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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Abbreviations 

 

AMDAL：环境影响评估（印尼） 

ASEA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东盟 

BGMEA: 孟加拉国服装制造及出口商协会 

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 

CDC：Cambodia Development Committee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CNTAC：China National Textile and Apparel Council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AC：Electricity Authority of Cambodia 柬埔寨电力公司 

FWCMS: Foreign Workers Centralized Management System  

GMAC:柬埔寨服装制造商协会 

GSP：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普惠制待遇 

T&G: Textile & Garment 纺织服装 

Toe: tons of oil equivalent 吨油当量 

TWH：太瓦时 

KWH： 千瓦时 

VITAS：Vietnam Textile & Apparel Association 越南纺织服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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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xtile & Garment (T&G) industry,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scale and the increasing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the demand for energy in T&G industry has also increased. 

Problems such as the increase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utput value of main products, and imperfect energy 

utilization also appears. There is huge potential for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which energy saving potential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is more than 50%. 

 

Energy consumed in T&G industry is mainly fossil energy (such as coal, gas, oil) 

and electricity. In 2015, the total fossil fuel consumption of the world is 11.306 

billion tons of oil equivalent (toe). Among the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ountries/district consumed 5.93 billion toe, accounting for 52.45% of the world's 

total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of BRI countrie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s 

well as textile industry's share of GDP in these countri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work to increase energy efficiency of T&G sector in BRI countries and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China's T&G industry has a very high proportion in BRI region and the whole world. 

In recent years,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hole reg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rising cost of manufacturing in China, the ASEA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reg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investment priority for Chinese textile enterprises. This report selects the 

representative BRI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Indonesia and Cambodia in the 

ASEAN region, and Bangladesh in South Asia, whose T&G industry is growing 

rapidly,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nvestment in this sector 

in BRI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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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report analyses the energy saving potential of 

production chain, including four links: chemical fiber, cotton spinning, printing 

and dyeing, and garment manufacturing.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in China 

alone, if the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re promoted 

in the production chain, combining with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standards, it is 

expected to save 15.3098 million tons of standard coal during the five-year period 

from 2019 to 2024, that is 3% reduction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on the 

Chinese T&G industry annually. Improv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China's T&G 

industry can not only greatly reduce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a country 

that counts for more than half of world’s total T&G production, but also drive and 

lead the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BRI countries. If those energy saving 

technologies are promoted in 126 BRI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energy saving 

effect will be more significant. 

 

China is also an important exporter of textile machinery. In 2017, the total export 

volume of China's textile machinery to BRI countries was 2.419 billion US dollars, 

accounting for 70.34% of China’s total textile machinery export volume. To further 

study the energy saving potential and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hinese textile 

machinery industry on BRI countries, China National Textile and Apparel Council 

(CNTAC) also interviewed some large textile machinery exporters in China, studied 

the exporting situation of those enterprises, the influence of energy and water 

efficiency on business and their future need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ere is no classification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water efficiency for exported 

textile machinery, also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d water efficiency were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buyers from BRI countries when they were purchasing those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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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ort suggests set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promote energy 

saving technologies, promote energy efficiency / water efficiency classification for 

textile machinery, and organize energy conservation training for supply chain, so 

as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level of the T&G industry in BRI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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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化程度不断增高，

纺织工业对能源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行业存在能源消费总量上升、主要产品单

位产值能耗较高、能源利用不完善等问题。而能效提升存在巨大潜力，其中在

产业部门的节能潜力也在 50%以上1。 

纺织工业的能源消费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以及电力为主。

2015 年，全球化石能源总消费 113.06 亿吨油当量，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

费 59.3 亿吨油当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 52.45%。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能

源消耗不断加大，而纺织工业在这些国家中的占比也不断增大，此时提出关注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纺织工业能效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对全球纺织行业的

能效提升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的纺织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乃至全球都占有极高的比例。近年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纺织品贸易往来大幅增长；随着中国制造成本费用

的不断上涨，东盟地区也逐渐成为中国纺织企业的投资热点。报告选取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中纺织工业有代表性的国家，例如东盟地区的越南、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以及虽位于南亚，但纺织工业占比大、增长迅速的孟加拉国四个国家

为代表进行纺织行业梳理，同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背景下，向这些国

家纺织行业投资与合作的优势劣势进行分析。 

为研究纺织行业的能效提升潜力，报告以中国为例，针对化纤，棉纺，印

染，成衣制造四个环节的工艺流程上的重点节能技术进行分析。根据计算，如

果中国在化纤，印染，棉纺，成衣制造四个环节推广文中所介绍的节能技术，

并与纺织行业相关政策、标准相结合推动，从 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预

计可节约1530.98万吨标准煤，平均每年节约中国纺织行业总耗能量的3%3。  提

高中国纺织业的能效水平，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占全球纺织业 50%产量的总耗能，

还可以带动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效水平。若类似的节能技术推广到一

                                                        
1 国际能源署，2012 
2 《一带一路国家资源分析》，刘清杰，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2017 
3 2015 年纺织行业总耗能为 9957 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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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沿线 126 个国家及地区4，节能效果将更加显著。 

 

中国同时也是重要的纺织机械出口国，2017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

纺机总额 24.19 亿美元，占中国纺机总出口额的 70.34%。为进一步了解纺织机

械使用中的节能潜力以及中国纺机出口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纺织行业的影响，

报告针对大型的中国纺机出口企业开展调查，研究纺机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

出口情况，能效和水效对纺机出口的影响，以及后续配套需求。根据调查结果，

目前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的国家的纺机均没有能效和水效的等级区分，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的企业在采购纺机时也未考虑设备能效和水效情况。 

 

报告最后建议 ，未来可通过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推动建立区域性的能效标

准、推广节能技术、推动纺织机械进行能效/水效分级、组织行业人员进行节能

培训等工作，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纺织行业整体能效水平。

                                                        
4 截止 2019 年 4 月，中国已经与 126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74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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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区域纺织行业概况 

纺织服装行业是最早、最充分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行业。中国是传统的纺织

出口大国，且近年来出口比重逐年增加；东南亚、非洲以及南美等一些欠发达

国家纺织行业发展迅速，发达国家纺织品订单有向这些国家转移的趋势。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7 年中国服装出口额为 2669.5 亿美元，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1.53%。纺织服装品出口到一带一路地区的份额达到 33.36%，远远超

过对主要传统贸易国家美国（17.43%）和日本（7.8%）的出口量。 2016 年，中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纺织服装出口额达 891.5 亿美元，约占总出口额的 1/3，

其中对东盟的纺织服装品出口额达 333 亿美元。 

 

除了进出口贸易，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

家之间出口税负的差异，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投资东南亚等成

本较低的国家。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数据统计，2016 年，中国纺织服装业的

对外直接投资达 2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3%。 

 

1.1 东盟情况 

东盟十国，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拥有超过 6 亿人口，2016 年 GDP 总量达 2.5 万亿

美元。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盟国家相继发展纺织业，其中越南、印尼、泰

国和柬埔寨产业发展快速，已成为世界服装出口大国。目前，纺织服装业不仅

是该地区最大的外汇增长点之一，也是多数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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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东盟十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统计（数据来源：WTO） 

