息地的生态平衡。21

Garcia、JOE Joseph Abboud、Kenneth Cole

26，27其它品牌还

还通过其官网Nike.com、nikestore.com和nikewomen.

理，并且欢迎绿色和平组织对此进行监督。

New York、Kenneth Cole Reaction、Michael
“我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尊重和保护环境，尤其
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要求我们世界各地的
被授权的企业采取相应行动。因此我们非常重视
您所提出的问题，并立即着手开展调查。”
Lacoste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报告

Kors、Nautica、Sea John、Ted Baker、Timberland和
Jones New York。28

Nike合同工厂在全球的分布情况

在PVH公司自身形象和对外交流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似
乎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相对较晚）。“本公司

日本 4%

企业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恪守有关企业责任的承诺，这
是我们开展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直接与公司经营

28% 大中华区

战略和规范挂钩。”29PVH公司《环境报告》表示：“我
们认识到公司的供应链流程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
然我们无法直接控制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但我们……努力
在废水处理、危险化学品、空气质量和循环再利用等方面
要求供应商满足环境保护要求。”30

新兴市场-包括亚 53%
洲和美洲中南部

9% 北美
2% 西欧

“我确认PVH公司和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以及雅

4% 中欧和东欧

戈尔有商业关系。”
PVH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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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a的产品经销网络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截至2007

1.8 Puma, Herzogenaurach,
德国

年底，Puma共拥有116家概念店。目前，这一数字有
望大幅增长。公司47%的销售额来自欧洲和中东地区

1.9 雅戈尔，中国，宁波市
（与上海毗邻）

（EMEA），27%来自美洲，22%来自亚太地区。

公司31%的销售收入来自中国国内市场，69%来自国际
市场，且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主。38
公司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供应商。Youngor在

“Youngor较早就开展了对于社会责任的思考，并总结

全国建立了156家分公司，提供售前、售中和售后服

袖，我们有机会也有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后代创建

Puma内部设有名为World Cat的采购公司，因此无需依

出了“诚信、务实、责任、和谐”的文化理念，随后又

务。Youngor针织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表示“…公司

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赖外部采购代理商。World Cat关注的重点是亚洲采购

提出了“利他”的处事原则。”35

每年为Lacoste、Abercrombie & Fitch、Polo Ralph

“在Puma，我们相信，作为运动时尚领域的创新领

市场，公司超过90%的供应商均位于亚洲。Puma并未

Puma的愿景是：公平、诚实、积极、创新33
Puma主要从事鞋类、服饰和配饰的设计及开发；公司
旗下的Sport Fashion与Alexander McQueen、Mihara
Yasuhiro和Sergio Rossi等多个知名设计工作室合作。
与Nike、Adidas相比，Puma在运动服饰市场所占的份
额相对较低。

Lauren、Adidas、Youngor、Perry Ellis、Calvin Klein

发布最新的供应商名单，不过根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

Youngor是中国最大的综合纺织公司，具有世界级的纺

等全球知名客户提供8,000吨针织面料及120万打T恤和

当时公司有28%的供应商来自中国。

织品生产、服装制造和零售能力。该公司成立于1979

运动休闲装。”341Youngor分公司还与Nike、Puma、

年，地处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宁波市，与上海毗邻。公司

及Hummel 39等知名品牌有着联系。40

“环境保护对PUMA来说极其重要。我们的目标不仅是

首席执行官李如成成功地将一家小型服装制造公司发展

使我们的产品生产对合作伙伴和目标团体更透明、更环

为当今国际纺织服装行业的巨头。

保，更是要持续提高我们的标准。”

2008年，Youngor收购了美国服装业五大巨头之一
Kellwood的男装部Smart Shirts Limited以及香港三大服

Youngor是世界最大的男装制造商，年产量达到8000万

装制造商之一新马集团。41

件。2009年，在中国服装协会的排名中，Youngor以最
高的销售收入和销售利润位居榜首。36
“收到您的来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供应商雅戈尔

Sourcing markets/Units

针织服装公司，并且确认PUMA通过PUMA日本与成
衣制造商雅戈尔针织服装公司有商业关系，而后者

100%

隶属雅戈尔集团旗下。” “雅戈尔针织服装公司每
75%

年为PUMA日本生产20.000件T恤、夹克和裤子。我
们一方面通过由独立实验室进行的定期产品测试来

50%

监督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定期
造访制造商。”

