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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流域下游工业污染的行业组成结构与优化管理策略

∗

鲁文艳１，２ ，李恒鹏２∗∗，吴志旭３ ，于兴修１ ，陈东强２
（１：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２：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３：淳安县环境保护局，杭州 ３１１７００）
摘

要： 工业污染作为重要的污染源，了解工业污染的行业结构组成以及企业污染状况对污染减排以及水环境保护具有

重要作用． ２０１５ 年国家出台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狠抓工业污染减排． 千岛湖作为国
家级战略水源地，被列入国家良好湖库保护战略首批试点，评价千岛湖地区的工业污染行业结构对制定工业行业调整方
案和企业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选取千岛湖流域下游行政区淳安县为研究区，采用不同工业行业的 １８０ 家主要排污
企业，在工业行业污染结构分析的基础上，选取经济贡献、污染产生强度和治理水平三方面的关键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法
对行业和企业进行综合类型划分． 结果表明：在涉及 ＣＯＤ Ｍｎ 排放的 １９ 类工业行业中纺织业、饮料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为
支柱产业，饮料制造业和纺织业为主要污染行业，现状工业行业结构存在一定的结构性污染问题；结合不同行业和企业

的经济贡献、污染物产生强度以及治理效率的综合分析，将行业划分为 ６ 类，并根据各类型特点提出重点发展、鼓励发展、
限制发展的行业优化策略；企业划分为 ４ 类，并提出重点支持、鼓励、限制发展以及逐渐关停的企业监管策略． 通过对工
业行业和企业的分类与评价可为其它地区提供借鉴，同时有利于为“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的落实提供技术方法指导．
关键词： 行业污染；企业；聚类分析；优化策略；千岛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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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废水和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增加，导致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逐渐成
为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健康的重大环境问题．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水环境保护非常关注，先后实
施了污水排放许可申报和达标排放的管理制度和针对工业点源污染实施“ 零点行动” ，但由于工业规模的不
断扩张和污染排放基数大幅度增加，水环境仍然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 近年来，为进一步改善环境，提升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国以改变发展方式、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率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为解决环境
问题的重要途径． ２０１５ 年出台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定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及相关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尤其要狠抓工业污染防治，取
缔“ 十小” 企业，全面排查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小型工业企业． 当前亟需一套面向行业和企业的评价方
法，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目前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区域或流域产业结构与水环境密切相关 ［１⁃４］ ，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是实现污染物减排和提升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 ［５⁃６］ ，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主要依据不同行业
和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７⁃９］ ． ２０１０ 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类重点污染源进行系统的
普查，建立健全了各级污染源信息数据库，明确了工业点源的空间分布和排放特征 ［１０⁃１３］ ，识别出主要污染排
放行业，为加强环境监管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环境问题既是管理问题，也是发展问题，除加强企业的末
端管理外，同时需要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评价企业的污染排放、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制定行业发
展指导目录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确定企业监管的方法，提升区域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目前针对千岛湖地区
水环境的研究已比较多，主要集中于千岛湖湖体的水质变化方面 ［１４⁃１６］ ，或者对其水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
分析 ［１７］ ，但从水环境的工业行业污染结构与优化管理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基于此，本研究建立在第一
次污染普查及后续的更新数据，重点针对千岛湖国家级战略水源地的水环境保护需求，以千岛湖流域的淳
安县为研究区域，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次对淳安县水环境污染排放与经济贡献进行综
合评价，探讨工业行业污染结构和企业分类管理策略，为落实“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加强千岛湖水环境保
护提供依据，也可为其它地区行业结构优化和企业水环境强化管理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
千岛湖流域总面积约为 １０４４２ ｋｍ２ ，行政分区属于安徽省和浙江省． 本文研究区为千岛湖下游部分（ 图

１） ，即浙江省杭州市境内的淳安县，其中流域内 ９８％ 的水域集中在淳安县境内，其境内的千岛湖是浙江省和
杭州市最为重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地，２０１１ 年底被国家发改委定位为“ 国家战略水源地” ，列入国家良好湖库
保护的第一试点． 因千岛湖处于淳安县中心，属于千岛湖湖泊水质响应的敏感范围，周边的工业企业主要分
布于沿湖和沿河的地带，入湖比例高． 作为全流域的汇水区，上游新安江断面 ＣＯＤ Ｍｎ 约占流域的 ７４％ ，下游
约占 ２６％ ，但因下游地区处于千岛湖周边地区，对水体有较大的影响． 目前淳安县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
别为 １５．６８％ 、３９．７１％ 、４４．６１％ ，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流域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并且形成以纺织
业、饮料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格局． 工业排放 ＣＯＤ Ｍｎ 占其排放总量的 ２０％ 以上，对
水环境影响大．