序号 国 家 出口金额 

（万美

元） 

地区占比 

（%） 

进口金额 

（万美元） 

地区占比

（%） 

1 越南 307.56 45.6 138.48 36.3 

2 印度尼西亚 115.79 17.2 64.13 16.8 

3 泰国 68.75 10.2 40.34 10.6 

4 柬埔寨 68.14 10.1 41.93 11.0 

5 马来西亚 62.39 9.3 37.15 9.7 

6 新加坡 21.41 3.2 33.27 8.7 

7 缅甸 16.42 2.4 8.29 2.2 

8 菲律宾 12.32 1.8 16.58 4.3 

9 老挝 1.52 0.2 1.16 0.3 

10 文莱 0.06 0 0.60 0.2 

合计 674.35 100 381.93 100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十国近年来与中国合作不断加深。一带一路

六大经济走廊中的中国-中南半岛正成为中国纺织产业投资集聚地，中巴、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也具有发展纺织业的丰富资源。 

 

不断增长的纺织业增加了东盟国家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对环境的影响。根据

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2016 年东盟国家（不含老挝）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 6.51

亿吨油当量（651 Mtoe），较 2000 年的 3.83 亿吨油当量（383 Mtoe） 增长了 

70%，年平均增速为3.4%。 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量的19%，

原油及石油产品占 34%，天然气占 21%，直接燃烧产生能源占 19%，可再生能源

占 6%。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5。 

                                                        
5 东盟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及重点案例国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协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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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选取东盟十国中纺织出口量排名前两位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增速较

快的柬埔寨，以及虽不属东盟，但纺织业发展迅速的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国四个

国家为例，简要叙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纺织行业情况、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机

遇与挑战。 

1.2  越南 

1.2.1 越南能源整体情况 

越南全国人口 9370 万，适龄劳动人口 5480 万。 2017 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

(GDP)同比增长 6.81%，创 10 年来最高年增幅。 随着越南经济高速增长，越南

的能源需求也快速增长。 

 

2016 年，越南生产和购买电力总量 177 太瓦时（TWH），同 比增长 10.8%。

其中，越南电力集团生产电力 159 TWH。 越南每年从中国进口电约 5 TWH。 

根据越南工贸部《2011 年-2020 年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及 2030 年展望》显示，

越南到 2020 年电量需求将达到 330 TWH，到 2030 年将达到 700 TWH 。越南

《关于 2016—2020 年 5 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决议》中也提出，到 2020 年，

单位 GDP 能耗年平均将下降 1-1.5%。 

 

1.2.2 越南环保相关政策 

 

越南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资源环境部（www.monre.gov.vn）。越南

基础环保法规为 2014 年 6 月 23 日经越南国会批准、自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新《环境保护法》6 ，法规鼓励保护、合理使用和节约自然资源。此外，越南政

                                                        
6  www.vanban.chinhphu.vn 

http://www.monre.gov.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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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颁布的相关环保法规还包括：201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 《关于环保规划、战

略环境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和环保计划的规定的议定》 (18/2015/NĐ-CP)和

《环境保护法部份条款实施细则的规定的议定》 (19/2015/NĐ-CP)，2017 年 2

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环保领域行政违法处罚的规定的议定》(155/2016/NĐ-CP)

等。  

 

越南政府对环境保护日益重视，国内工程开工前，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环保

核查，环保部门定期对企业的环保情况进行检查，不达标的企业须马上进行停

工整顿并接受处罚。所有在越南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都必须遵守越南关

于环境保护的国家标准(TCVN)和相关技术规范(QCVN)。标准由相关组织以文件

形式公布，自愿采用，而技术规范由国家职能部门以文件形式发布，强制实施。  

国家标准体系(TCVN)主要包括周边环境质量和废弃物质排放环保标准。周

边环境质量标准包括：各种用途的土地环保标准；各种用途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环保标准；服务于水产养殖和娱乐项目的沿海水域环保标准；城市和农村居民

区空气标准；居民区噪音环保标准。废弃物质排放环保标准包括：工农业生产

废水排放、工业气体和固定排放及有毒物质排放环保标准。  

 

技术规范体系(QCVN)主要包括废水排放技术规范(21 项)、废气和噪音技术

规范(8 项)、危害性污泥(土)污染度技术规范 (6 项)、水源和生活用水技术规范(6

项)等。  

 

1.2.3 中国对越南投资情况 

2017 年中国(不含港、澳、台)新增对越南投资项目合同额 14.1 亿美元，成

为当年越南第四大外资来源地。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在越南有效投资项目

1846 个，合同总额 119.4 亿美元，排名越南外资来源地第八位 7。其中以纺织服

装为代表的制造业占据了相当比例。 

                                                        
7《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越南》，中国商务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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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商务部的《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指南-越南》，投资越南的主要优

势与不利因素是： 

表 2:投资越南的优势及不足因素 

优势条件 不利因素 

 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快；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2018 年

最低月薪约 800-1200 人民

币）； 

 地理位置优越，运输便利；  

 投资法较为开放完善、外国投资

优惠政策较全面；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目前越南已

签署或正在推进 16 项自贸协定，

投资者可利用东盟经济共同体、

中国-东盟自贸区等自由贸易平台

接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经济过多依赖出口，易受国际环

境影响； 

 劳动力素质不高； 

 配套工业落后，机械设备和原材

料大部分依赖进口； 

 外汇管制较为严格； 

 政府部门行政效率较低。 

 

越南实行行业性优惠税收政策：越南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0%，在特定领域的

投资项目收入，可以在产生收入的当年起连续 15 年享受 10%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并享受“四免九减半”的税收优惠。满足一定条件的纺织企业的投资收入自

盈利起前 4 年免税，之后 9 年减半征收。 

 

1.2.4 越南纺织行业情况 

越南占东盟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 1/3，跻身全球五大纺织品服装出口国行

列，特别是服装出口位列全球第三。目前，据越南纺织服装协会 Vietnam 

Textile & Apparel Association（VITAS）统计，截至 2018 年初，越南有纺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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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共 6000 家，共计 270 万人在纺织行业就业，行业总产值占越南工业生产总

值的 10%。 

 

越南是亚洲最有潜力与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竞争的国家，同时也是东盟国家

中与中国进行纺织品服装贸易往来最为密切的国家。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 年

中国出口越南的纺织品服装总额为 131.52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东盟纺织品服装

总额的 37.85%。其中，对越南出口面料金额为 78.9 亿美元，是中国面料出口的

最大单一国家市场。据越南工贸部数据，2017 年越南对华出口 35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60.6%，为越南对外出口第三大国，位居美国、欧盟之后。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6-2017 年对在越南投资的 6 家中资纺织服装企业

（其中 1 家来自中国香港）的调研结果8显示：与其它受访国家企业相比，在越

南投资的中资纺织服装企业普遍规模更高，用工人数也更多。这些企业中多数

投资额和固定资产都超过 5000 万美元，选择投资越南的主要原因包括：1）越

南与中国有相似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2）越南与其他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关税协定，

拥有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更优惠的条件 3）越南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调研中的受访企业均表示，在越南享受自盈利起前 5 年免税，

之后 3 年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 

 