25%

Puma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报告

目前，Youngor在全国拥有100余家分公司，400多家自
营专卖店以及2000余家商业网点。422001年，在被誉为

Youngor拥有衬衫、西服、裤子、茄克、领带、T恤

中国第一商业街的上海南京路上，Youngor开设了堪称

六大产品系列，并经官方认可为国内领先品牌。未

中国之最的巨型旗舰专卖店。43公司还通过Smart Shirts

来，Youngor计划推出三大品牌风格以提升品牌形象。

进驻美国100多家商场的专卖店。44

这三大风格为：休闲时尚服饰（GY-绿色Youngor）、
商务服饰（Youngor CEO）以及正装服饰（MAYOR &

“目前，Youngor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正积极向中国

Youngor）。 37

国家清洁生产中心申报“清洁生产单位”，期望以此为
契机，使企业在绿色能源应用、清洁生产的推行方面更
上一层楼。” 45

0%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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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证据表明，与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有联系的主要品牌
2.2 美特斯邦威，
中国上海

2.1. Abercrombie & Fitch,
美国，俄亥俄州

2009年，李宁发布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也是中国

2.4 李宁，中国北京

体育用品行业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361报告“…
阐述了供应商在履行其劳动、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体育用品行业全球领先品牌” 57

社会责任时应遵守的要求，这些要求也是集团选择新的

A&F品牌自认为引领国际化、古典型、准豪华、充满活

美特斯邦威的目标客户是16—25岁富有朝气、喜欢时

李宁公司由奥运体操冠军李宁于1989年正式创建，地址

供应商以及评估现有供应商的标准。企业是社区的一部

力的全美生活时尚；专业生产高档商品而非生活必需

尚的年轻人。该公司为顾客打造个性化、活力四射的

位于中国北京。

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又是企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在

品。48 49

休闲装。

A&F主要面向30岁以下客户群销售自有品牌服装和配

旗下品牌ME&CITY主要是休闲产品，价格具有一定的竞

饰。该公司绝大多数产品通过四个不同的零售商品牌

争力，旨在让全世界都市人体验高端的休闲生活方式。

（Abercrombie & Fitch、abercrombie、Hollister和Gilly

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集团密切关注自身与自然和社会
李宁公司采用多品牌业务发展战略，主要从事李宁以及

的和谐共处，追求可持续发展。”

其他五大品牌的运动休闲鞋类、服饰、配饰和设备的品
牌营销、研发、设计、制造、经销及零售，主要以中国
为市场。

“我们高度重视绿色和平组织提出的问题。中山国

Hicks）在美国国内大型超市销售。每个品牌均瞄准不同

该公司向300多家供应商（主要集中在中国长江三角

年龄组的客户群。50

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采购产品，并在中国大陆设

李宁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国内市场为基础；集团将自己

泰染整已经收到绿色和平组织的来信，要求中山国

立了300家加盟店和自有卖场，因而在中国开创了一

誉为中国领先的运动服饰品牌之一。

582010年，李宁在

泰染整立即调查其污染物排放情况并向我们报告。

2009年底，ANF已在海外开设了38个卖场；2010

种“生产外包、公司自有和加盟店销售组合零售”的

中国设有7478家品牌零售店（包括18个省和自治区的

同时我们也要求中山国泰染整主动接触并积极与绿

年，ANF计划在海外增设29个卖场，包括在大型购物

经营模式。 54

7004家品牌特许店和474家直营零售店）。59李宁在中

色和平组织合作。”

国设有30多家分公司，在美国、德国和西班牙各设有一

李宁公司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报告

中心设立的25个霍利斯特品牌专卖店，在英国开设的
第一家Gilly Hicks专卖店以及在丹麦和日本开设的旗
舰店。ANF的发展战略重在加速海外扩张，2010年第
一季度该公司海外销售额增长了102%。 51 2009年12
月，ANF在日本开设了第一家亚洲旗舰店。

52 53目前未

获得该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3 菲利普·范·霍伊森公司

泰染整有限公司是我们的纤维供应商，我们确认国

家分公司。60
李宁的产品由广东李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他独立的

（见1.6）

第三方制造商负责生产。360“我们将继续利用合同制造
商生产产品。近期，合同制造商仍将是我们的主要供应
商。中国合同制造商的供应量非常大，因此我们将继续
专注于产品开发和品牌管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

Abercrombie & Fitch是是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

没有意向拓展生产运营。”

