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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扬盛可持续工作汇报

遵纪守法、节能降耗、绿色环保、奉献社会



n 背景：环境问题、国家要求
n 扬盛可持续工作关键表现
n 扬盛可持续工作具体-生产篇

1. 采用环境友好型材料
2. 创新开发及绿色设计
3. 精益生产-三位一体；全生命周期改善专项
4. 绿色生产- VOCs治理、危废、化学品辅料用量
5. 交付及使用- 纸箱回收

n 扬盛可持续工作规划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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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全球性环境问题

全球10大环境问题：
气候变暖，臭氧层破
坏，生物多样性减少，
酸雨蔓延，森林锐减，
土地荒漠化，大气污
染，水体污染，海洋 
污染，固体废物污染

碳中和的提出：全球气候变暖

NASA观测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温室气体浓度较19世纪升高了1.2℃，过去170年二氧化碳浓度
上升47%。这种急速变化使得物种和生态系统的适应时间大大缩短，进而造成全球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作物产量降低，人类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加剧等种种危害。在此背景下，代表可
持续发展的“碳中和”目标被提出，即追求净零排放，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



背景

“碳中和”目标：已有54个国家实现碳达峰

目前，全球约73%的碳排放来源于能源领域。2019年，全球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330亿吨。其中，发
达经济体的排放量约占三分之一。截至2020年，全球已有54个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0%。



背景

“碳中和”目标：中国承诺将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

201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百亿吨，美国约为53亿吨，欧盟29亿吨，印度25亿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当于几大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量，在国际上承受了较大政治压力。

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发言：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利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3060” 双碳目标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



背景
“碳中和”目标：中国时间紧、任务重”

全球“碳中和”目标方面，不丹和苏里南已实现了“碳中和”，同时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颁布政策或立法的方
式做出了“碳中和”承诺。预计2021年末，占全球碳排放量65%以上、占全球经济总量70%以上的国家将做出“碳
中和”承诺。与美欧国家相比，中国尚处于经济上升期，且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间隔年限较短，实现“碳中和”
愿景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



行动——I 关键表现
扬盛可持续发展-历史数据

　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上
单位产值能耗 同比（KWH/万元） -12.9% -4% -3.3% -1.2%

化学品单位产值使用量 同比（kg/万元） -16% 0.9% -0.6% -1.1%

单位产值危废产生量 同比（kg/万元） 5.4% -18.8% -20% -14%

VOC排放浓度 同比（mg/m3） 3.5% 7.8% -2.7% 2.8%

设备OEE  同比 4.6% 3.7% 4.2% 2%

纸箱回收使用量（万只） 4.3 4.1 5.5 2.4

范围一：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200吨

范围二：电力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7560吨

范围三：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上下游供应链端

扬盛可持续发展-2021年碳排放数据



行动——I 产品端

Recycle
包装产品全生 

命周期

I 开发
R&D Process

生产 II
Manufacturing

交付III
Delivery

V 回收

IV
使用

Use

• 开发并选用绿色环保原材料
Ø 大力推荐FSC高松厚纸张
Ø 开发可降解材料，生产能耗低，可自然降解
Ø 使用环境友好型油墨，VOC含量低，脱墨易处理，回收成本低 

• 低碳设计
Ø 4R1D原则
Ø 盒型及工艺设计优化方案
Ø 产品包装规格整合方案
Ø 专色油墨整合方案

• 精益生产，持续改善，提升产品质量
• 工艺优化，提升效率，节能降耗，2021年单位产值能耗

减少了3.2%；
• 化学品辅料用量逐年下降：2021年下降5.7%
• 单位产量危废处置量逐年下降，2021年同比减少15.22%
• 率先开展VOCs综合治理，实现源头控制、过程管理、达

标排放
• 产生的废料、废气、废水均进行清洁处理、回收再利用
• 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和运营管理数字化提高效率，提升管