２ 方法与数据
２．１ 研究方法
聚类分析是统计学上研究多要素事物分类问题的数量方法，能够基于多变量的分析，综合确定样本之
间的亲疏关系，并据此对样本进行分类． 常见的聚类分析方法有系统聚类法、动态聚类法和模糊聚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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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及企业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等 ［１８］ ． 本研究采用的系统聚类法中的 Ｑ 型聚类，基本步骤为：每个样本自成一类，按照样本差异的测度方法
度量所有样本间的“ 亲疏程度” ，并将其中最接近的样本聚成一小类，形成 ｎ－１ 类；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将所
有个体和小类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类，直到所有个体聚为一个最大类为止 ［１９］ ． 计算样本间的差异程度时采用
平方欧氏距离，其计算公式为：

Ｄ ２ｉｊ ＝

∑ （Ｘ
ｎ

ｋ＝１

ｉｋ

－ Ｘ ｊｋ ） ２

式中，Ｄ ２ｉｊ 为平方欧式距离，代表样本 ｉ 和样本 ｊ 之间的差异程度；Ｘ ｉｋ 代表第 ｉ 个样本在第 ｋ 个变量上的得分，
Ｘ ｊ ｋ 代表第 ｊ 个样本在第 ｋ 个变量上的得分；ｎ 代表变量个数．
２．２ 评价指标选取
为了综合分析各行业、企业经济贡献、污染产生量和排放量，本研究选取各企业以及行业的工业总产
值、单位产值污染物产生量和污染排放率作为评价指标，工业总产值可反映出企业或行业的经济贡献，单位
产值污染产生量可以反映出污染产生强度，而依据工业污染的处理状况，采用排放和产生污染的比例来代
表污染治理效果． 本次污染排放指标采用工业企业普遍监测的 ＣＯＤ Ｍｎ 指标．

２．３ 数据描述

所采用的污染产生量和排放量数据主要来自于淳安县 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并

剔除后续到 ２０１３ 年已经关闭的企业，企业和工业行业总产值采用 ２０１４ 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和淳安县统计年
鉴，包括工业企业名称、工业行业类别以及 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和排放量． 在企业选取方面，从污染普查中的 ５００

家排污企业中选取出具有 ＣＯＤ Ｍｎ 污染排放的 １８０ 家企业作为分析样本． 其中 １８０ 家企业产值占 ５００ 家企业
总产值的 ８３．４１％ ，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 ４９．２７％ ．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分为采矿业、纺织业和饮料制造业等 １９ 个行业类型．

２０１１） ，将其划

由于污染普查实施后只对关停企业和重点排污企业数据进行更新，而本文评价中所采用的企业污染排

放数据处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工业行业经济数据采用 ２０１４ 年的统计年鉴数据，为了从企业污染排放的数据中

分类统计不同行业的贡献特点，假设 ２０１０
污染排放量基本一致．

２０１４ 年企业规模和技术进步方面无显著变化，即企业单位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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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工业污染的行业结构
３．１．１ 工业行业结构状况

１８０ 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 ６８．６５ 亿元，主要以纺织业、饮料制造业以及金属制品

业为主（ 图 ２） ，这三类行业工业总产值占 １８０ 家企业样本的 ７７．４８％ ，其余 １６ 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
低，仅为 ２２．５２％ ． 纺织业、饮料制造业以及金属制品 业的 经济 贡献 处于 行业前 列， 分别 占工 业总 产值 的

３１．６８％ 、２７．４７％ 、１８．３３％ ；其次为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以及食品
制造业；其它行业的经济贡献均低于 ２％ ．

图 ２ 淳安县工业行业结构

Ｆｉｇ．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ｕ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１．２ 工业行业污染贡献量

由 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可以看出，淳安县饮料制造业和纺织业的污染贡献率位居行业