（BSR）下服装、纺织与杂品工作组的成员之一，[ ... ]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负有共同责任，中山国泰染整有限
公司应与Abercrombie& Fitch一同参与到BSR的项目
中来。
Abercrombie & Fitch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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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附录1
3. 主要运动服饰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
总的来说，纺织及服装行业的细分程度非常高，包括很
广泛的品牌参与其中。在美国，规模最大的50个品牌的
总收入不到全国总收入的40%63，在欧盟，60多家公司
的总收入仅占欧盟总收入的25% 64。运动服饰市场则是
由少数几家大型公司独占鳌头，细分程度相对较低，尤
其是Nike和Adidas影响力非常巨大。下图列出了主要运
动服饰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

图：运动服饰全球市场份额（2007年）65
7%
6%
2%
2%
3%
2%
76%

2%

Nike
Adidas
Reebok
Quicksilver
VF Knitwear
Columbia
Puma
Others

图：运动鞋全球市场份额（2007年） 66
Nike

18%

5%
2%

Adidas
image A Greenpeace
campaigner takes a
sample of wastewater
from a discharge pipe.

31%

Reebok
Puma
New Blaance

4%

ASICS

5%

Converse

6%
7%

K-Swiss

16%
6%

Sketchers
Others

image These pools
store wastewater
produced from the
dyeing process; they are
part of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of the
Well Dyeing Factor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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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附录2 公司简介（第二部分）
与雅戈尔纺织城有商业联系的其他
品牌简介
Blazek Praha，捷克共和国

2003年，Nautica由美国威富公司（VF Corporation）收
购。1 2威富公司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服饰公司，旗下品牌包括
Lee、Wrangler、Reef、Eastpak etc。13Nautica主要在美国

Blazek Praha男装成立于1992年。今天，它已成为捷克市场

威富公司确立了环境保护全球合规准则：“企业应制定相关

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商。Blazek Praha公司主要从事男装的生

政策和规程，在能源、大气排放物、水、废料、危险材料和

产和销售。1

其它主要环境风险方面，将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
低。企业应改善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并要求供应商和分
包商努力改善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15

Oxford

Oxford Apparel Group，美国，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Apparel

2010年，Blazek Praha公司营业收入达4亿捷克克朗
（1600万欧元），零售收入达3.5亿捷克克朗（1400万欧
元）。Blazek Praha公司现有员工98名。3该公司不曾在
官方网站上提及环保问题，但是它非常关注机会均等、公
平竞争和人的潜能等社会问题。4

Macy百货，美国，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北美最大的精细定制服装制造商。”19

American Eagle，					
美国，匹兹堡

Peerless Clothing公司不进行广告宣传，相当低调。经
许可，该公司为许多品牌（包括注有设计方名称的品
牌标志）生产服装，如：Lauren Ralph Lauren、Calvin
Klein、DKNY、Tallia Orange、Sean John、Michael
Kors、Joseph Abboud、Elie Tahari、Izod、Van
Heusen、Bill Blas和Hickey等。20

装还生产夹克衫、套衫、T恤衫、牛仔装、内衣和配饰，包
括各种鞋子和箱包。” 2

与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相关的其
它品牌介绍

经营，此外还有200家由全球独立授权商经营的Nautica品牌
店，主要集中在东南欧、中美洲和中国。1 4

“除了西服、衬衫、领带、外套和大衣外，Blazek Praha男

Peerless Clothing公司，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
美国纽约

牛津服装集团主要生产名牌及自有品牌礼服衬衫、配套单件

“Peerless Clothing公司成立于1919年，是北美地区最大
的男式定制服装制造商…… 该公司几乎为美国所有大型百
货商店和特种商品零售店提供男式定制服装。”21“最近几
年，Peerless Clothing公司营业收入已经翻番。”22

服装、运动衫、休闲裤、外套、毛衫、牛仔服、泳装、高尔

American Eagle是一个服装和配饰零售商，卖场均设在
大型购物中心，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销售自有品牌产
品。American Eagle目标客户群年龄为15—40岁。27该品牌
经营三种不同的产品链，每个产品链均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
客户细分市场。American Eagle品牌销售额绝大部分来自该
品牌同名的“American Eagle”经营业务。28
American Eagle在中国首次开设的三家品牌折扣店计划于
2011年初开业，分别位于香港、北京和上海。29 30
American Eagle制定了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主要关注供

夫球衫和美国西部风格服装。同时该集团也销售牛津高尔

“根据审阅你们发送给佩尔斯服装公司的信件后，

夫、各种Ely & Walker商标以及哈撒韦商标之下的产品。16

应链工厂、环境、员工和社区。“我们的环境战略基于四大

我很高兴通知您我们不再使用雅戈尔集团。”