这些调查结果与中国商务部指南大部分相合。而“语言差异和文化障碍”、

“低技能和低效率的员工”和“越南当地相关方对中国投资有着负面反应”是企业投

资越南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8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海外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国别调研报告：越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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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印度尼西亚 

1.3.1 印度尼西亚能源整体情况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东盟最具有影响

力的国家之一。印尼能源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煤、水能、太阳能、地热

能等储量丰富。据印尼官方统计，印尼石油储量约 97 亿桶（13.1 亿吨），天然

气储量 4.8 万亿～5.1 万亿立方米，煤炭已探明储量 193 亿吨，潜在储量可达

900 亿吨以上。 

印尼目前电力装机容量仅为约 5000 万千瓦，用电普及率不到 75%。 2017

年印尼人均电力消费 1012 千瓦时，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没用上电，电力需

求年均增长 10%-15%。印尼个人和企业用电比例为 7:3，使企业发展对电力的需

求更为迫切 。根据 2014 年制定的 2015-2019 年经济发展规划，印尼计划在

2019 年内建设 3500 万千瓦电站项目，并发展 4 万公里电网。  

 

1.3.2 印度尼西亚环保相关政策 

印尼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环境国务部（www.menlh.go.id），其主要

职责是依据《环境保护法》履行政府环境保护的义务，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惩

罚违反环境保护的行为。  

 

印尼基础环保法律法规是 1997 年的《环境保护法》，其对环境保护的重大

问题作出原则规定，是制定和执行其他单项法律法规的依据，其他环境单项法

律法规不得与本法相冲突和抵触。  

 

《环境保护法》要求对投资或承包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AMDAL)，规定

企业必须获得由环境部颁发的环境许可证，并详细规定了对于那些造成环境破

坏的行为的处罚，处罚包括监禁和罚款。  

http://www.menlh.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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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投资情况 

2017 年印尼与中国贸易总额 63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其中对中国出

口 28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3%;自中国进口 34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2%。中

国对印尼贸易顺差为 62.1 亿美元，比上年收窄 42%。中国续为印尼第一大贸易

伙伴。 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全面启动，2016 年 7 月，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议定书正式生效,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进一步

提高，中印尼经贸关系发展面临着历史性机遇。  

 

据印尼方统计，2017 年印尼外国投资的前五大来源依次为: 新加坡 (84.4 亿

美元)、日本(50 亿美元)、中国内地(33.6 亿美元，中方统计 为 10.94 亿美元)、

中国香港(21.2 亿美元)和韩国(20.2 亿美元)。其 中，中国内地和香港对印尼合计

投资达 5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中国内地连续两年成为印尼第三大外资

来源国。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印度尼西亚》9 ，投资印尼

的主要优势与不利因素是： 

表 3：投资印尼的主要优势与不利因素 

优势条件 不利因素 

 政局总体稳定，政府重视扩大投

资; 

 经济增长前景看好，市场潜力大;  

 地理位置重要，控制着关键的国

际海洋交通线; 

 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物流成本高

企、通讯条件普遍较差； 

 电力供应难以满足基本需求； 

 基础工业落后，产业链上下游配

套不完备，影响部分制造业企业

扩大再投资。 

                                                        
9 《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尼西亚》，中国商务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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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有丰

富、廉价的劳动力; 

 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市场较为

开放。  

 部分领域如矿业等行政管理混

乱、税费复杂繁多。 

 

1.3.4 印度尼西亚纺织行业情况 

印尼作为东盟人口最多的国家，纺织服装行业是国家支柱型产业，根据

《印尼国家工业发展总体规划 2015-2035》，纺织服装业是 2015 年第 14 号条例

规定的印度尼西亚总体规划十大优先产业之一。印尼全国纺织业从业人口约

273 万。2017 年印尼纺织品和成衣的出口额达 至 125.8 亿美元，其中服装出口

约 75 亿美元。印尼纺织服装业的三大出口市场分别是美国（32%）、欧洲

（14.6%）和日本（9.8%）（印尼纺织协会，2015 年）。 

 

印尼绿色工业标准 The Indonesian Green Industrial Standard (GIS)是一项针

对纺织行业的自愿性标准，旨在提高工业生产中的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工

业部第 515/M-IND/KEP/12/2015 号法令，这项标准于 2015 年 12 月生效，涵盖

纺织生产中的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印染和整理环节，可帮助纺织制造商评估和管

理原材料、能耗和水耗，同时减少生产中的废料排放。 

 

1.4 柬埔寨 

1.4.1 柬埔寨能源整体情况 

柬埔寨人口约 1600 万， 根据世界银行定义，柬埔寨为中等偏下收入国

家 。 柬埔寨电力供应不足，且面临着逐年上升的用电需求。根据柬埔寨电力公

司（Electricity Authority of Cambodia）数据，2013-2017 年柬埔寨平均每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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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上升 15%以上，2017 年总供电量 8.8TWH，预计 2019 年电力需求将增至

10.8 TWH。目前国内供电占总用电量的 80%，其余 20%从泰国、越南和老挝等

国进口10。供电价格较高，电价约为 0.15-0.2 美元/ 千瓦时。 根据柬埔寨政府

制定的《2015-2025 工业发展计划》 ，2018 年前优先实施 4 个行动计划之一

即是 降低工商业电力价格，  

表 4：柬埔寨 2013-2017 年供电量1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nergy available in million KWH  

供电量 （百万千瓦时） 4051.59 4861.41 6015.35 7033.15 8072.85 

% increase over prev. year 

年增长率 （%） 14.86 19.99 23.74 16.92 14.78 

 

1.4.2 柬埔寨环保相关政策 

柬埔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是环境保护部（www.moe.gov.kh）, 其主要职责

是通过防止、减少及控制污染，保护并提升环境质量和公共卫生水平，在王国

政府决策前，评估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保障合理及有序的保护、开发、管

理及使用柬埔寨王国自然资源；鼓励并为公众提供机会参与环境和自然资源保 

护；制止影响环境的行为。  

柬埔寨国民议会于 1996 年 11 月 18 日通过了柬埔寨第一部《环境保护 

法》。 根据《环境保护法》，任何私人或公共项目均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在项目提交柬埔寨王国政府审定前，由环境保护部予以检查评估；未经环境影

响评估的现有项目及待办项目均需进行评估。  

柬埔寨日益重视环境问题并正在努力建立其环评体系。柬埔寨于 1999 年

颁布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法令，规定项目须在其环评报告经柬埔寨发展理事

                                                        
10 https://www.eac.gov.kh/site/annualreport?lang=en 
11 

Report on Power Sector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2018, 2018, Electricity of Cambodia 

http://www.moe.gov.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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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CDC)批准后方可实施。柬埔寨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法中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

的具体适用范围，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旅游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4 个领域

内。环境保护部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管理部门，其他各部门如水利、能源、

交通等，为其所负责领域内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相关意见。同时，各级环

境部门须负责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保证环评的顺利施行。 虽然

1999 年就颁布实施了环评法令，但由于条件所限，直到 2004 年才有部分建设

项目开展环评工作。柬埔寨环评人员和法律法规尚处起步阶段。  

 

