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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方标准 

《纸浆模塑制品绿色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根据 2016 年底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

标识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16〕86 号)，与消费者吃、穿、住、用、行密切相

关的生活资料、终端消费品、食品等产品，都将研究制定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为

此，深圳市制定了《关于印发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意见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政府办公厅-深府办函﹝2017﹞186 号)的配套扶持政策文

件，提出“加快绿色产品标准研制”。2020 年 1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简称新“限塑令”），

明确了“减少并逐步禁止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推广应用替代产品”。

纸浆模塑制品是一种典型的绿色材料，所用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废纸或纸浆，并在

环境中可自然降解，从原料、生产、废物处理形成一个完美的绿色闭环，高度符

合当前世界绿色包装的 5R1D1L 的原则，属于塑料餐具、包装制品的绿色替代品。 

目前，纸浆模塑类相关标准多为通用产品标准，不涉及绿色属性指标，国内

外暂无针对绿色纸浆模塑制品的评价标准。为适应市场需求，积极响应新限塑令、

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系列政策，支撑绿色纸浆模塑制品认证体系标准建设，助力行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深圳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4 月发布了“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示 2022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拟立项项目的通告（深市监通告

〔2022〕52 号）”，深圳市地方标准《纸浆模塑制品绿色评价规范》作为推荐

性标准制定，主管部门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单位为深圳市计量质量检

测研究院，参与单位为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顺启和（深圳）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包装行业协会等。 

（二） 主要起草过程 

起草小组查阅整理了大量纸浆模塑制品及绿色产品评价有关的文献与资料，

结合我国目前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信息收集整理阶段； 

2022 年 6 月，接到任务下达通知，并形成标准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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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8 月，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国内外文献资料、行业专

家座谈以及国内部分相关企业实地调研。 

2）确定主要项目 

2022 年 9 月，召开标准编制会议，确定标准框架。采取全生命周期理论思

想，从资源、能源、环境、品质等多维度对纸浆模塑制品绿色属性进行符合性评

价。确定绿色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3）组织行业专家召开标准研讨会 

2022 年 10 月，组织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及企业专家召开标准研讨会，对标

准的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研讨，并根据评审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修改。 

4）征求意见 

2022 年 11 月，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并统计相关产品检测数据，收集使用和

生产企业等各相关方的意见及建议，形成标准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稿。 

后续计划工作：采用挂网、邮件、电话以及工作群等多方式广泛征求各相关

方意见，收集意见形成报批稿，编写验收材料，组织报批稿专家评审会，通过验

收并发布。 

（三）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 编制原则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国家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规划为根据，积极借鉴国内先进标准，遵循

“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规范性”的原则，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促进环境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1.1 科学性 

标准的制定前，标准起草小组首先搜集了国内外先进标准和研究报告，调查

了纸浆模塑制品相关的行业概况、技术指标和检测数据等，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和

资料。 

1.2 先进性 

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查阅了国内外对于纸浆模塑制品相关标准资

料和科研论文，并在制定过程中多次与行业内专家进行了咨询和讨论，确保了技

术要求和检验方法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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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行性 

标准的制定应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相关方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本标准在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我国纸浆模塑制品行业现状，并多次

与企业代表就绿色评价指标要求进行讨论，保证了标准的可行性。 

1.4 规范性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制，并参照了国内相关标准的编写习惯，保证了规范

性。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中绿色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按照 GB/T 33761-2017《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要求进行设置，本标准中评价指标的设定是以现行有关国家标准、国际标准为基

础。评价指标的选取以覆盖面广、尽可能涉及产品全生命周期所有阶段、消费者

关注度高、水平与国际国外接轨、高端引领为原则。 

3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深圳市地方推荐性标准，其要求严于相关国家和广东省相关强制性

标准，符合地方的技术参数高于国家标准的制标原则。同时为了便于监管，检验

方法与目前常用的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现行有效标

准无矛盾，协调统一。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参考了国际与国内各相关标准，但没有对标准进行直