支柱：保护资源、减少浪费、提高产品和包装质量、加强参

Peerless Clothing公司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

与力度。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依然任重而道

报告

远，但我们会循序渐进。目前我们着手减少企业对环境造成

牛津服装集团曾隶属牛津实业公司，2011年1月被美国利丰
公司收购。该集团每年营业收入约为2.2亿美元。17牛津服装

的影响。”31

在美国的销售网点主要包括各种百货商店、大宗批发商、特
Macy百货公司在美国辛辛那提和纽约设有办公室，是美

色产品零售商、折扣零售商、专营零售商、“青草”高尔夫

国最大的零售商之一，2010财年其销售额达250亿美元。6

经营商和网上零售店。

Polo Ralph Lauren，				
美国，纽约

Macy百货公司雇佣了大约16.6万人7，在开发自有品牌商品

“我们与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非常熟悉，该公司
此前一直为我们的服装提供面料。我们业已证实

作为美国利丰总公司，利丰有限责任公司在其网站上设

“本公司是全球高档生活时尚产品设计、营销和配送领

国泰染整与我们目前并无服装面料合作项目。”

立了一个企业责任大型专栏，但有关环境保护的信息却很

域的领先企业，产品涵盖男装、女装、童装、配饰、

American Eagle公司回应绿色和平《时尚之毒》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对Macy百货的自身形象和对外交流非常重

少，大多与气候变化有关。仅有如下内容涉及供应商或子

香水和家具。” 23“我们的品牌名称包括Polo by Ralph

要。“在Macy百货公司，我们相信提高环境可持续发展能

公司：“我们通过子公司年度报告来定期汇报各种环保

Lauren、Ralph Lauren Purple Label、Ralph Lauren

力本身就是一项很好的业务，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措施的进展情况；而在集团层面上，我们采用诸如“联

Women’s Collectio、Black Label、Blue Label、Lauren

的善举。作为美国国内零售商翘楚，Macy百货公司拥有很

合国全球契约进度交流报告”的形式汇报环保措施进展

by Ralph Lauren、RRL、RLX、Rugby、Ralph Lauren

多员工，有机会为改善环境做出重大贡献，比如提高资源利

情况。” 18

Childrenswear、American Living、Chaps和Club Monaco

卡特公司主要生产休闲服、配饰、寝具、房间装饰品、婴

等。”24

幼儿和儿童玩具。目前，卡特是美国儿童服装类产品的领

方面，Macy百货已成为零售行业的领军企业。8

用率，向顾客提供符合他们预期的环保产品，努力降低公司
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9

拉夫劳伦与全球400多家生产商建立了合作关系。2010财

Nautica，					
美国，纽约

Carters（CRI），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军品牌。32

年，98%以上的拉夫劳伦产品（按美元计算）产于美国之

卡特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几乎只关注儿童慈善业。2010

外的地区，主要包括亚洲、欧洲和南美洲。25 “与我们合

年，针对环境问题，该公司年度报告陈述如下：“有些经

作的生产商并不仅仅只为我们一家生产产品。”26

营活动可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严格遵守美国联

Nautica公司成立于1983年，已从单纯的男式外衣制造商发
展为全球生活时尚领军品牌，主要产品涵盖男装、女装、

目前尚未获得拉夫劳伦马球男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或环境

童装、配饰、家居饰品。10“产品包括Nautica高尔夫、香

保护方面的任何报告。

邦、州和当地各种监管类似经营活动的法律法规。如果违
反这些法律法规，我们可能会受到严厉处罚，承担重大责
任及高额费用。一般而言，遵守环境相关法律并未对我们

水、领带、鞋类、手表、针织品、眼镜、雨衣、皮带、钱

的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将

包、手套、围巾和家具，经授权可在全球20多个国家开展

来遵守环境相关法律不会对我们的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的

业务。”11

不利影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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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GAP，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JC Penney百货，					
美国，得克萨斯州

GAP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专营零售商之一，拥有3000多个

JC Penney百货除了销售其它公司产品外，还生产自有品牌

专卖店。在现有的332个专卖店（2010年5月数据）的基

商品。该公司高度依赖零售商贴签商品。旗下品牌包

础上，该公司的长期计划是向美国境外扩张经营业务，主

括：Call It Spring、Bisou Bisou、Arizona、I (love)

要是在欧洲和亚洲。该公司经营的国际业务分为“GAP”