1.4.3 中国对柬埔寨投资情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 年中国对柬直接投资 7.44 亿美元。根据柬埔寨投

资委员会的统计，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4 月 30 日期间，柬埔寨投资委员

会共计批准来自大中华地区的投资项目 106 个，其中制衣业项目 48 个，固定资

产投资总计约 1.78 亿美元。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指南-柬埔寨》12，投资柬埔寨的

主要优势与不利因素是： 

表 5：投资柬埔寨的主要优势与不利因素 

优势条件 不利因素 

 东盟成员国内部零关税； 

 2010 年初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 区，并给予柬埔寨、老

挝、缅甸三国的“早期收获”减免

税计划； 

 美国、欧盟、日本等 28 个国家/

地区均给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

(GSP)；  

 贸易结构单一，以出口成衣为主

并集中于美 欧市场，易受国际经

济环境特别是美欧经济形势变化

的影响； 

 与周边的越南、孟加拉等纺织服

装竞争 对手相比，工人工资水平

较高；  

 柬埔寨制衣业已趋近饱和状态；  

                                                        
12

《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柬埔寨》，中国商务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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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优越，运输便利；  

 实行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柬埔寨投资软环境有待改善。 

经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批准的合格投资项目可取得的投资优惠包括:(1)免征

投资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建筑材料、零配件和原 材料等的进口关税;(2)企业

投资后可享受 3-8 年的免税期(经济特区最 长可达 9 年)，免税期后按税法交纳

税率为 9%的利润税;(3)利润用于 再投资，免征利润税;分配红利不征税;(4)产品出

口，免征出口税。  

 

1.4.4 柬埔寨纺织行业情况 

2017 年，柬埔寨出口总额达 107.9 亿美元，比 2016 年增长 13%，其中，制

衣制鞋业出口 76 亿美元。据柬埔寨劳工部(FWCMS)统计，2017 年柬埔寨共有

1154 家纺织、服装、制鞋厂，增长 4.25%；雇佣工人 77.7 万，增长 4.42%。欧盟

是柬埔寨第一大出口市场，其次为美国; 销往欧盟和美国的服装鞋类产品占总出

口额的 65%，销往日本和加拿大的市场份额也不断增加。  

 

根据柬埔寨服装制造商协会（GMAC）的最新统计，截至 2018 年 4 月底，

GMAC 共有纺织、制衣制鞋会员企业 586 家，其中中国投资企业会员 228 家，

占 38.9%，香港 63 家，澳门 1 家，台湾 118 家，大中华区会员企业总数占比达

到了 70%。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6-2017 年对在柬埔寨投资的 6 家中资纺织服装企

业的调研结果显示13
：6 家中的 5 家企业都属于成衣制造业，6 家企业投资的最

初动机都是看重柬埔寨拥有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且受访企业的产品均主

要出口至欧洲和北美。6 家企业中 2 家投资额小于 500 万美元，5 家大于 500 万

                                                        
13《中国纺织服装业的海外投资及其社会影响》-柬埔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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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其中一家投资额超过 5000 万美元）。 2015 年，6 家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

约 6000 万人民币，除一家企业利润基本持平外，其它 5 家均有盈利。 

 

表 6：投资柬埔寨服装行业的主要优势与不利因素 

投资柬埔寨纺织服装行业的优势 投资柬埔寨纺织服装行业的制约因素 

 中柬双边关系友好； 

 柬埔寨国内局势稳定。政府鼓励

外商投资，不实行外汇管制； 

 服装产业市场环境较好； 

 柬埔寨劳动力供给较充足； 

 无原材料比例限制。目前，柬埔

寨出口服装无纺织原材料含量要

求，即不限制使用进口原材料和

零部件。  

 柬埔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尤其

是市政、水电、交通运输等配套

设施，不能满足企业快速增长需

求；  

 柬埔寨产业配套能力较弱。部分

原材料或设备配件需从中国或其

他国家进口。商业模式基本都是

来料加工，几乎没有纺织和印染

产能，面辅料基本都从中国进

口，增加了工厂的物流成本；  

 柬埔寨员工技术水平较低； 

 周边国家竞争力逐步增加； 

 柬埔寨人力成本增速较快。2018 

年柬埔寨制衣业每月最低工资确

定为 170 美元（2012 年为 61 美

元），比 2017 年增长 11%。 

 

1.5 孟加拉国 

1.5.1 孟加拉国能源整体情况 

孟加拉国是南亚地区乃至全球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国家之一，近十年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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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速保持在 6%以上， 2017 年实现 7.28%的经济增长。 孟加拉国能源结构以

天然气和生物质能为主。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孟加拉国一次能源消费中，55%

为天然气，27%为生物质能，15%为石油，3%为煤，剩余不到 1%为水电和太阳能。 

 

孟加拉国的能源消费有三个特点:一是燃料短缺和电力短缺的问题突出；二

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传统生物质能和天然气；三是能源消费水平

较低，人均消费量更低14。 

 

2017 年 7 月，孟加拉国制定了《2017-2041 年电力能源系统总体规划》，该

规划分为短期(至 2021 年)、中期(至 2031 年)和长期(至 2041 年)规划，旨在优先

发展可再生能源，以替代燃煤发电。 并积极出台政策，通过 PPP、RPP、IPP 等

方 式推动电力行业发展，以实现到 2021 年装机总容量达 24000 MW 以及到 

2030 年装机总容量达 40000 MW 的目标。  

 

1.5.2 孟加拉国环保相关政策 

孟加拉国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环境局（www.doe-bd.org），该局隶属于环

境和林业部。环境局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解释和修改环保法规，为各行业及

相关部门提供环境方面数据，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

踪检测，对企业环保设施进行评估并发放合格证书。  

 

由于地理、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众多等因素，孟加拉国是受环境影响较大的

国家之一，对环境保护较为重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特别是对设

立工业企业以及实施项目工程的规定较为详细，对企业按照行业、对环境的影

响等进行分类监管，核发不同级别的环评证书。  

 

孟加拉国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包括 1995 年《环境保护法案》，1997 年《环境

                                                        
14 《孟加拉国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探析 》吴磊 詹红兵，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18 

http://www.doe-b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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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条例》，2000 年《环境法院法案》及 2004 年《消耗臭氧层物质控制法案》。

涉及投资环境影响评价的法规为 1995 年《环境保护法案》 和 1997 年《环境保

护条例》。  

 

根据孟加拉国 1997 年《环境保护条例》，所有工业项目和工程必须获得环

境局核发的环境清洁证书。该证书按照不同行业、选址不同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分为绿色、橙 A、橙 B 和红色 4 种，对企业环保条件的要求从绿色到红色逐步

严格。 

 

2014 年底，为强化执行《孟加拉国环境法(修订)》，孟总理府办公室决定对

今后所有在孟加拉国实施的投资项目实施强制环境评估与检测制度。相关投资

项目在被批准前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IA ) 

和 初 期 环 境 检 测 ( Initial Environment Examination，IEE)，以确定相关项目对

环境的影响程度。相关制度还要求业主在投资过程中切实落实环境管理计划有

关要求。  

 

1.5.3 中国对孟加拉国投资情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 年中国对孟加拉国直接投资量为 9903 万美元。

