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述 

按照《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7119-2006）、《工业企业

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GB/T18820-2011）、《用水单位水计量器

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2009）、《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12452-2008）标准要求，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大通新材”）于 2021 年 02 月 15 日-02 月 19 日进行

了节水型企业自评价工作，评价基期为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通过资料查阅、数据核算、现场查看、员工访谈等方式，从基本要求、

管理要求、技术要求等三个方面对大通新材的节水型企业的创建情况

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评价工作。 

1.1企业概况 

大通新材成立于 2005 年 6 月，注册资本为 41000 万元人民币，

占地面积为 80 亩。公司主营业务电磁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生产

不同耐温等级不同规格的产品，是目前国内品种最全、技术水平最高

的电磁线生产企业之一，产品应用覆盖汽车电机、电动工具、工业电

机、家用电器等领域，拥有博世、ABB、康明斯、比亚迪、松下等国

内外知名客户。 

 

1.2企业用水情况介绍 

大通新材所有生产和生活用水均采用一次水，生活用水主要为办

公、生活等用水，生产用水主要为工艺用水和循环补水，一次水来自

园区供水管网提供。2020 年公司用水量 81764 立方米。 



二、评价内容 

2.1 节水型企业基本要求符合情况 

2.1.1 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企业在新建、改建和扩建建设项目时应实施节水的“三

同时、四到位”制度。“三同时”即节水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四到位”即工业企业要做到用水计

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管水制度到位、节水措施到位。 

企业情况：公司项目在建设时考虑了节水措施，空压机冷却塔的

冷却水、洗线盘用水均进行了循环利用，洗手间等采用了感应式的节

水器具。 

2.1.2 生活和生产用水分开计量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分开计量，生活用水没有包费制。 

根据生活用水收费结算单，本公司生活用水没有包费制，按实际

使用量向自来水公司缴费。 

2.1.3 水计量装置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具有完善的水平衡测试系统，水计量装置完备。 

企业情况：本公司用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水计量器具配备统计情况表 

序

号 

水表

编号 
水表名称 

水表口 

径

（mm） 

所在位置 计量范围 类型 
精

度 

安装日

期 

1  总表 80 厂大门口 全厂计量 
旋翼

式 
B 2020.6 

2  洗线盘车间 40 线盘车间墙外 洗线盘车间 
旋翼

式 
B 2019.12 

3  食堂 50 食堂后门 食堂用水 
旋翼

式 
B 2018.12 



序

号 

水表

编号 
水表名称 

水表口 

径

（mm） 

所在位置 计量范围 类型 
精

度 

安装日

期 

4  冷风机 1# 50 厂房西墙下 一车间屋顶 
旋翼

式 
B 2005.03 

5  冷风机 2# 50 厂房西墙下 一车间屋顶 
旋翼

式 
B 

2005.03 

6  冷风机 3# 50 厂房西墙下 三车间屋顶 
旋翼

式 
B 

2005.03 

7  冷风机 4# 50 厂房西墙下 三车间屋顶 
旋翼

式 
B 

2005.03 

8  
办公楼——

东 
25 

办公楼卫生间

（东） 
厕所用水 

旋翼

式 
B 

2005.03 

9  
办公楼——

西 
25 

办公楼卫生间

（西） 
厕所用水 

旋翼

式 
B 

2005.03 

10  南传达室 40 保安室门口 水塔用水 
旋翼

式 
B 

2005.03 

11  北门卫生间 40 北卫生间外 北卫用水 
旋翼

式 
B 

2005.03 

12  消防用水 32 800 吨消防池 消防池用水 
旋翼

式 
B 

2005.03 

13  纯水泵① 40 软水房 生产用水 
旋翼

式 
B 

2005.03 

14  纯水泵② 50 软水房 生产用水 
旋翼

式 
B 

2005.03 

注 1：“计量范围”栏：填相应的“用水设备、设施、建筑物的名称”+“水的用途”，如：

“冷却塔补水、某宿舍卫生间用水”等。 

注 2：“类型”栏：填、水平螺翼式或垂直螺翼式。 

注 3：“水表精度”栏：填计量等级（A、B、C、D）或量程比（Q3/Q1的值）。 

表 2-2 水计量统计情况表 

大通新材水计量器具配备率和水计量率见表 2-3 和表 2-4。水计

量器具配备基本符合《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2009）要求，但部分用水缺少计量，尚需进一步完善。 