Ronson、Decree、Cindy Crawford Collection、J. Ferrar、

森马公司严格遵循相关的环境政策：“遵纪守法、预防污

和“Banana Republic”——“Old Navy”在北美地区以外

JOE、Linden Street、a.n.a.、American Living、Mango、

染、保护资源、持续改进”。森马公司前瞻性地开发优质

尚未开设任何专卖店。34目前GAP公司在四大洲24个国家

Modern Bride、Nicole、Okie Dokie、Ambrielle、Alan

战略供应商，根据质量保证系统程序对污染现象严加控

以纯支持中国政府开展禁毒运动，资助穷人接受教育；

签署了特许经营协议，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

B.、Worthington、Olsenboye、One Kiss、Sephora、

制。45

但目前尚无该企业有关环境或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任何公

区开设了130家特许专卖店。2010年，GAP公司计划在澳

Stafford、St. John’s Bay、Studio、Supergirl、cooks和

大利亚和中国开设首批专卖店。 35一方面，GAP公司致力

Liz Claiborne。40

以纯主要销售休闲服和运动服。该品牌在中国开设了19个

品牌。该公司目前在中国拥有3000多家专卖店，服装设计

区域性公司，拥有3000多家专门店。自2003年来，该公司

主要关注活力、时尚，关注年轻人

经营业务已扩展至巴林、香港、伊朗、约旦、科威特、马
来西亚、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越南。51

开信息。

JC Penney百货拥有1108家百货商店，而Macy百货只有

该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非常全面，重点围绕“承担我

9300万美元，高于JC Penney百货。其原因是Macy百货出

们的责任”展开。 38“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致力于减少浪

售的商品更高端且价格更贵。

优衣库，日本山口县

优衣库由迅销公司控股，是一家零售连锁店运营商，专业

费、节约能源，并将可持续发展设计方案融入从产品到专
卖店的各个方面。” 404 “清洁水方案：我们要求用于清

彭尼百货为环境责任确定了“原则问题”，承诺“……为

洗‘GAP’、‘Banana Republic’和‘Old Navy’牛仔

评估企业经营对自然环境、人类健康或安全问题造成的潜

布的水必须经过特殊处理，确保洗涤牛仔布后所排放的水

在影响，将会不断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审查；为消除或尽

清洁安全。” 39

最大努力减少对自然环境、人类健康或安全问题带来的目
前可识别的重大威胁，公司将专门制定并实施相关计划、
方案和政策……”41

生产各年龄段男女居家休闲装，拥有829个UNIQLO（优衣
库）专卖店。这些专卖店主要分布在日本，兼有国际专卖
店，另外该公司还开展网购业务。2009年优衣库全球销售
额达到73.1亿欧元，该品牌在全球服装专营店（不包括百
货商店）中排名第四47。其中75%来自日本国内。48
迅销公司2011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该公司生产和供应链

“我们一直在努力确保我们的业务本着对社会和环
重视。”

森马公司成立于1996年，现已成为中国休闲服行业的领军

好看”，招致了很多环保人士和网民的批评。46
850家百货商店。但在2009年Macy百货的销售额为59亿

境负责任的态度进行，而我们也一向对这一点极度

以纯，中国，东莞，虎门

森马公司曾推出一则声明“我管不了全球变暖，但至少我

于增加海外销售额和在线销售额，另一方面也希望北美销
售额有所回升，以提高在该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36

森马，中国，温州

阐述如下：“迅销公司严格遵守环境法规，随时了解国际

Kohls百货，					
美国威斯康星州

社会和全球环境面临的所有问题。为了将迅销公司对环境
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我们深信本公司能够采取的第一项
措施就是提高管理效率。”49

Kohl’s百货公司是一家美国百货连锁企业，销售包括男女
装、家居装饰和配饰在内的组合产品。该公司目标客户群

关于“优衣库经营活动和主要环境影响”，这份报告还表

为中产阶级消费者，主要向他们销售折扣品牌、自有品牌

示“生产工厂积极采取环保措施。我们在原材料生产工厂

服装和家庭用品。美国国内竞争对手包括彭尼百货公司和

实施了法国环境标准，并着手进行监控。”50

Macy百货公司。 截止2010年底，Kohl’s百货已拥有1089
家专卖店，并通过互联网（www.Kohls.com）提供网购服
务。该公司目前在海外尚未开设任何专卖店。409
Kohl’s百货公司在网站上设立了“环境保护预案”专栏43，
并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0年）。报告提及“该公
司的环境保护使命：Kohl’s百货公司承诺通过着眼于长期
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解决方案，更好地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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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附录3：样本中发现的各种危险化学品的背景信息
本部分对雅戈尔纺织城（1号排污管）和国泰

有机化学品

染整有限公司（1号排污管）废水样本中发现

在样本中发现这一系列化学品（这些化学品浓度较低或

的部分有机化学品、以及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含量低于十亿分之一）说明：这两家工厂排放的废水正