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对孟加拉国直接投资存量 3.29 亿美元。投资领域涉及能

源、服装、纺织、陶瓷等，但主要集中在能源、纺织服装及其相关的机械设备

等领域。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孟加拉国》15，投资孟加拉

国的主要优势与不利因素是： 

 

                                                        
15
《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孟加拉国》，中国商务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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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投资孟加拉国的主要优势与不利因素 

优势条件 不利因素 

 对外国投资提供一系列税收减免

政策，对部分行业投资企业的产

品出口给予一定的现金补助；  

 对包括纺织品在内的 27 类产品实

行现金补贴，例如：对美、加、 

欧盟之外的纺织品享受 3%的现金

补贴，本地纺织品享受 4%的现金

补贴； 

 地区的鼓励政策（如减税等）。 

 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能源资源不足； 

 工业化程度不高； 

 生态环境脆弱； 

 劳动力素质不高。 

 

 

1.5.4 孟加拉国纺织行业概况 

孟加拉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特别是成衣制造。

服装业是孟加拉国创汇额最大的产业，也是孟加拉国的支柱产业，约有 500 万

人从事服装行业，其中女性从业人员超过 80%。2016/17 财年，孟加拉国成衣出

口额 281.5 亿美元，占孟加拉国出口总额的 80%以上。目前孟加拉国是全球牛仔

服装主要生产国，年产量约为 2 亿件，占欧洲市场份额为 27%，已经超过中国。

16 

 

但是，属于纺织行业中上游的纺纱、织布及染整等属于孟加拉国较弱的一

环。据孟加拉国服装制造和出口商协会（BGMEA）统计，目前孟加拉国拥有

394 家纺纱厂，但大部分工厂技术落后，设备陈旧，需要立即更换设备，提升

                                                        
16 《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孟加拉国》，中国商务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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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水平。孟加拉国拥有 350 多家大中型机织布厂和 1000 多家小型织布

厂，拥有 4 万多台织布机，但这些织布机中，只有约 1/4 的织布机为无梭织机。 

 

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孟加拉国除享受欧盟普惠制外，还获得加拿大、

挪威、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免关税市场准入待遇。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服装制造业多年的经验、年轻化的劳动力人口，国际标准质量、以及近年来对

环保、节能理念的推广都是孟加拉国在国际贸易上的优势。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6-2017 年对在孟加拉国投资的 6 家中资纺织服装

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6 家企业投资的最初动机都是孟加拉国拥有重要的自然

资源和原材料，以及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客户的推动是最重要的原因。

6 家企业除 2 家兼营纺织业务之外，均从事服装制造业务。6 家企业在孟加拉国

的经营期均在 3 年以上，最长的已近 20 年。企业的员工人数从 100 人至 1.3 万

人不等，目前，这 6 家企业经营效益迥异，与投资时间成正比，除一家企业亏

损外，其余均已盈利。17 

调查也显示，在孟加拉国投资和经营的困难主要包括：融资难，能源不足，

交通运输、港口等基础设施薄弱，劳资关系不稳定，员工的效率和技能双低，

缺乏产业链配套，纺纱原料严重依赖进口，以及腐败成风，投资和企业运营的

灰色 隐性成本较高。 

 

2 纺织行业生产过程中耗能状况分析及改进建议 

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中，中国纺织业发展地相对时间长、技术相对先进。

本部分以中国的纺织生产耗能为例，分析纺织行业生产过程中耗能状况及改进

建议，从不同的层面找出纺织能效提升的方法。其中能源数据分析主要从两个

主要指标入手，即能源消费总量和产品单耗。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自于中国国

家统计年鉴，产品单耗值来自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出版的统计年报。 

 

                                                        
17 《中国纺织服装业的海外投资及其社会影响》-孟加拉国，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18 



 18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对纺织的分类，主要分为三大类（纺织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又主要涵盖几个细分行业：化纤、印染、棉

纺、服装服饰业，其中纺织业包括了棉纺和印染。这些行业中耗能量相对较高

的是化纤、印染及棉纺，服装服饰业耗能相对较少，但需要较多的人力资源。 

 

以 2015 年为例，纺织行业的能源消费量所占比例如图 1 所示。纺织业能

源比重最高，占 71.66%；化学纤维制造业紧随其后占 19.1%，纺织服装服饰业

仅占 9.24%。 

图 1:  2015 年分行业能源消费所占比例 

 

 

按照产品单耗以及产量计算（数据来源：纺织行业年报），纺织业（棉纺及

印染）占总行业能耗的 71.66%，化纤制造业占行业总能耗的 19.1%，服装服饰业

占行业总能耗的 9.24%。本部分将从这四个行业的生产过程入手，具体分析生产

过程中的耗能步骤，以及可能的能效提升机会。 

2.1 化学纤维制造业工艺过程及能效提升可行性分析 

2016 年全球聚酯产能 9200 万吨，其中纤维用聚酯约为 5200 万吨，非纤用

聚酯 4000 万吨，比例约为 49：51。2016 年中国聚酯产能 5052 万吨，其中纤

7135.66万吨标

煤

920万吨标煤

1902.68万吨标

煤

纺织能源消费总量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71.66 %

19.1 %

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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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用聚酯 4002 万吨，中国聚酯产能占到了世界聚酯产能的 54.9%，是最大的聚

酯生产和消费国（数据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2016 年中国涤纶的产量

为 3,959 万吨，约占国内化学纤维总量的 80.08%，位居化学纤维的首位。其中

涤纶长丝的产量为 2,996.96 万吨，约占国内化学纤维总量的 60.62%。（图

2）。 

图 2：  2016 年中国涤纶纤维产量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 年化纤产量 4919.55 万吨，同比增加 4.97%，其

中涤纶产量 3934.26 万吨，同比增加 4.84%。化纤行业中涤纶的量占比最大，本

章以涤纶作为重点进行节能潜力分析。 

 

中国于 2018 年发布了《聚酯涤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号：GB 

36889-2018）强制标准，定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对于涤纶生产工序

阶段的能耗数据有明确的界定。本标准所设定的 3 级能耗值指标中，其中 3 级

值是现有企业将达到的强制值，根据 2015 年行业调研情况，聚酯、涤纶长丝

及短纤的生产企业中 ，均有 20%的企业需要经过技术装备、工艺技术和管理等

方面改进，才能达到 3 级能耗值的要求。标准实施以后，按照 2018 年全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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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能耗 80%满足要求，20%的提升量，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可节约

标煤 519 万吨。18 

 

通过标准的编制及实施，为企业和监管部门提供了有效的能耗管理工具和

评价手段，对促进和规范企业节能管理，使行业整体节能水平显著提升，对于

促进到涤纶行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 G20 杭州峰会上

正式签署了《巴黎协议》，在节能减排方面向世界作出了庄严承诺。未来，可

以在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内推动区域性的聚酯涤纶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还可以针

对企业如何达标进行相关培训，例如推广先进节能技术、推广能源管理体系

等。 

 