前列（ 图 ３） ，分别占统计行业的 ４２．５３％ 、２１．９４％ ；其次为食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采矿业
以及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其 ＣＯＤ Ｍｎ 产生贡献率介于 ３％ ～ １１％ 之间；其它行业的 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相对来说较

低，其贡献率均低于 ２％ ． 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的行业差别，一方面与行业的生产工艺有关，如纺织业、食品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及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这些行业的生产工艺水平低；另一方面与其行业规模有关，如饮
料制造业、纺织业以及金属制品业，其行业产值均高于 １０ 亿元，从而导致其 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处于高水平．

ＣＯＤ Ｍｎ 排放量方面，以纺织业和饮料制造业表现最为突出，其贡献率分别为 ４０．１６％ 、１８．９８％ ；其次为农

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以及金属制品业，其贡献率介于 ４％ ～ １２％ 之间；水的生产
供应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木材加工业等行业的排放量很小，其贡献率均低于 ３％ ． 影响污染物排放量
的因素主要包括行业规模以及污染物治理水平． 其中纺织业和饮料制造业表现的最为明显，一方面受其行
业经济规模影响，２ 个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同时由于污染物处理水平的不同，ＣＯＤ Ｍｎ 排放量存在很大差异．

虽然纺织业 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低于饮料制造业，但由于对 ＣＯＤ Ｍｎ 的处理力度低，使得饮料制造业 ＣＯＤ Ｍｎ 排放贡献
率为纺织业的 ２ 倍多．

３．１．３ 行业单位产值的污染产排水平

淳安县 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和 ＣＯＤ Ｍｎ 排放强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表

１） ． 单位产值 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以农副食品加工业（ ３４．７８ ｋｇ ／ 万元） 、食品制造业（ ２４．４８ ｋｇ ／ 万元） 位居前两位，
说明行业的产污水平高；其次为采矿业、饮料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纺织业以及
通用设备制造业；其它行业的 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则比较低． 单位产值 ＣＯＤ Ｍｎ 排放量中农副食品加工业、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分别为 １３．２１、７．０１、５．４２ ｋｇ ／ 万元，处于行业前列；其次为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纺织
业、有色金属冶炼业、采矿业、橡胶制品业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其它行业的 ＣＯＤ Ｍｎ 排放强度均处于较低水
平． 此外，工业各行业中 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和排放强度表现出高度一致性的为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要受行业经
济规模小、ＣＯＤ Ｍｎ 治理力度较小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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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淳安县工业行业污染物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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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淳安县工业行业污染物产排水平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ｕ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工业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采矿业
饮料制造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
纺织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业
橡胶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木材加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
印刷业

单位产值 ＣＯＤ Ｍｎ

单位产值 ＣＯＤ Ｍｎ

经济贡献率 ／
％

ＣＯＤ Ｍｎ 排放率 ／

３４．７８

１３．２１

１．１９

３７．９７

１１．９６

１．８４

１．９９

１５．３８

产生量 ／ （ ｋｇ ／ 万元） 排放量 ／ （ ｋｇ ／ 万元）
２４．４８
８．２９
７．００
４．１１
３．７０
３．６１
１．８５
１．８３
１．５８
１．２７
０．９８
０．８７
０．５２
０．４４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２

５．４２
１．０５
７．０１

２．３４
２７．４７

％

２２．１３
１２．６９

０．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３

３１．６８

５２．０３

１．８５

０．０４

２．３８
０．９７
１．８３

４．７１
２．６６
０．１９

０．３６

１８．３３

０．９９

１．７７

１．２７
０．８７
０．５１
０．４５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５７．９４
２６．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９４

０．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
４．０８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９７．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 工业行业聚类分析

综合考虑行业经济贡献、行业产污水平和治理条件，将工业行业划分为 ６ 类（ 图 ４） ．

第Ⅰ类行业包括饮料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该类型行业经济贡献高、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处于中等或较低水