表 2-3 水计量器具配备率情况 

指标 计算方法 标准 
结果

（%） 

水计 

量器

具配

备率 

一级 一级水表实际安装数量/一级水表应安装数量*100% 100% 100 

次级 次级水表实际安装数量/次级水表应安装数量*100% ≥95% 93 

主要

用水

设备 

主要用水设备（系统）水表实际安装数量/主要用水

设备（系统）水表应安装数量*100% 
≥80% 85 

表 2-4 水计量率情况 



指标 计算方法 标准 结果（%） 

水计 

量率 

一级 一级水表合计水量/总水量*100% 100% 100 

次级 次级水表合计水量/一级水表合计水量*100% ≥95% 93 

主要

用水

设备 

主要用水设备（系统）水表合计水量/次级水表

合计水量*100% 
≥85% 85 

根据大通新材供水排水管网图、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表，了解各

用水单元的用水情况计量统计，见表 2-5。本公司具有较为完善的水

平衡测试系统。 

表 2-5 用水情况计量统计表 

用水类别 
存在情况（有/

无） 
计量统计情况（有/无） 

新水量 
常规水资源量 有 有 

非常规水资源量 无 无 

重复利用

水量 

直接冷却循环水量 无 无 

间接冷却循环水量 有 有 

其它循环水量 无 无 

蒸汽冷凝水回水量 有 有 

回用水量 有 有 

其他串联水量 无 无 

其它水量 

排水量 有 有 

漏水水量 无 无 

耗水量 无 无 

2.1.6 排水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企业排水实行清污分流，排水符合GB 8918的规定，

不对含有重金属和生物难以降解的有机工业废水进行稀释排放。 

企业情况：本公司的排水实行了清污分流，排水水质达到沧州绿

源水处理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2002）规定，且没有对含有重金属和生物难以降解的有机工业废

水进行稀释排放。 

2.1.7 使用淘汰设备和器具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没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设备和器具。 

http://www.baidu.com/link?url=AMGqy27CHErBMlkvYYKGgGtkwgKTMWP7hsntKT-piF5A2fMZHaRNtcointy_-mviFDuXUVyYEsL3fvyr2AnsCa


企业情况：2011年国家发改委 2011年第 9号令《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将一次冲洗用水量 9 升以上的便器，螺旋升降式（铸铁）

水嘴，进水口低于溢流口水面、上导向直落式便器水箱配件，铸铁截

止阀等产品列入淘汰类产品。 

根据本公司的用水设备清单以及用水计量器具清单，大通新材没

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设备和器具。 

2.2 节水型企业管理要求符合情况 

2.2.1 管理制度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有节约用水的具体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系统、科学、

实用、有效；计量统计制度健全、有效。 

企业情况：本公司具有《计量管理制度》、《能源管理制度》、

能源管理制度中包括《用热、用水管理》、《办公区能源管理》等，

制度落实情况良好，取得良好节水效果。本公司用水管理制度系统、

科学、实用、有效，计量统计制度健全、有效。 

2.2.2 管理人员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有负责用水、节水管理的人员，岗位职责明确。 

企业情况：大通新材任命了王嘉兴作为负责用水、节水的管理人

员，《节约用水制度》明确了用水、节水管理部门的专职人员的岗位

职责，节水管理岗位职责：为负责组织公司节水知识培训、教育工作，

开展节水合理化建议活动，提高广大员工的节水意识，杜绝浪费，不

断提高水源利用率；负责完成各级政府临时性下发的各项节水报送工

作。水量统计岗位职责：在公司节水管理岗位领导的指导下，负责本



公司各车间用水量的统计工作；每月及时收集公司各单元节水总结、

报表并编制公司节水季报配合公司相关部门完成节水季度经营性分

析、年度结算的统计以及下一年度节水费用预算工作。 

2.2.3 管网（设备）管理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有近期完整的管网图，定期对用水管道、设备等进行

检修。 

企业情况：本公司有近期的供水管网图、排水管网图和水表计量网络

图。根据《日常巡查和保修检修制度》以及管网（设备）维护保养记

录台账，定期对用水管道、设备等进行检修。 

2.2.4水计量管理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具备依据 GB/T12452 要求进行水平衡测试的能力或

