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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公司可持续案例集锦

近年来，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天气
的频发表明了世界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气候变化对世界发展目标造
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可持续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全球对发展的理解在不断改变，如今各个国家达成共识，
认为能促进繁荣、增加经济机会、提升社会福祉和改善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为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提供最佳的路径。因此2015年9月，联合国在联合国
峰会上正式宣布了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该17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旨在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 

化学工业是去理解目前世界上最紧迫的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克服
这些挑战的关键。作为国际领先化工企业的在华代表，AICM一直致力于在中国
推广责任关怀的倡议并将好的实践与做法在行业内进行分享，促进企业可持续
发展。

AICM于一九八八年成立，其后不断发展，现在成为一个代表广大会员企业
向新时代下的中国化工行业利益相关方推广国际最佳实践的行业组织。今天，
AICM代表着近70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化学企业，这些会员企业从事着制
造、贮存、运输、分销、应用和化学品处置等专业活动。依据多年在中国投资
兴业的经验，广大会员企业已形成了共同愿景，即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
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该手册为AICM发布的第一版，基于目前6家会员公司提供的信息整理编辑
而成。日后根据会员公司陆续提供的信息不定期更新。该手册收集了会员公司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所做的创新与贡献，希望能给同行带来一些启迪，也
希望公众能真正了解化工行业为和谐社会，绿色发展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树立
化工行业的正面形象。

前言

巴斯夫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巴斯夫全力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让我们的地球更为可持续。巴斯

夫通过价值链上下游的产品和商业解决方案，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
出贡献。

创新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旨在实现“生产更多、更好、更节省”，在提升生活质

量的同时，通过减少整个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退化和污染，来增加经济活动
的净福利收益。面对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循环经济的概念对于食物和养分循
环来说愈发重要。

可生物降解塑料是实现食品价值链全封闭循环的一大解决方案。巴斯夫
ecovio® 生物基塑料是一种经认证的、完全可堆肥的优质聚合物。它由可生物降
解的巴斯夫聚合物ecoflex®和聚乳酸（PLA）制成，后者主要来自于含糖的可再
生原料。ecovio® 可被微生物及其酶降解，产物为水、二氧化碳与生物质。在工
业堆肥设施条件下，即高温、高湿、确定的氧含量，降解过程只需几个星期。

采用ecovio® 制成的产品性能优异，坚固耐用，丝毫不逊色于普通塑料。巴
斯夫已采用ecovio® 开发出了一系列使用范围广泛的材料产品，包括农用地膜、
食品包装、垃圾袋等。目前，ecovio® 已应用于国内多个城市和农场，帮助有机
垃圾转化为宝贵资源。

· 可生物降解农用地膜，增产护土

在中国，传统的地膜技术以不可生物降解的聚乙烯
塑料为原料，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它会在田里留下
较小的塑料细带，被犁入土中后会阻碍作物根部发育，
影响未来的农业收成。农民换用 ecovio® 可生物降解地膜
后，作物产量增加。

贡献与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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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料”到“肥料”，助力食品价值链实现闭环
—— 巴斯夫经认证的可堆肥生物基聚合物ecovio®



塞拉尼斯

关于塞拉尼斯
塞拉尼斯公司是化学特种材料生产领域的全球技术领跑者，也是差异化化学

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商。我们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消费品领域。公司总部
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目前在全球约有 7700 名员工。2018年净销售收入达
到72亿美元。欲了解更多塞拉尼斯公司信息和其全球产品供应，敬请登录公司网
站 www.celanese.com.cn 或公司博客：www.celaneseblog.com 

塞拉尼斯反应器副产蒸汽持续优化及全厂蒸汽系统集成改进
在塞拉尼斯，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不对我们的员工、承包商以及我们的生活环

境造成任何伤害，同时还要实现100%的质量和可靠性以及员工的发展和成长。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合作、创新和员工成长，成为客户首选的化学方案创造者。
无伤害是可持续发展管理的一条重要守则。

在塞拉尼斯南京一体化化工基地醋酸装置反应器（放热反应）的冷却回路上
设计安装了一台釜式换热器。装置自产的蒸汽冷凝水被泵送到该釜式反应器的壳
程以产生低压蒸汽。副产的蒸汽经压力控制阀调节压力在一定的操作区间内，并
供应至下游的生产装置使用。