平，受行业规模影响污染物产生总量较大，由于污染物治理效果好，ＣＯＤ Ｍｎ 排放量大大降低；第Ⅱ类行业仅有
纺织业，该行业经济贡献最高，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污染物产生量仅次于饮料制造业，但由于污染
物的治理效果差，ＣＯＤ Ｍｎ 排放量为行业最高，高污染特点明显；第Ⅲ类行业即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该行业经
济贡献中等、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和排放量均处于较高水平，污染治理效率也低；第Ⅳ类行业包括采矿业、通信及电
子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该类型行业的经济贡献率中等，除采矿业外 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也低，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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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治理效果好，大大降低了行业的 ＣＯＤ Ｍｎ 排放量；第Ⅴ类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该类型
行业表现为典型的经济贡献低、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极高的特点，虽然污染物的治理效果较好，但其排放量仍然
很高；第Ⅵ类行业包括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医药制
造业、印刷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业以及橡胶制品业，该类型行业的经济
贡献率低、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也低、污染物治理效率低，由于行业规模比较小，ＣＯＤ Ｍｎ 排放量总体较低．

图 ４ 工业行业聚类树状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ｒｅｅ
３．３ 工业企业聚类分析
不同行业内部因企业规模、生产工艺、原料产
品、企业位置等方面的差异，在经济贡献、污染产生
和污染治理水平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仅仅通过行
业管理并不能达到优化发展和强化管理的目的，需
要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 企业作为污染排放的微观
主体，从企业角度分析能够更好地补充行业分析的
缺失，为工业污染源的治理以及工业结构调整提供
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 据此将淳安县 １８０ 家企业采
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综合划分，可分为差异明显
的 ４ 种类型（ 图 ５） ．

图 ５ 工业企业类型划分结果

Ｆｉｇ．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高 经 济 贡 献、 低 产 污 强 度、 低 污 染 排 放 率

（ ＨＬＬ） ． 该类型主要包括 ３ 家企业，工业总产值高，
均为淳安县的龙头企业；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较低，清
洁生产水平较高，较大的经济规模使其污染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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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污染物治理效果好，污染排放强度低，对水环境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该类型企业的环境经济性最优．

高经济贡献、较高产污强度、低污染排放率（ ＨＨＬ） ． 该类型主要有 ３６ 家企业，工业总产值高、ＣＯＤ Ｍｎ 产

生强度较高，污染物治理效果好，大大降低其污染物排放量，减轻了对水环境的压力．

低经济贡献、低产污强度、高污染排放率（ ＬＬＨ） ． 该类型企业数量大，共涉及 １３２ 家企业，并且以中小型

经济规模为主，是当前淳安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低，清洁生产水平高；受其经济规模影
响，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和排放量都处于低水平，污染物均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放进入水环境．

低经济贡献、高产污强度、高污染排放率（ ＬＨＨ） ． 该类型共有 ９ 家企业，工业总产值低，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

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低． 由于污染物均直接进入水环境，使其污染物排放强度也处于高水平，对水环境压
力大，属于典型的“ 十小” 企业，同时该类型企业均属于农副食品加工业．

４ 讨论
４．１ 工业污染行业组成结构及优化策略
区域产业结构作为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生态环境方式的集中体现，它是环境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种类

及数量的“ 控制体” ［２０］ ，因此在工业发展计划和管理中若能依据污染产排放特点引导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对水环境的压力． 目前淳安县传统的支柱产业主要为纺织业、饮料制造业和金属制
品业，而单位产值污染产生量较大的行业依次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采矿业、饮料制造业． 如果不
考虑各年在污染治理方面的进步，淳安县 １９８０ 年以来工业单位产值的 ＣＯＤ Ｍｎ 平均产生量由 ７．５０ ｋｇ ／ 万元下
降到目前的 ４．９８ ｋｇ ／ 万元，其工业结构不断优化． 但从目前的工业行业结构及其污染排放结构来看，淳安县
工业污染还存在结构性问题，纺织业、饮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食品制造业以及农副食品加工业
为 ＣＯＤ Ｍｎ 产生的主要行业，其 ＣＯＤ Ｍｎ 产生量占总产生量的 ８２．９０％ ，其中食品制造和副食品加工的 ＣＯＤ Ｍｎ 产
生和排放量均远超过其经济贡献，纺织业作为传统的支柱产业还存在污染治理力度不够的问题；化学原料
及其制品业作为污染产生量高和治理力度不够的行业还占有较高的比例．

工业作为重要的污染源，目前在污染源解析方面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４，１０⁃１４］ ，为工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基