理能力

• 与多家客户合作纸箱回收项目：
2021年共回收5万只纸箱，累计节
约25吨包装纸

• 包装便于消费者分类处理
• 协助品牌方进行产品回收

• 根据品牌方生产线，优化包装方案，协助提升包装效率
• 绿色包装设计引导消费者对商品包装进行重复利用

• 优化订单价值流，缩短订单交期，实现快速交付
• 为客户提供JIT、VMI等增值方案
• 物流、仓储资源与客户共享

扬盛可持续发展-2021年行动



高松厚纸张以较少浆料， 实现较低克重达到较高的厚度及机械强度， 
减少纸浆用量，降低环境负荷

纸质轻，降低整体社会资源及废弃物排放

01-1 采用FSC认证轻量化纸张——芬林轻质纸板、朝旭纸



目前，轻量化纸张使用量已占扬盛总用纸量超过40%，涉及客户160余家
E.L.F. 21年全年使用高松厚纸张258余吨，减少碳排放约361.2kg

01-1 采用FSC认证轻量化纸张——芬林轻质纸板、朝旭纸

轻量化高松厚纸张可减少碳足迹 20%- 50%



从纸张选择开始做
出改变，一步步保
护我们的环境

扬盛每使用10000吨纸张，
轻量化后可节省15%-20%的
用量，减少树木砍伐2800
棵，减少CO2排放14吨

如果纸的重量减轻1%，
所节省的原料，每天全
球可多生产430万个包
装

取材于可持续管理森
林的可再生原材料

01-1 采用FSC认证轻量化纸张——芬林轻质纸板、朝旭纸



01-1 采用FSC认证轻量化纸张——芬林轻质纸板、朝旭纸

基于生产周期的朝旭白卡包装盒的碳足迹测试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LCA-Life cycle assessment ）



PET薄膜涂布

镭射模压

真空镀铝PET剥离
后道定位分切

激光全息制版

复合背胶

薄膜品检

01-2 开发环境友好型材料——转移银卡



01-2 开发环境友好型材料——转移银卡

转移镀铝纸之优势

环保 成品无PET膜，去塑易降解可回收；中间材料PET可循环利用

静电低 成品无静电，印刷走机性好，不易吸尘

折痕牢度好 铝层牢度好，制盒折痕处不会产生膜纸分离，起壳现象

成型好 无PET膜，加工成型好

印刷适性优良 无PET膜，转移纸吸墨性能力好，油墨附着牢固，且色彩更为鲜艳

平整度好 PET膜受热收缩，易造成复膜卡加工过程上翘

转移镀铝纸之劣势

不耐折 无PET膜保护，不耐折，易爆线暴口，对纸基的耐折要求较高

挺度差 同克重的纸基，复膜卡挺度高，有质感；

不耐擦 无PET膜保护，表观易刮伤刮花



01-3 开发环境友好型材料——纸浆模塑

• 生产1吨 纸塑 
    产生约 
    900kg CO2

• 生产1吨 塑料 
产生约 
6000kg Co2

ü 节约树木：20棵
ü 实现水循环：50吨

ü 实现清洁能源：740 KWH

• 纸浆模塑包装产品以植物纤维为主，生产过

程是简单的物理转化，成品像纸制品一样易

降解

• 3个月至6个月可以自然降解和堆肥

• 可再生可回收

• 不会像塑料产品那样造成“白色污染



01-3 开发环境友好型材料——纸浆模塑

• 生产1吨 纸塑 
产生约 900kg 
CO2

• 生产1吨 塑料 
产生约 
6000kg Co2

装饰效
果一般

凹凸、烫印较为成熟，
多色印刷实现成本过高，
整体颜色单一

对内置
物的保
护性

需要瓶器形状的配合

内置物卡扣程度相比PET
内衬弱

其他
风险

对内置物（瓶器）的颜色有
一定摩擦，需做震荡实验确
定标准

纸塑切边的纸屑无法避免，
需提前确定合格标准

直接接触食品：需QS证及无
尘车间（食品包装要求）



特点：
 薄膜生产源自可持续再生的木浆
 木浆源自SFI（可持续林业倡议）认证森林，100%非转基因
 按英国包装废弃物标准分类属于纸张及纸板类
 通过EN13432，ASTM 和家庭堆肥认证
 通过FDA认证
 厚度：14-1000um

包装相关应用：
 包装彩盒覆膜
 透明窗贴
 吸塑包装/泡壳 包装彩盒覆膜

透明窗贴

吸 
塑 
包 
装
/  
泡 
壳

01-4 开发环境友好型材料——CA膜



Reduce-减量

减少包装材料，反对过 
度包装盒的减量化原则

Reuse- 再利用

可重复使用、不轻易废 
弃的有效再利用原则

Recycle- 可回收

可回收再生，把废弃的 
包装盒制品回收处理并 
循环使用的原则

Degradable- 可降解

可降解腐化不产生环境 
污染的可降解原则

绿色设计（Green Design）也称生态设计(Ecological Design),环境设计（Design for Environment）,环境意识设计
（Environment Conscious Design）。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着重考虑产品环境属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
可维护性、 可重复利用性等）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在满足环境目标要求的同时，保证产品应有的功能、使用
寿命、质量等要求。