（1号排污管）废水样本中发现的高浓度重金

是当地水生环境中各种有害物质的点源（某些情况下是

属作了进一步说明。有关所发现的所有化学品

三烷基磷酸酯，包括磷
酸三丁酯（TBP）、磷
酸三乙酯（TEP）和磷
酸三（2-乙基己基）
（TEHP）

雅戈尔纺织城：发现1号排污管废 磷酸三丁酯（TBP）具有很强的表面活性剂和 磷酸三丁酯（TBP）在使用过程中会不断释
水中含有磷酸三丁酯（TBP），废 极性溶剂效用，因此广泛应用于包括纺织工业 放到空气里和水中；磷酸三丁酯在环境中的
水样本中含有磷酸三（2-乙基己 在内的多种工业生产工序中。
降解速度非常缓慢。磷酸三丁酯（TBP）对
基）（TEHP）
如原声生物等水生生物具有毒性，对鱼类来
说则是急性毒性物质。
国泰染整有限公司：发现1号排
污管废水中含有磷酸盐三丁酯
（TBP）和磷酸三乙酯（TEP）

醌及二酮衍生物等；
如蒽醌（AQ）衍生物
氨基蒽醌，以及苯甲
酮衍生物邻苯甲酰苯
甲酸甲酯

雅戈尔纺织城：1号排污管废水中 合成蒽醌（AQ）广泛用于印染工艺（其用量 很 多 蒽 醌 （ A Q ） 衍 生 物 都 对 动 物 和 / 或
存在氨基蒽醌
仅 次 于 偶 氮 染 料 ） 13， 最 常 用 于 棉 布 、 纤 维 植 物 具 有 毒 性 （ 早 期 研 究 的 综 述 可 参 见
素 基 纤 维 和 部 分 合 成 纤 维 织 物 。14所 确 认 的 S e n d e l b a c h 1 9 8 9 ） 1 6 ； 实 际 上 ， 蒽 醌
国泰染整有限公司：1号排污管废
蒽醌（AQ）衍生物（氨基蒽醌）是多种蒽醌 （AQ）衍生物能够对分化细胞的DNA造成
水中存在苯甲酮衍生物邻苯甲酰苯
（AQ）染料在合成过程中常用的一种中间体， 氧化损伤，因此可控剂量的蒽醌（AQ）衍
甲酸甲酯
而蒽醌（AQ）染料中有多种可降解并释放氨基 生物可用作抗肿瘤药物等医学用途。 17 实验
室研究发现，氨基蒽醌具有致癌性，并可
蒽醌。
对肾脏构成伤害。氨基蒽醌的降解产物对水
苯甲酮衍生物邻苯甲酰苯甲酸甲酯可用作紫外
生生物具有毒性，并且难以降解。《技术说
光固化油墨的光敏引发剂。15
明》中框D给出了有关蒽醌（AQ）及其衍生
物的详细信息，并对邻苯甲酰苯甲酸甲酯的
毒性作了说明。18

偶氮染料分解产生的胺
类物质，包括苯胺、二
氯苯胺（DCA）、 2氯苯胺）等氯化苯胺、
甲基苯胺、乙基苯胺、
二乙基苯胺、邻甲氧基
苯胺

雅戈尔纺织城：在2011年3月采
集的3批废水样本中，均发现了苯
胺、2-氯苯胺、甲基苯胺、乙基苯
胺和二乙基苯胺（浓度为0.1-2.1
微克/升），以及具有致癌特性的
邻甲氧基苯胺（浓度为0.07-0.08
微克/升）

周期性点源）。依据目前可用信息，还无法确定废水中
的这些物质在工厂内部的确切成因，但不外乎以下几

的详细信息，以及关键物质的影响，参见绿色

点：一是在工厂加工和整理操作中故意使用这些化学

和平组织研究实验室发布的技术说明全文。1

品；二是清洗来自外部供应商的用于加工的纱线、布料
或纺织品其中所含的上述化学品或其分解产物的残留物
进入了废水。若进一步确定可能的成因，则必须对工厂
内部所有生产流程进行详细调查。

