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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tive 
Pressfit 
Solutions
SILVERON™ GT-820 Cyanide Free Silver Tin
 80% Silver, 20% Tin deposit from cyanide-free electrolyte

 Replacement for Tin for whisker control on press fit connectors

 White, bright silver deposit over a broad CD range (0.5–15 ASD)

 Excellent adhesion over copper or copper alloys

 Suitable for electrical/electronic applications

 Excellent contact resistance and sold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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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豬年新一期的會刊，編者先在這裏恭祝大家豬年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心想事成。回顧過去一年學會舉辦的活動不算多（焦點活動：與螺絲協會一
同舉辦關於腐蝕的研討會；越南胡志明市五天考察團等），未來還有進步的
空間。新一屆的理事會會長將於三月聯歡晚會內選舉選出，新理事會於六月
就職，相信新一屆理事會繼續竭盡所能服務表面處理業界同仁。希望各位讀
者繼續支持學會活動和學會發展。

剛踏入己亥豬年，就有兩個重要的政策文件值得我們關注，它們就是
《2019至20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財政預算案》裏財政司司長對香港發展多元經濟的著墨最多，共有50個
重點，金融服務業和創新科技各佔25個。這可以看出創新科技是香港未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與金融服務業同樣重要，值得業界同仁閱讀並瞭解政
策未來方向。

當中點74提到：政府已為企業合資格的研發開支，提供兩級制額外稅務扣
減；點76提到：政府會檢討關於加快輸入科技人才來港從事研發活動的
細節；以及點77提到：為吸引更多本地畢業生投身創科行業，政府會由
即日起提高研究員的每月津貼額。更多的細節可參閱財政預算案的官方網
址：https://www.budget.gov.hk/2019/chi/index.html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後，香港媒體都有廣泛的報導。這份發
展規劃網要是一份很重要的政策文件，展示著未來廣東省的重要發展，當中
有多處地方提及到香港，標示著香港未來發展的方面，同樣值得業界同仁閱
讀並瞭解政策未來方向。

第3章第2節：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
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
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其他重點包括，第2章第2節第3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
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第3節第5段：為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
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便利的條件；第4章第3節第3段；發揮香港在知識
產權保護及相關專業服務等方面具有的優勢，支持香港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
易中心；第5章第1節第4段：構建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
體的城際快速交通網絡，力爭實現大灣區主要城市間1小時通達；第5章第2
節第2段：積極開展取消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的可行建議；第6章第3節
第4段：支持大灣區企業使用香港的檢驗檢測認證等服務。

文中還有很多很多要點，更多的細節可參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官方網址：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1。

在這裏再一次祝願各位讀者己亥豬年快樂。

編輯的話
《編輯的話》是編者個人的觀點想法，並不代表學會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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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香港永星化工有限公司  — 張志恒總經理

國內國外環保意識提升，政府政策
亦越來越重視綠色生產，綠色生
活，產業的升級轉型仍然是重點。
表面處理行業應如何適應市場環境
呢？本期《行業精英》有幸邀請香
港永星化工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國
表面工程協會常務理事、香港表面
處理學會副會長兼司庫張志恒先生
為我們分享最新的行業動態。

創於香港，立足中國， 
走向世界
一直以來，永星化工始終堅持“立
足中國，走向世界”的發展初心，
以誠信、實力和產品品質開拓創
新，砥礪前行。公司起步階段主要
是在香港代理國外產品，然後逐漸
向國內引進。於90年代開始，永星
化工開始組織研發團隊，自主生產
全面、穩定的產品，提供化學技術
服務及有關配套設備，以及多元化
的售後服務和技術指導。近年，永
星化工並逐漸走向國際，為了更深
入瞭解各地不同客戶的需求，除在
國內建立大本營外，先後於韓國、
日本、美國、印尼等地設立分公司
及技術中心，提供更貼近市場需求
的產品及技術支援服務。永星化工
的核心產品及技術，包括：塑膠電
鍍、功能性電子、印刷線路版、功
能性耐磨、防腐及裝飾性表面處理
工藝，當中鋁及鋁合金電鍍、3D
模塑互連器件(MID)、PA及ABS/
PC塑膠電鍍、鍍鋅工藝、化學鎳工
藝、硬鉻工藝及無鉻鋅鋁塗料系統
等。產品及技術應用範圍涵蓋低端
到高端各個層次的市場，包括：汽

行業精英專訪

車工業、流動通訊設備、
航天部件、半導體、浴室
潔具配件、基建材料、珠
寶首飾、電腦配件及印刷
用具等行業。

有危有機，穩中求勝
隨著製造業的進一步發
展，表面技術和改性技術
在工程製造中也逐漸突顯
了其重要性。然而以電鍍
為代表的表面處理行業予
人的典型形象為高能耗、高污染，
同時還存在生產規模小、工藝落
後、產業檔次低、安全隱患多等
問題。因此，在如今的環保浪潮之
中，電鍍產業轉型升級一直都是重
點關注問題。為積極回應“國家十
三五發展計畫”，永星化工深刻明
白強國建設及綠色生產是我國主要
的發展理念，一直積極研發各項
綠色表面處理技術，以配合行業升
級轉型。近年，科研團隊已成功研
發了多種不同新系列產品，跟進時
代步伐，這些技術符合國際環保法
規，發揮了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經濟
效益，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目標。