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完整，安装规范完成统计

报表。 

企业情况：本公司水计量器具配备基本符合《用水单位水计量器

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2009）要求，但部分用水缺少计量，

尚需进一步完善，暂不具备进行水平衡测试的能力。 

2.2.5计量设备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企业总取水、以及非常规水资源的水表计量率为 100%；

企业内主要单元的水表计量率≥90%；重点设备或者重复利用用水系

统的水表计量率≥85%;水表的精确度不低于±2.5%。 

企业情况：根据表 2-2 和表 2-4，本公司总取水以及非常规水资

源的水表计量率为 100%；主要单元的水表计量率≥90%；重点设备或



者重复利用用水系统的水表计量率≥85%。 

根据表 2-1，公司水表的精确度不低于±2.5%。 

2.3 节水型企业技术要求符合情况 

2.3.1 重复利用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计算出重复利用率、废水回用率，其中重复利用率应

达到本行业先进水平； 

2.3.2 用水漏损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用水漏损率应达到本行业先进水平； 

企业情况：本公司暂不具备进行水平衡测试的能力，无法确定用

水漏损率，暂无法对该指标进行评价。 

2.3.3 排水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达标排放率应达到本行业先进水平； 

企业情况：本公司无生产废水排放，全部生活污水排入污水管网，

由区域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达标排放率 100%。 

技术指标计算： 

达标排放率=达到排放标准的排水量/企业的排水量×100%=100% 

2.3.4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要求评价发现 

评价要求：非常规水资源替代率应根据行业先进水平和不同地区

水资源的禀赋差异具体确定； 

企业情况：大通新材未使用非常规水资源。 

三、评价结论 

依据企业用水情况和收集的相关证据文件，大通新材在计量器具



配备方面未达到节水型企业要求，其余方面均达到节水型企业要求。 

四、建议 

为使企业完全满足节水型企业要求，下一步开展工作建议如下： 

1.完善企业节水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节水管理岗位责任至，

健全企业节水管理机构和人员，加强目标责任管理和考核，制定并实

施节水规划和年度节水计划。 

2.加强用水管网和设备管理，依据 GB 24789《用水单位水计量

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配备用水计量器具，建立完整、规范的原始记

录和统计台账，完善用水计量配备和管理。 

3.提高职工节水意识，加强节水技术改造，推进节水技术进步。 

节水型企业技术指标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符合性 

基本要求 

“三同时、四

到位”制度 

企业在新建、改建和扩建建设项目时应实施

节水的“三同时、四到位”制度。 

符合 

取水许可制度 
严格执行国家相关取水许可制度，开采城市

地下水符合相关规定 

符合 

生活用水要求 
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分开计量，生活用水没

有包费制 

符合 

冷凝水及冷却

水要求 

蒸汽冷凝水进行回用，间接冷却水和直接冷

却水应重复使用 

符合 

水计量装置要求 
具有完善的水平衡测试系统，水计量装置完

备 

符合 

排水要求 

企业排水实行清污分流，排水符合 GB 8918

的规定，不对含有重金属和生物难以降解的

有机工业废水进行稀释排放 

符合 

淘汰设备和器

具要求 

没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设备和器具 符合 

管理要求 

管理制度要求 

有节约用水的具体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系

统、科学、实用、有效；计量统计制度健

全、有效 

符合 

管理人员要求 
有负责用水、节水管理的人员，岗位职责明

确 

符合 

管网（设备） 近期完整的管网图，定期对用水管道、设备 符合 



管理要求 等进行检修 

水计量管理要求 

具备依据 GB/T12452要求进行水平衡测试的

能力或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原始记录和统

计台账完整，安装规范完成统计报表 

符合 

计量设备要求 

企业总取水、以及非常规水资源的水表计量

率为 100%；企业内主要单元的水表计量率≥

90%；重点设备或者重复利用用水系统的水

表计量率≥85%;水表的精确度不低于±2.5% 

符合 

技术要求 

取水量要求 
单位产品取水量应达到本行业先进水平，并

达到 GB/T18916所有部分的要求 

符合 

重复利用要求 重复利用率应达到本行业先进水平 符合 

用水漏损要求 用水漏损率应达到本行业先进水平 符合 

排水要求 达标排放率应达到本行业先进水平 符合 

非常规水资源

利用要求 

非常规水资源替代率应根据行业先进水平和

不同地区水资源的禀赋差异具体确定 

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