接采用。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绿色发展的原则，兼具科学性、先进性、可操作

性和重要的规范性，与国内外现有标准协调一致，不重复不矛盾。 

（四）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该标准共包括五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文件规定了纸浆模塑制品的绿色产品评价要

求和评价方法。本文件适用于纸浆通过成型、压模、干燥等工序制得纸浆模塑制

品，包括纸浆模塑餐具、蛋托、物流和工业包装制品等。 

第二部分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该标准引用的主要标准。 

第三部分为术语和定义：该标准给出了与标准相关的一些术语和定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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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模塑制品、纸浆模塑餐具、绿色产品和纸浆模塑用再生（回收）原材料。 

第四部分为评价要求：绿色纸浆模塑制品的评价要求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

标要求。 

基本要求部分给出了 7 个基本要求，包括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指标要

求。近 3 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生产企业能源消耗应达到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要求。生产企业宜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

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生

产企业应有专门的场所贮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避免扬散、流失和渗

漏,应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并对固体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和资源

化利用。生产企业宜按照 GB/T 24001、GB/T 23331、GB/T 19001 和 GB/T 45001

等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生产企业应按照 GB 17167 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根据环保法律法

规和标准要求，配备污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控设备。产品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

业产品标准的要求。 

评价指标要求部分给出了具体评价指标名称、基准值及判定依据。纸浆模塑

制品绿色评价指标要求从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角

度进行选取，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

资源属性指标包括生产加工过程中原材料节约、水资源节约、环保材料及原辅料

性能等方面相关要求共 4 项；能源属性指标包括单位产品能耗、清洁能源或可再

生能源要求共 2 项；环境属性指标包括对环保有害物质限量、可降解等相关要求

共 16 项；品质属性指标包括大众关注高的产品质量和健康安全性能等相关要求

共 6 项。 

第五部分为评价方法。该部分给出了基本要求、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

属性、品质属性及绿色纸浆模塑制品的绿色评价方法。符合上述评价要求的纸浆

模塑制品，可称之为“绿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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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的部分技术内容参考和引用了国际与国内相关标准。 

资源属性指标的确定参考了 GB/T 35613-2017《绿色产品评价 纸和纸制品》、

GB/T 35612-2017《绿色产品评价 木塑制品》等系列绿色产品评价国标中资源属

性的要求。同时关注纸浆模塑制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原材料节约、水资源节约、

环保材料及原辅料使用等，明确了资源属性对应的基材、再生（回收）原材料添

加率、单位产品取水量和化学品的指标要求。 

能源属性指标的确定参考了 GB/T 37422-2019 《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则》、

GB/T 35612-2017《绿色产品评价 木塑制品》等标准，鼓励采用清洁能源或可再

生能源。同时参考行业调研及数据收集情况，确定了单位产品能耗的限值要求，

其中纸浆模塑餐具的单位产品能耗≤800 kgce/t、其他纸浆模塑制品的单位产品

能耗≤1000 kgce/t。 

环境属性指标的确定参考了 GB/T 35613-2017《绿色产品评价 纸和纸制品》

《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评价技术要求》（国邮发 62 号）等标准，选取绿色环保、

有害物质等相关指标，明确了生物降解性能、重金属、甲醛、荧光性物质、总迁

移量、可吸附有机卤素和邻苯二甲酸酯等指标要求。 

品质属性指标的确定参考了 GB/T 36787-2018《纸浆模塑餐具》、BB/T 

0045-2021《纸浆模塑制品 工业品包装》等标准，选取大众关注高的产品质量和

健康安全性能等指标，明确了品质属性中含水率、气味的指标要求。对于纸浆模

塑餐具增加微生物限量要求。同时，新增在产品表面印制可回收标志的指标要求。 

（六）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现行有效标准无矛盾，协调统一。 

（七） 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国内外专利。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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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做好标准的宣贯和咨询解答工作，特别是针对产

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生产企业和检测、认证机构，使产业内更多利益相关方认识

到开展纸浆模塑制品绿色符合性评价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推广本标准的使用。 

（十）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深圳市地方标准，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可自行选择使用

本标准开展评价工作。 

（十一）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现行标准的废止建议。 

（十二）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