2.1.1 涤纶的主要工艺流程及节能技术 

   1）直接纺丝工艺 

聚酯涤纶直接纺丝工艺是指从生产系统（从对苯二甲酸（PTA）和乙二醇

（EG）投料开始经计量、浆料混合、酯化反应釜、预缩聚反应釜、终聚反应

釜、熔体过滤器、出料泵、经过管道输送到纺丝工艺直接纺丝的生产过程。 

 

涉及的节能技术：熔体直接纺丝热媒加热系统节能装置和技术。 

 

技术简介：将聚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一次热媒，通过液相输送到纺丝车间

并就近闪蒸成饱和热媒蒸汽，通过控制阀组直接对纺丝箱体和熔体分配管道进

行加热，热媒冷凝液送回热煤炉循环使用。 

 

                                                        
18 根据全部满足 3 级值的要求计算，对比《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涤纶）（HJ/T429-2008）规定的三级基准值中，

聚酯不大于 180 kgce/t，长丝不大于 330 kgce/t，短纤不大于 200 kgce/t，预计指标体系执行后的节省总能耗为 1038.0

万 tce。涤纶长丝由于 POY 和 FDY 的比例每年不同，综合能耗减少在 730.6 万 tce 到 825. 3 万 tce 之间，涤纶短纤的综

合能耗减少 76.8 万 tce，切实减少行业能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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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效果：以年产 20 万吨直纺涤纶长丝为例，可节电 3.12 万度/天；

全年开工 300 天计算，全年可节电 936 万度电，折标煤 0.115 万吨。按照全国

2000 万吨直纺涤纶长丝计算，每年节约 11.5 万吨标煤，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可节约 57.5 万吨标煤。 

 

2）切片纺丝工艺 

聚酯涤纶切片纺丝工艺是指生产系统从生产系统从聚酯切片投料开始、切

片干燥、螺杆挤压、纺丝、上油、卷绕、分级包装工序的生产过程。 

 

涉及的节能技术：余热回收利用技术 

 

技术简介：螺杆间的温度较高平均温度冬天在 40 摄氏度左右，可回收利

用，用作工艺空调的热源。 

 

节能减排效果：以年产 4 万吨功能性、差别化涤纶长丝，采用余热回收技

术可节约 0.2 万吨标煤/年。按照全国 500 万吨计算，每年节约 25 万吨标煤，

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可节约 125 万吨标煤。 

 

3）纤维级聚酯产品 

纤维级聚酯生产以对苯二甲酸（PTA）和乙二醇（EG）为原料，在催化剂

作用下，经连续酯化、缩聚生成具有一定黏度的聚酯（PET）熔体用于纺丝或制

切片。 

 

涉及的节能减排技术：连续聚合聚酯装置酯化蒸汽能量回收技术 

 

技术简介：通过增加换热器将生产中产生的部分废水，在用冷却水冷凝成

液体前抽出，用低品质蒸汽潜热加热第一酯化反应釜中的浆料至 95 度，减少循

环冷却水的用量，并对反应原料进行预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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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效果：以上海石化测得的数据为例，可节约重油消耗 2.9kg/t,减少

循环冷却水折标油 0.72kg/t，合计折标油 3.62kg/t。按照全国 3000 万吨聚酯计

算，合计折标油 10.86 万吨，每年可折标煤 15.51 万吨，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可节约标煤 77.5 万吨。 

 

4）长丝产品 

涤纶长丝以聚酯熔体或纤维级聚酯切片为原料，熔体从喷丝板的喷丝孔中

挤出，经侧（或环）吹风冷却固化、上油，并在热牵伸辊上牵伸，最后卷绕成

型，详见图 6 图 7。涤纶长丝分为涤纶预取向丝,由高速纺丝得到在未取向丝和

拉伸丝之间的预取向丝，简称 POY。由纺丝纺拉伸一步法得到的高结晶度取向

的卷绕丝称全拉伸丝（拉伸丝），简称 FDY,化纤长丝的拉伸阶段，全部或部分

地与变形工艺在同一机台上进行而制成的变形纤维，又称拉伸变形丝，简称

DTY。 

 

涉及的节能技术：化纤行业空压系统节能优化技术。 

 

技术简介：对化纤行业空压系统进行能源诊断，在满足工艺参数的条件

下，对空压用电系统进行改造，大大降低电能消耗。 

 

节能减排效果：按照化纤空压系统能耗下降 15%计算，全国年可节电 6.75

亿度电，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可节电 33.75 亿度电，折标煤 41.48

万吨。 

 

5）短纤产品 

直纺涤纶短纤以聚酯熔体为原料，经纺丝、卷绕、集束、牵伸、卷曲、切

断、定型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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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节能技术：热煤炉热管蒸汽发生器（聚酯短纤公用工程） 

 

技术简介：在热煤炉尾部烟道中布置热管蒸汽发生器，从而回收了烟气余

热。 

 

节能减排效果：热煤炉尾部烟气通过热管蒸汽发生器后，排烟温度由 380

摄氏度降至 250 摄氏度，热管蒸汽发生器内软水由 60 摄氏度提高至 180 摄氏

度，并生成 1t/h 左右 1MPa 的饱和蒸汽。按照蒸汽折标煤，200 度以下，1 吨

蒸汽折 0.0929 吨标煤。按照 1000 万吨短纤计算，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

间，可节约标煤 41.75 万吨。 

 

总计：化纤行业以标准和以上节能技术共同推进能效提升，2019 年到

2024 年可节约 862.23 万吨标煤。 

 

2.2 印染行业工艺过程及能效提升可行性分析 

印染行业是纺织行业中最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它对纺织品的质量、应用领

域等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纺织印染行业也是纺织工业中能源消耗较大、污染

物产生量和排放量较多的一个产业链。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外各种环境的变

化，使得印染行业的增速有所放慢，生产规模和产量有所下降。 

 

按照中国工信部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2018 年

共同启动了《针织印染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行业标准编制工作，预计

2019 年底标准正式出台并实施，标准对于针织印染产品综合能耗数据有明确的

界定。按照 2018 年中国针织印染能耗 80%满足要求，20%的提升量，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可节约标煤 212.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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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印染的主要工艺流程及节能技术 

以棉为例常规的棉纺织印染工艺流程如下：配坯--缝头--烧毛--冷轧车--

退煮漂--丝光--前定拉幅--调浆—染色-印花（平网或圆网印花）--蒸化机--皂

洗机--整理定型--预缩机--压光机--品检包装 

 

1）太阳能集热技术（染色工序） 

通过太阳能板集热系统吸收太阳发出的热能，产生热水，供工业生产用。

纺织企业平铺式厂房居多，适宜铺设太阳能板。企业通过太阳能对生产、生活

用水进行升温，从而减少蒸汽的用量，达到降低纺织品碳含量的目的。2019 年

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在中国推广 100 万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装置，实现节

能 37.5 万吨标煤。 

 

2）数字化连续丝光技术（丝光工序） 

与传统连续丝光机相比，高效节能、环保型数字化连续丝光机可使印染织

物正品率提高 5％。以宽幅 200 型为标准，整机水消耗量仅 0.4 吨/百米，节水

50%以上；蒸汽消耗量（标煤）8 公斤/百米，节约蒸汽约 40%以上；电消耗量

3.48 度 /百米，节电 30%以上；碱消耗量 120 公斤/万米，节碱 40%以上；全机

噪声不超 55 分贝。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推广 100 条生产线，可节

约标煤 50 万吨。 

 