这些有机化学品是什么？
样本中分离出的有机
化学品

发现这些化学品的生产工厂和样本 用处和使用方式，尤指纺织业

烷基酚（壬基酚和辛
基酚）

雅 戈 尔 纺 织 城 ： 2 0 1 1 年 3 月 8 日 这些化学品由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s）和 壬基酚（NPs）和辛基酚（OPs）在环境中
11:00时，在1号排污管采集的废水 辛基酚聚氧乙烯醚（OPEs）分别降解而成， 难以降解，且可进行生物蓄积，是众所周知
中发现壬基酚，浓度为14微克/升
在多个工业生产中用作清洁剂、表面活性剂和 的环境污染物，同时会干扰多种水生生物的
分散剂（如用于染色过程），其实包括纺织品 荷尔蒙系统。有关这些物质的详细信息，参
的生产。壬基酚和辛基酚分别其他工业用途。 见第52页框4。
国泰染整有限公司：（1号排污管
废水）壬基酚和辛基酚

全氟化合物

雅戈尔纺织城：在2011年3月采
集的3批样本中均发现全氟辛酸铵
（PFOA），浓度为0.13 - 0.14
微克/升（130-140纳克/升）。
样本中还发现了其他全氟羧酸，
尽管浓度较低（0.013-0.031微
克/升，13-31纳克/升）；同时
还存在浓度更低的全氟辛烷磺酸
（PFOS）（0.0031-0.0087微
克/升，3.1-8.7纳克/升）

全氟化合物（PFC）具有多种独特的属性，因
此可广泛用作：纺织品和纸张的防水、抗油、
防污处理材料；工业特种溶剂和表面活性剂；
化妆品、塑料 2 3、防火泡沫的组成成份；用于
高温环境润滑油的组成成份。
参见第44页框5。4

已知的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全氟化合物（PFC）属于人造化学物，无法
通过自然过程生成，只有通过人类活动才能
出现在自然环境中。全氟化合物很难被化学
分解、生物降解和热解，并且相对来说，很
难溶于水和油。全氟化合物（PFC）可在包
括人在内的生物体内蓄积，同时对环境和人
类健康产生多种影响，例如，全氟化合物会
影响发育中的免疫系统，并对哺乳动物的肝
脏产生不良影响。6 7 8 9 10 11此外，还发现某
些全氟化合物会对荷尔蒙系统形成干扰。12

偶氮染料是纺织业常用的主要染料之一。但
是，部分偶氮染料在使用过程中会进行分解，
并释放出芳香胺等化学品，其中有些化学品还
可能致癌。 19 欧盟和中国已限制在任何与人体
皮肤直接接触的纺织品中使用能释放致癌胺类
的偶氮染料。20

苯胺用途广泛，且易溶于水，因此是水环境
的一类重要污染物。此前就多次有报道称苯
胺通过工业废水释放到环境中，其中就包括
纺织业排放的废水。 21 22苯胺及其一氯、二
氯和三氯异构体等氯化衍生物对多种水生生
物具有毒性。23

国泰染整有限公司（1号排污管）
二氯苯胺（DCA）
氯酚： 二氯苯酚、三 雅戈尔纺织城：废水样本中发现二 氯酚这类化学物质可广泛用作农药、木材防腐 五氯苯酚（PCP）对人类具有很强的毒性，
氯苯酚和五氯苯酚
氯苯酚、三氯苯酚和五氯苯酚，浓 剂及纺织品等各种产品的杀菌剂。欧盟自1991 可影响人体多个器官，对水生生物也同样具
度为0.03-0.06微克/升
年起禁止生产含有五氯苯酚（PCP）的产品， 有较强的毒性。25
现在仍严格限制销售和使用含有五氯苯酚的产
品。24
氯 化 溶 剂 （ 二 氯 乙 雅戈尔纺织城：二氯乙烷（0.9微 纺 织 生 产 商 常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使 用 三 氯 乙 烷 氯化溶剂为挥发性物质，部分氯化溶剂具
烷 、 三 氯 甲 烷 和 四 氯 克/升），三氯甲烷/氯仿（在三批样 （TCE）等氯化溶剂以溶解其他物质，以及清 有持久性，很难被生物降解。例如，三氯
乙烯），浓度较低
本中的浓度为0.9-4.8微克/升），四 洗布料。欧盟自2008年起严格限制在产品和布 乙烷（TCE）在环境中难以降解，会破坏臭
氧，同时还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肝脏和肾
氯乙烯（0.4微克/升）
料清洗中使用三氯乙烷（TCE）。26
脏。27 28

参见第44页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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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重金属

除了已经确认的有机化学品以外，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1号排污管废水样本中大多数金属的总浓度（溶解性金