础． 工业结构的调整则立足环境保护角度综合考虑经济、环境影响，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 ［７⁃８］ ． 千岛湖独特的
水源地地位使其更加注重水环境保护，工业行业的分类评价可为“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中确定淳安县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落后产能淘汰方案制定提供科学指导． 因此，在工业分类体系中，对于饮料制造业、金
属制品业和纺织业三个传统支柱行业，考虑到淳安县桑蚕养殖和优质水资源是其主要资源优势，这三类仍
然为重点发展的行业，目前和今后发展中尤其要注重纺织业污染治理力度的提升、饮料业改善工艺减少污
染产生量，因规模大、污染排放基数大，还需要注意行业发展布局与水环境容量相适应． 重点限制发展的行
业为第Ⅲ类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和第Ⅴ类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这些行业污染产生量
高，即使强化治理仍然有较大的排放量，其次是采矿业，也存在污染产生强度大的问题，此外还影响到流域
的水源涵养能力，对这些行业应该列入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依法淘汰高污染的产能行业，同时对新发展的行
业要设置严格的环境准入门槛． 第Ⅳ类的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为鼓励发展的行业，目
前 ＣＯＤ Ｍｎ 产生强度低，污染治理也比较成功． 第 ＶＩ 类的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目前普遍存在污染直排的问题，需要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
４．２ 工业企业发展的监管策略

行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已成为实现水环境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并且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 ［７⁃８］ ，但企业作

为污染排放的主体，目前针对其管理与控制方面的研究几乎很少涉及． 而立足于企业确定其监管策略，更有
利于从源头实现污染控制．

企业的综合分类中，ＨＬＬ 型企业均属于行业分类的 Ｉ 类，为淳安县龙头企业，充分利用了淳安县的资源

优势，主要位于千岛湖镇，其污染基本得到较好的治理，应该进一步做大做强，重点支持其发展． ＨＨＬ 型企业
具有较高的产值贡献，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污染产生量，污染排放的强度相对较低，企业分属于行业分类的 Ｉ ～

Ｖ 类，应以工艺改造和废水深度处理为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发展． ＬＬＨ 型企业产值较低，但数量达
到 １３２ 家，分布面积广，为解决淳安县的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企业因污染排放监管不利，有些甚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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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２）

直排为主，因此在今后发展中应以整改为主． ＬＨＨ 型企业均属于第 Ｖ 类限制发展的行业，同时考虑其低产
值贡献以及高排污强度特点，应以逐渐关停为主．

５ 结论
１） 本文明确了千岛湖流域下游的淳安县的工业行业结构、行业产值贡献和污染排放水平． 在 １９ 个工业

行业中，从产值来看工业行业以纺织业、饮料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为支柱产业． 行业单位产值 ＣＯＤ Ｍｎ 排放量

以农副食品加工业（３４．７８ ｋｇ ／ 万元） 、食品制造业（２４．４８ ｋｇ ／ 万元） 位居前两位，其次是采矿业、饮料制造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纺织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 从 ＣＯＤ Ｍｎ 排放总量来看，饮料制造
业和纺织业的污染贡献率最高，其次为食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采矿业以及化学原料及
其制品业．

２） 淳安县 １９８０ 年以来行业结构不断优化，但现状行业结构还存在结构性污染问题． 目前饮料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和纺织业三个传统支柱行业应重点发展，但在行业布局时要注重污染排放总量与所在区域环境
容量相协调，尤其要通过工艺改造和废水深度处理减少纺织业污染排放；第Ⅲ类的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业和
第Ⅴ类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应提高环境准入门槛，限制其发展． 第Ⅳ类的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
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是未来鼓励发展的行业． 第 ＶＩ 类的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目前普遍存在污染直排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

３） 行业和企业的分类有助于贯彻实施“ 水污染防治行动” ，企业综合分类中 ＨＬＬ 型企业为龙头企业，要

重点支持；ＨＨＬ 型企业 在工 业产 值上 有较 高的 贡献， 在 鼓励 发展时 要注 重废 水深 度处 理 和 设 置 严 格 的
ＣＯＤ Ｍｎ 排放限值，尤其要加强行业 ＩＩＩ 类和 Ｖ 类中 ＨＨＬ 型企业的限制；ＬＬＨ 型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应
以整改为主；ＬＨＨ 型企业应该以逐渐关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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