3）活性染料湿短蒸染色技术（染色工序） 

湿短蒸技术采用特种蒸箱，通过电脑进行严格精确的控制，使温度和染料

的上染和固着速度相适应，实现活性染料无盐、短流程染色。国内正在开发湿

短蒸技术，流程短，固色率高，染液渗透充分、色泽均匀鲜艳、节约能源和化

学品，废水排放量少，与常规的轧蒸工艺相比，综合节约能源 30%～50%。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在 10%的中国印染企业中推广应用该项技术，可节

约标煤 38.25 万吨。 



 25 

 

4）气流染色技术技术（染色工序） 

高温高压气流染色技术与传统溢流喷射染色技术相比，加工同样的针织物,

可节省助剂(盐、碱)50%；浴比较小，耗水量节省 50%以上，节省蒸汽 46～

52%，且染色时间缩短了 14～16%；排污可减少 50%以上。工程实施后有效降低

针织行业水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达到清洁生产，减少环境污

染的目的。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在 10%的中国印染企业中推广应用

该项技术，可节约标煤 53 万吨。 

 

总计：印染行业以标准和节能技术共同推进能效提升，2019 年到 2020 年

可节约 391.25 万吨标煤。 

 

2.2.2  印染节能技术与装备的发展趋势 

印染行业节能技术与装备发展将有以下的特点： 

1） 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和实际工作的操作。例如，

定形机尾气余热回收技术应与定形机尾气处理相结合，以保证能满

足纺织工业废气排放的标准。同时，还需要考虑到设备的清洗，以

保证热交换器的交换效率。 

 

2） 需要研发提高工艺成功率的设备和工艺。一次工艺成功率低是印染

行业能源消耗大的原因之一，要将提高工艺成功率作为节能技术研

究的主要内容。 

 

3） 需要结合设备、染料以及助剂的研发，开发新的低能耗的染色工艺。

例如，多纤维织物一浴法染色工艺、化纤低温染色工艺、高效水洗

工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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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合印染工业园的建设和特点，研发相应的节能技术和装备。例如，

中压蒸汽多级利用技术等等。 

 

2.3 棉纺行业工艺过程及能效提升可行性分析 

 

2017 年中国棉纺织行业纱产量 1929 万吨，布产量 610 亿米，整体运行良

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生产基地，棉纺产能约占全球总产能的 47%。随

着新疆地区棉花主产区优势的进一步凸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国内纺纱产

能逐渐向新疆和一带一路国家转移。 

 

2.3.1  棉纺工艺流程及节能技术 

棉纺生产所用的原料有棉纤维和棉型化纤，其产品有纯棉纱、纯化纤纱和

各种混纺纱等。在棉纺纺纱系统中，根据原料品质和成纱质量要求，又分为普

梳系统、精梳系统和废纺系统。 

 

1）能源系统优化技术（全流程） 

棉纺织行业是纺织工业中耗能较多的行业之一。通过开展能源系统优化工

程，对所有用能设备及工艺参数进行测试和分析，采用有效的技术和装备，可

达到节能降耗显著的目的。能源系统优化工程包括：电力系统、设备系统、空

调系统、动力系统、照明系统的优化改造。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对

1250 万锭产能开展能源系统优化，可实现节能 60 万吨标准煤。 

 

2）节能电机（全流程） 

节能高效电机与普通电机相比，损耗平均下降 20%、效率提高 2%-7%；超

高效电机则比节能高效电机效率平均再提高 2%。电机系统节能对棉纺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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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对 10%企业开展节能电机推广，可

实现节能 85 万吨标准煤。 

 

3）太阳能光伏技术（全流程） 

通过太阳能板集热系统吸收太阳发出的热能，转换成电能，供工业生产

用。纺织企业平铺式厂房居多，适宜铺设太阳能板。企业通过太阳能产生生产

用电，达到降低纺织品碳含量的目的。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推广

250 万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装置，可实现节能 25 万吨标煤。 

 

4） 空压系统能源优化（全流程） 

空压按照生产计划进行实时运行调整，并根据工艺路线调整最优化空压

值。按照 10%棉纺企业空压系统能耗下降 10%计算，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

期间，可节约标煤 85 万吨。 

 

总计：若在棉纺行业推进以上节能技术推进能效提升，2019 年到 2024 年

的 5 年期间，可节约 255 万吨标煤。 

 

2.3.2  棉纺节能技术与装备的发展趋势 

棉纺行业节能技术与装备发展将有以下的特点： 

（1） 需要进一步完善棉纺织工程节能设计规范、节能评价规范、节能评

审规范，以满足新建、可改造项目对节能环境保护的要求和实际工

作的操作。例如，纺织新建项目工程设计应采用什么节能标准设计，

现有的节能标准评审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应分行业分专业制定不同

的节能评价标准，验收评审检测标准。 

 

（2） 需要研发纺织设备能效检测方法及设备，结合设备及工艺研发适用

纺机设备的专用电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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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进一步推广浆纱机保温技术、空压系统匹配技术、喷气织机低

压喷嘴节能技术等在棉纺行业的应用。 

2.4 成衣制造业工艺过程及能效提升可行性分析 

成衣业是指裁剪、缝合成型的梭织成衣及针织成衣制造式工业。为纺织工

业的最下游产业。其主要特性为劳力密集。 

图 3： 2016 年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格局（数据来源;WTO） 

 

纺织品出口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 

 

               服装出口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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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占世界比重也

由 2000 年的 10.4%，18.2%迅速攀升至 2016 年的 37.2%和 36.4%。从服装出口来

看，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对国际服装订单的增长较大。2017 年，

越南出口服装 3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孟加拉出口服装 281.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0.18%，出口成衣占孟加拉全国出口总额比重达 80.8%。 

 

2.4.1 成衣工艺流程及节能技术 

成衣制造流程包括：面料、辅料物料进厂检验-技术准备-缝制-锁眼钉扣-

整烫-服装成衣检验，包装 

 

蒸汽改善装置（整烫工序） 

服装整烫系统蒸汽改善装置是成熟的节能效果显著的设备。工作原理是将服

装蒸汽系统进行分级管理，减少了蒸汽的消耗，节约蒸汽达 40％。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推广蒸汽节能装置 2500 台（套），实现节能近 22.5 万吨

标准煤。 

 

2.5 小结 

如果在中国的化纤，印染，棉纺，成衣制造四个环节的工艺流程推广上述

节能技术，2019 年到 2024 年的 5 年期间预计可节约 1530.98 万吨标准煤，平

均每年节约纺织行业总耗能量的 3%。19 

 

3 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纺织能效中的作用 

                                                        
19 2015 年纺织行业总耗能为 9957 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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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发展中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截止 2019 年 4

月，中国已经与 126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74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 “一带一路”国家正逐步向工业化社会过渡，其中纺织行业发展尤其迅

速。 

 

2017 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 2669.5 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地区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占比约达 33.36%，传统出口主要市场欧美日分别为

18.09%、17.43%及 7.8%。中国企业也在“一带一路”国家设厂经营，促进了“一带

一路”国家人员就业和社会稳定。 

 