从2016年至今，通过数项改进项目，包括优化副产蒸汽的压力，优化下游用
户等等，此外通过优化开停工段以及大修周期以降低副产蒸汽的损失。

经过一系列的改进，塞拉尼斯成功的将该釜式换热器的副产蒸汽能力提升3倍，
从而实现了每小时25吨外管蒸汽的降低。

图片说明：

覆有ecovio® 涂层的纸碗与纸杯
在使用后可直接与分类收集到
的食品垃圾一起在工业堆肥设
施进行堆肥。

运输行业成为排放温室气体增长最快的来源，全球大
约有23%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来自于此。杜邦一直致力于
改进电动汽车的发动机和电池以及更轻便、更高性能的运
输用树脂来替代金属零部件。我们的技术使得汽车成为一
种更加安全、节能、和低排放的交通工具，为低碳经济做
贡献。

DuPont™ Nomex® 纤维的生产工艺会产生一种副产品
盐酸，一般被认为没有太大市场价值。杜邦与钢宝利钢
铁公司合作开发了该副产品的实益用途，直接消除了该
副产物的废物并取消了中和环节。此举还大幅度地消减
水资源和电力消耗以及地面运输成本。

南加州奥兰治县水资源地下水补给系统使用杜邦的
FILMTEC™反渗透膜技术来处理和净化污水，每天可以提
供1亿多加仑的纯净饮用水。 

预计到2025年，大约有18亿人将受缺水困扰，全世
界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短缺区域。FILMTEC™
反渗透膜技术每分钟可以为地球上生活的人类，无论男
女老少，提供14升纯净水，为人类带来福祉。

杜邦

作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的创始成员，杜邦几十年来一直是可持续发展
的领导者，并致力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方法实现我们的创新和目标。这就是我们如何
为解决世界上最大的挑战做出的贡献。

·可堆肥食品容器，确保食品安全，助力有机垃圾收集
与堆肥

ecovio®的最新应用场景是用于食品外卖包装，从而
取代一次性塑料餐盒、杯子等。在2019年第四届淘宝造
物节上，线上外卖平台“饿了么”供应的食品和饮料使用
了覆有巴斯夫经认证可堆肥的ecovio® PS1606薄涂层的纸碗
与纸杯。

贡献与裨益

在中国，帝斯曼对集装箱供应商全面使用水性
涂料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水性涂料平台，帝斯曼
协同行业上下游，经过多年努力，最终促成了中国
集装箱行业的全面“油转水”行动，使得该行业的涂料
年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量从14万吨降低到1.2万
吨。而在中国生产的每10个TEU集装箱里，有8个使
用帝斯曼水性树脂涂料。

今年6月，帝斯曼携手中国专业生产环保涂料的
生产商中国晨阳集团，发布了一款全新的帝安瑞植
物基儿童油漆。帝安瑞®是帝斯曼为这款油漆提供的
新型环保涂料树脂，其原材料主要来自于植物，如
种子、树皮、蓖麻子及其他农业废弃物，因此称为“
植物基”。其原材料的来源由植物或农业废弃物替代
了石油衍生物，可以进一步改善后续涂料产品的环
境影响，可以减少涂料行业对非可再生资源原油的
消耗。

帝斯曼

开发新型环保健康材料
助力涂料产业绿色升级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是

一家以目标为导向，在全球范
围内活跃于营养、健康和可持
续生活领域的科学公司，致力
于以缤纷科技开创美好生活。

可持续发展是帝斯曼的
核心价值观，帝斯曼致力于从
两方面把可持续发展融入所有
的业务活动中，其一是依靠科
学创新，不断更新和推出可持
续产品，助力客户及行业的可
持续转型和发展；另一方面是
通过不断改进和提升自身的环
境表现和增进社会参与和共享
价值，逐步走向全面可持续商
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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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塑料行业，
盛禧奥面临的一项最
大挑战是废弃物、垃
圾和环境污染这一全
球性问题。盛禧奥支
持积极推进聚苯乙烯
回收解决方案，从而
助力解决塑料废弃物
问题。

盛禧奥创新苯乙烯循环解决方案
苯乙烯循环解决方案 (Styrenics Circular Solutions) 是 

PlasticEurope 的一个重点项目，2018 年由欧洲领先的苯
乙烯制造商团体发起的联合行业倡议。

在聚苯乙烯领域，盛禧奥发现了可真正实现无限循
环的机会：将聚苯乙烯完全循环再生为单体和纯净的聚
苯乙烯是可行的。

防止和限制塑料颗粒、薄片和粉末损失是塑料行业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环境
的关键问题。泄漏的颗粒、薄片和粉末不仅会流入当地的水道，从而进入河流和海
洋，同时还会和其他海洋垃圾一样伤害鸟类或海洋动物。