铬（Cr）主要用于冶金工业（不锈钢和其他合金）以

镍金属、镍合金和镍化合物，具有多种工业用途，包括

1号排污管的废水样本中还发现含有溶解性的浓度不

属的浓度加上附着在悬浮颗粒上的金属浓度）都高得

及包括制革和某些特定的纺织工艺在内的各种工业过

金属电镀、管道和电子装置制造、催化剂、电池、颜料

一的铬（42微克/升）、铜（24微克/升）和镍（37微

多，铬的总浓度为2820微克/升，铜为13400微克/升，

程。 36 37六价铬化合物常用于电镀（镀铬）和某些特定

和陶器等等。61 62镍还可在某些特定的纺织染料（如酞花

克/升），废水中的金属浓度在未污染的地表水浓度高

镍为2800微克/升。这些金属主要以附着在悬浮颗粒上

的纺织生产工艺，同时也用作木材防腐剂和缓蚀剂。38

青）中使用，但其使用范围较铜、铬等其他金属要小。

2-4倍。溶解性铬和铜的地表水背景浓度一般低于10

的形式存在（99%或以上）。

39

铬通常以三价铬的形式存在于环境中，三价铬一般很

微克/升，有时甚至远低于这一数字，而镍的地表水背

难溶于水，并且会迅速在水中沉淀或附着在悬浮颗粒和

镍在环境中存在的浓度一般较低，在未污染的淡水沉

景浓度一般低于20微克/升。 29 30 31 32 废水样本中发现

底沉积物上；六价铬可能会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但几率

积物中，镍含量一般低于60毫克/千克，而在未污染的

的溶解性铬、铜和镍的浓度水平远低于广东排放标准

较小，并且六价铬通常会很快被还原为三价铬（III）。

地表水中镍含量一般低于20微克/升。 68 69 70虽然附着

和纺织业排放标准规定的最大允许浓度。34

六价铬易溶于水，因此在水生环境中的移动性很强。40

在沉积物和土壤中的镍一般比较稳定，但溶解性的镍

41 42在未污染的地表水中，铬含量一般低于10微克/升，

化合物则流动性很强。少量的镍对大多数动植物的正

在未污染的淡水沉积物中铬浓度一般低于100毫克/千克

常生长和繁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可能对人类亦是如

。44三价铬（III）是动植物所需的基本营养物质，但

此。71但是，接触高浓度镍之后都会导致生物中毒或患

浓度过高则会引起伤害。相比之下，六价铬即使在浓度

癌，或对胃肠和心脏产生伤害等。对人类来说，有相

很低时也具有很强的毒性，包括对很多水生生物均是如

当一部分人群（2-5%）对镍过敏，有些过敏人群即使

此。45六价铬化合物还具有腐蚀性，人与六价铬接触后，

接触的镍浓度非常低，也会产生不良后果。部分水生生

不管剂量大小，都容易引起皮肤过敏反应。46此外，在某

物也有同样的问题。此外，有些镍化合物经确定对人类

些情况下，六价铬还会使人类患癌。中国《污水综合排

具有致癌性，并且有证据表明也可使动物患癌。72 73中

放标准》和广东省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均将总

国《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和广东省规定的《水污染物排

铬的最大允许浓度定为1500微克/升（1.5毫克/升），六

放限值》均将镍的最大允许浓度定为1000微克/升（1.0

价铬为500微克/升（0.5毫克/升）。47 48

毫克/升）。74 75

43

铜（Cu）是一种用途广泛的金属，主要以纯金属或与
其他金属混合（合金）的形式出现。此外，铜的化合物
还具有其他多种用途，包括用于电镀和染色等纺织生产
过程。50由于铜具有可锻性和导热性，所以铜金属和铜
合金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生产管道材料。51铜在环境中的
浓度一般较低，在未污染的淡水沉积物中浓度通常低于
50毫克/千克。 52 溶解性铜在未污染的地表水中的背景
浓度差异很大，但一般不超过10微克/升，且常常远低
于这一数字。53 54少量的铜是人类和动物所需的重要元
素。但是，接触高浓度的生物可利用铜，会导致生物蓄
积和中毒等后果。很多水生生物都对铜尤其是溶解性铜
极为敏感，溶解性铜对大量的水生动植物具有很强的生
物可利用性和毒性，55 56甚至在浓度很低时也会引发某
些不良影响，因此向水生系统排放铜是一个非常令人
担忧的问题。57中国《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和广东省规
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根据接收水体的用途，均将
铜的最大允许浓度定为500-2000微克/升（0.5-2.0毫
克/升）。58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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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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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At 5am in
the morning, large
quantities of polluted
water pour out from
the discharge pipe of
the Youngor textiles
factory, in Yinzhou
district, Ningbo.
The discharge pipe
flows directly into the
Fenghua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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