提高中国纺织业的能效水平，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占全球纺织业 50%产量的

总耗能（数据来源：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还可以带动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能效水平。 

 

3.1 标准的制定与推动 

在一带一路地区，针对纺织行业的能耗制定相关标准的较少。其主要原因是

纺织行业的产品种类各异，较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另外，对于部分国家，对纺

织行业能效的关注度还不够。 

 

在十三五等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对于工业能效的关注度一直在增加。

2018 年，中国出台了《聚酯涤纶单位能耗限额》标准，并将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正式开始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了生产聚酯涤纶产品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的等级、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同时，中国 2018 年出台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

服装企业》标准，对纺织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方法进行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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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标准中明确了碳排放的具体计算公式， 标准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了行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 

 

今后，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内推动区域性的针对以聚酯涤纶产品为主

的化纤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实际应用；推动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有针对性

地开展相关培训等。 

 

目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正积极推动染色机能效和水效标准的制定，预

计 2019 年底将正式出台，标准将推动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纺织企业在选购设

备时选择更高能效和水效的设备，为行业节能减排提供支撑。 

 

3.2 纺机出口及影响 

中国是重要的纺织机械出口国，2014 年中国纺织机械产品出口金额突破 30

亿美元，达到 31.48 亿美元。2015 年，中国的纺机出口额首次超过进口额。这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纺机的主要出口国印度、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近

几年来纺织行业不断发展，需要进行设备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中国纺机企

业经历了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但受原料和电力成本等多种成本因素的影响，

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带动了国产纺机产品出口的增长。 

 

随着中国制造成本费用的不断上涨，东盟地区继续成为中国纺织企业的投

资热点。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是中国纺织机械产品

出口的前五大市场，占整个出口市场的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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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5 年中国纺机出口前五位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3.2.1 纺机在一带一路地区整体的出口情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是中国纺机出口的主要市场。2017 年对一带一

路出口纺机总额 24.19 亿美元，占中国纺机总出口额的 70.34%，同比增长

13.9%，具体见图 5。 

图 5： 2013-2017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纺机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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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机器具体出口的型号及能耗没有统一的数据，但是根据中国纺织机械

协会的的数据显示：2017 年，纺织机械出口 34.39 亿美元（见图 6）。 

 

图 6：2017 年中国纺机出口分种类情况（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对印度、越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和美国 5 个国家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

额的 50.56%。出口到印度总额为 6.79 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 19.74%。出口七

大类纺机产品中，针织机械位居第一。纺纱机械、织造机械、辅助装置及零配

件涨幅高于平均水平。 

 

通过对纺织机器的购买方提供相关培训及意识提升讲座，影响进口国家购

买更高效的机器，也将会带动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行业能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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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纺机企业调查 

1）调查目的及背景 

为进一步了解纺织机械使用中的节能潜力以及中国纺机出口对一带一路国

家地区纺织行业的影响，2019 年 5 月，我们针对大型的中国纺机出口企业开展

调查，研究纺机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情况，能效和水效对纺机出口的影

响，以及后续配套需求。本次调查采取电话和实地调研两种方式。本次调查共

覆盖 6 家企业，主要目的是了解纺机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出口情况，能

效和水效对纺机出口的影响，以及后续配套的培训的需求。 

 

2）受访企业情况： 

企业 A 生产纺织印染自动控制产品，即单机台的在线检测，机组的智能化

控制，工艺流程管理层面的数字化控制和网络化，来实现对纺织印染过程点、

线、面的全面检测、监控和管理，年产值 5500 万人民币，出口到一带一路国

家占总产值的 12%。 

企业 B 生产气流、溢流染色机产品如高温气液染色机，高温高压染色机，

高温高压毛巾染色机以及定型机等，产值 7 亿多人民币，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

1.4 亿人民币，占总产值的 20%。 

企业 C 专业生产纱线漂染设备、针/梭织物漂染、高新环保节能系统、烘

干设备和整理设备等，年产值 3 亿多人民币，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占总产值的

15%。 

企业 D 专业生产溢流染色机、毛巾染色机、全自动成衣染色机等，年产值

3 亿多人民币，目前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未开拓。 

企业 E 专业生产退煮漂联合机、丝光机、预缩机等，年产值 8000 万人民

币，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占总产值的 30%。 

企业 F 专业生产针织平幅水洗机、毛巾蒸化机、数码印花连续蒸化机等，

年产值 1 亿多人民币，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占总产值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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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查结果综合分析： 

1．产值在 1 亿元以下的企业两家，1 亿元以上 5 亿元以下的企业两家，5

亿元以上 10 亿元以下的企业两家。 

2．纺机企业对出口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有普遍的共识，六家中的五家企业在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有出口，剩余的一家企业正在筹划在一带一路的出口。在出

口占比的这一问题上，三家企业出口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量在 20%以下，两家

的企业出口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量在 20%，一家企业出口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

的量在 30%。出口到东南亚的企业有四家，其他国家还有南非，埃塞，吉尔吉

斯斯坦等国家。 

3．目前，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的国家的纺机均没有能效和水效的等级区

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企业在采购纺机时也未考虑设备能效和水效分析。 

4．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企业采购纺机设备时价格和服务考虑较多，材质和品

牌以及质量紧排其后。 

5．企业均对出口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前景有很好的预期，希望能配套专门

的展销会和工厂的工人培训。 

 

3.3 从业人员的水平及认知提升 

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了大量的就业，但大部分从业人员对生产

过程中能耗并不了解也不关心，急需培养一批精通节能技术、熟悉节能管理、

事业心强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从业人员的节能培训与

宣传提高从业人员节能意识，促进企业能效提升。 

3.3.1 专业人才培养 

以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养纺织服装企业所需的高素

质人才和紧缺人才为重点，构建分层分类的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体系，倡导

在实践中学习，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建设一批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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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继续教育和工程创新训练基地。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满足一带一路人才

培养，在实务中培训，在实践中学习，加深理论和实践的双结合，在中国开展

定向培训，同时欢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人才来华研究、学习、考察。 

 

开展纺织行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和继续教育，支持高等院校进行

教学制度改革，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提高实践能力，促进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

相衔接，通过高等教育体系为职业教育人才提供提升理论基础和专业素养的机

会、发达的职业教育为高等教育的人才提供更宽广的实践场所培养，相互促进，

形成教育、再教育，培训、再培训的良性循环学习教育实施计划，打造一支高

素质的纺织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3.3.2 高技能人才培养 

整合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教育培训资源，依托大型骨干企业（集团）、重点职

业院校和专业培训机构，建设一批示范性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公共实习

培训基地。加强校企合作，采取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短期培训等多种方式，

在一般技能培训的基础上，特别加强纺织先进装备和工艺、信息技术、环境保

护、现代管理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各企业要建立健全职工在岗培训制度，建

立优秀工人到培训基地学习的选拔机制，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创造良好的工作

生活环境，进一步稳定纺织企业职工队伍。加强和推动职工培训和职业技能鉴

定工作，面向纺织企业培训优秀技能人才，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全国性纺织职

工职业技能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完善优秀技能人才考核评选表彰体系，进一

步提高优秀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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