Recover- 资源再生 
利用焚烧获取能源和燃 

料的资源再生原则

02 绿色设计-4R1D原则



纸盒内衬，减少材料用量 由分体变为一体内衬，可自 
动包装，提高组装效率

02 绿色设计-包装优化及二次利用



根据品牌方生产线，优化包装方案，协助提升包装效率

创新超越供应商

调研客 
户172
款产品 
包装要 

求

评估尺 
寸相近 
产品族 

群

确认整 
合后的  
32款尺 
寸规格

提供白 
样客户 
测试

制定产 
品标准

封样卡 
确认

制定产 
品标准

172款
老版本 
产品库 
存消耗

切换新 
版本正 
式供货

最终实现：

• 减少客户小批量多批次订单频繁上机、换版、清场的问题，提
升客户生产OEE；

• 将172款产品整合成32款，整合后产品批次订单量大，包装生
产成本降低；

• 解决了之前因品种多、数量少、而不利于供应双方仓库库存管
理、收发存的问题，大大减轻了供应双方仓库人员的工作量；

• 得到客户多个部门的认可

案例实施过程：

02 绿色设计-包装优化及二次利用



• 转移银卡

• 可降解PLA/CA膜
• 甘蔗纸

• 竹浆纸

• ……

• 内衬采用纸质结构

• 盒型结构更适合回收

• 工艺优化

• ……

• 协助品牌方进行产品回收

1 3

采用便于 
回收、易 
降解材料

2

设计包装时 
考虑消费者 
最终丢弃及 

处置

结合品牌 
方产品

02 绿色开发



日常 

管理

人性的

尊重

组织能 
力发展

• KPI TREE：四个步骤（主指标-负因素-过程 
指标-行动计划）；

• 日、周、月回顾

方针

管理

• 异常管理：人（标准化）、 
物（4S）、业绩（指标）

• 建立现场可视化看板，直观 
反映管理情报；

• 现场走线，快速解决，PDCA 
持续跟进；

• 样板线；
• TPM；
• ……

• QCC解决问题的能力
• 技能矩阵
• 工作指南

三位一体

03 精益生产——持续改善，提高效率



全生命周期改善专项

03 精益生产——工艺优化，节能降耗

 从打样到货款回收的全过程，包含了销售开单、工艺开单、物料采购、版

材采购、生产、入库全过程

 19年实施项目以来至21年年底节约时间约7天

 印刷设备2021年OEE同比 提升4.2%，减少碳排放约76.5kg

 2021年年使用光伏发电占总用电量的10%，减少碳排放约60kg

 2021年全年能源消耗同比 均有所下降

1. 单位产值电能消耗降低 4.97%

2. 单位产值水能消耗降低 9.86%

3. 单位产值天然气消耗降低16.74%



调墨、印刷、上光机台上方 
都设置了吸风口，对废气进 
行收集排放

楼顶安装VOCs活性炭吸附装置和排放管

2018年下半年起，公司引进了VOCs末端治理设备，对车间废气统一收集、处理、排放

• VOCs在线监测，楼顶设有监测屋及监测设备，便于环保局远程实时监测VOCs排放数据，确保达标排放
• 多项举措节能减排，减少VOCs的排放：2021年实际排放废气中每立方米含13.46mg VOC（行业标准

为 50mg/m³，我司排放标准提高至25mg/m³）

监测屋及监测设备

04 绿色生产- VOCs综合治理：源头控制、过程管理、达标排
放



分类处理、回收再生、回收利用 
交有资质的回收商进行回收处理

制版清洗水过滤净化循环使用

清洁处理、利用余热制热

化学品 
辅料

危废品 
处置

废纸/ 
废料

废水

废气

04 绿色生产-化学危废品等处置

单位产量危废处置量逐年下 
降，2021年同比减少15.22%

化学品辅料用量逐年下降：  
2019年下降8.9%；2020年下
降9%；2021年下降5.7%



2、客户仓库接收

3、客户生产领用

4、收集已用纸箱 
整齐放置在托盘上

5、送至仓库或指 
定地点

6、YS再次送货时 
拉回纸箱

7、YS分检纸箱、  
QC检验、入库

8、YS按订单需求 
领用纸箱包装产品

2021年共回收5.5万只纸箱，累计节约25吨包装纸

回收流程

1、YS按客户订单 
要求送货

05 交付及使用-纸箱回收

2、客户仓库接收

3、客户生产领用

4、收集已用纸箱 
整齐放置在托盘上



行动—— 宣导篇



行动—— 未来篇

1. 可持续评价体系的持续学习
及加入

2. 可持续创新包装方案的创意
及开发

3. 印刷企业碳排放边界及确认
4. 引用全球通用科学方法核算

企业碳排放
5. 分析现状并设置科学的可持

续目标
6. 可持续工作具体措施（减少

碳排放、水资源管理等）
7. 联合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开

展可持续项目
8. 安全- 重大安全事故0 
9. 员工发展与社区贡献

2022-2023行动

印刷企业生产生活布局图



可持续的“三位一体”

可持续产品

可持续社群可持续环境

可持续
管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