盛禧奥积极加入塑料行业协会，作为 Operation Clean Sweep® （OCS）成员，致
力于减少环境中的塑料颗粒流入水道和海洋。2018年，盛禧奥各生产设施没有发生
任何向环境释放大量或可上报的塑料颗粒或薄片的泄漏事件。

盛禧奥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SABIC作为全球领先的化学品制造商。从提高汽车和飞机的燃油效率，到为节约
用水做出贡献，再到帮助制造色彩斑斓的智能手机外壳，我们为今天的挑战找到了
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他们的抱负，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为家庭供余热
SABIC在荷兰格伦的工厂正在运行一个创新项目，将捕获的余

热提供给当地地区的公用事业提供商，所有相关方都将从中受益
。收集余热为邻近社区提供了一种节能的供暖解决方案，取代了
对天然气的需求，从而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荷兰的生物原料
SABIC的石脑油裂解装置能够裂化生物原料，作为制造聚合物

的可再生原料。这种原料替代可以减少80%化石原料的使用，并且
生产每千克的聚烯烃可以降低2千克二氧化碳的排放。

新型肥料
SABIC与世界上一些主要粮食生产商合作，开发了开创性的农

业营养液，以提高作物产量，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SABIC最近
开发了一种新型肥料，可以减少农田的径流，从而更好地保护我
们的水道。采用一种新工艺，将尿素包裹在一种完全可生物降解
的塑料中，这种肥料含有与标准尿素相似的有效氮含量，但使用
寿命比标准尿素长50%。SABIC与制造合作伙伴SAFCO和SABTANK
因其在农业营养行业产品监管方面的贡献，已获得国际肥料协会
颁发的“保护和可持续”认证。

水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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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杰维特

英杰维是全球领
先的高性能化学品和
高性能材料制造商。
拥有世界一流的活性
炭应用技术，包括在
燃料排放控制、水净
化、食品、饮料等化
工材料加工、耐腐蚀
和保护以及空气污染
控制等领域。

PPG 

英杰维特可持续发展任务声明——我们将负责的
经济、环境和社会道德准则整合进入我们的全球业务
策略和决策。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净化、保护和强化世
界的宗旨持续来为英杰维特和相关方创造价值。

在英杰维特功能材料(珠海)有限公司物料回收装
置上安装了RTO。RTO的使用不但给工厂带来了巨大
的能源节省，同时对于环境也是一份贡献。从2015年
至今，英杰维特功能材料(珠海)有限公司对RTO系统
进行了数项改进项目，包括优化蒸汽的使用，优化工
艺等等，以降低蒸汽的损失。

2018年，PPG在运营中引入了全新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为客户提供了更多具有可持续优势的产品，
并发布了一系列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将可
持续发展进一步融入其日常运营中，并评估目标的
进展情况。

保护环境：PPG致力于有效利用资源，推动整个
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公司经营所在的环境。

•可持续产品贡献公司销售额占比为32%，例如其低
温固化汽车涂料工艺能帮助客户减少39％的能耗;

在我们于2018年推出新的低固化涂料技术之前，汽车装配厂的约70％的总能耗发生在
涂装车间。新技术通过新一代透明涂层的能耗降低了39％，固体涂层的固化温度约为175华
氏度（80摄氏度），而目前的系统则接近285华氏度（140摄氏度）。增加的好处包括简化
的制造工艺和较小的涂装车间足迹。

• 29％的生产和研发基地实现零垃圾填埋;
• 泄漏和释放率降低28％；
• 用水量降低7％
• 废弃物处理量降低6％。

美化社区：PPG和PPG基金会通过与公司员工、社区合作伙伴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紧密合作与互动，努力实现创建更多彩、更明亮的社区的愿景。2018年，PPG和
PPG基金会的成就包括：

自2015年项目启动以来，PPG已完成超过235个“多彩社区”项目，成为公司社区
公益活动中的重要里程碑，影响范围覆盖36个国家超过530万人；

2018年全球捐赠超过900万美元；员工志愿者服务时间超过25,000小时。



*截止2019年11月底

AICM 会员公司

更多信息请联系 Tina Shen
邮件:  tinashen@aicm.cn
电话:  (021) 68413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