所謂“危機”就是“有危也有機”，
機遇的存在關鍵在於是否懂得「穩
中求勝」。當今，全球製造業市場
的需求有增無減，環保議題會成為
行業一把雙刃劍，“危”是國際對
於表面處理技術的環保要求會逐步
提高，一方面淘汰部分不符合要求
的企業，這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另
一方面，危中有機，只有一些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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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的企業和團隊，會在積極改進
和創新之後，迎來更大的市場和發
展機遇。在科技創新方面，面對我
國對新材料的急切需求，無疑是表
面處理行業的一大發展機遇。積極
與行業精英互相切磋、交流，合作
絕對是促進行業技術發展的最佳良
方。然而，行業技術絕對不能局限
於此，目前我國部分行業技術中的
自主性不高，半導體自給率不足
50%，要解決這個危機，行業必
須要抓緊機會，積極與國外的表面
處理行業交流合作。近年，永星化
工一直積極與不同國家的表面處理
協會交流合作，把握機會，參與技
術交流會及論壇，同時積極參與當
地展會，與參展商和客戶互相分享
技術，從中積極地學習和汲取經
驗。永星化工與國外品牌相比，營
運的成本相對較低，具有較大成本
優勢，相信通過不斷交流學習和創
新，可以不斷提高國內產品的技術

水準，促進國內更多產品轉向環保
型產品，對整個行業的發展具有一
定的推動作用。中國自主技術必定
可以宏揚海外！

企業管理的建議
他認為，作為一家表面處理公司的
領導者，除了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
外，緊貼行業及時代發展走勢也是
關鍵。眼光必須要遠大，但不能空
憑臆測；思想必須要細密，但不能
固步自封，否則容易被市場淘汰；
時刻認清社會經濟大環境的變化，
細膩敏感，當機立斷，才能為企業
作出正確的選擇。目前，我國處於
經濟發展的階段，這正是表面處理
行業最蓬勃的時機，雖然同時行業
正面對升級轉型的危機，對於嚴苛
的環保法規，令行業內不少企業對
前景感到卻步。但是只要力爭上
游，出色的企業都會是重整行業的
先行者。

其次，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就是
產品研發及發掘人才。以永星化工
為例，為了壯大及提高科研團隊素
質，積極與不同組織合作，共同開
發創新項目。在本港與香港科技園
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積極研
發中高端創新科技專案；在內地與
哈爾濱理工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合
作，尋求新技術的開發。目標是致
力發展成為亞州首屈一指的表面處
理行業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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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聯誼活動
學會於2018年11月17日舉行秋季聯誼活動，一行七人
於當天早上到深圳灣口岸集合，乘車前往東莞虎門林則
徐紀念館及後參觀虎門海戰博物館，兩館是鴉片戰爭時
期的歷史見證，虎門海戰博物館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
鎮海口的威遠炮台舊址附近，這裡有陳列「鴉片戰爭海
戰」以及「虎門海戰」相關模擬半景畫，可以讓我們能
夠更深刻體驗當初的歷史情節，以及戰爭的殘酷。

學會活動報告

攝於林則徐紀念館攝於海戰博物館

華陽湖房車營地 攝於濕地公園門前

中午於附近的餐廳享用午餐，用膳後前往華陽湖房車營
地，麻湧華陽湖畔，嶺南盆景文化博覽園，有一個園林
式房車營地，眾人欣賞之余在園內留念拍照，時已接近
黃昏，太陽西下，是時候回程故沒有參觀鄰近的濕地公
園，大家渡過愉快的週末，留待明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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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7-30日於廣東省東莞
市厚街鎮舉辦了一個為期4天的大
型製造業展覽會，包含了「2018
廣東國際機器人及智能裝備博覽會」、 
「第20屆東莞國際模具、金屬加
工、塑膠及包裝展」、「鑄業展」、 
「ASF電鍍、表面處理及塗料展」、 
「 鈑 金 及 激 光 、 3 D 打 印 展 」 和 
「五金工具展、潤滑劑液及化學助
劑展」。響應國家「2025中國智
造」，本屆展會引入高端先進機器
人專業展，根據官方資料顯示，本
屆展會展場面積達13萬平方米，展
位數7182個，吸引了全球1675家企
業參展，東莞本土參展企業有513
家。參展企業主要來自中國內地、
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德國、
美國、瑞士、義大利、以色列等國
家和地區。國內國外業界同仁借此
展會平台展示產業機器人、人工智
慧、物聯網、3D列印、高精密機床
等最新技術和製造業相關的最新連
接、最新應用。此外，本屆展會也
新增了一批展區，包括三維列印香
港館、Fitmi工業4.0智慧生產線暨
技術會議、東莞市產業園招商推介
展示區及五金工具展等。

本屆展覽會內容豐富，官方數據顯
示4天展覽會共吸引超過12萬參觀
人數。當中智博會作為先進機器人，
智能裝備企業搭建的專業展會平台，
吸引大量參觀者駐足觀賞瞭解。參
展企業包括：美國哈斯、日本發那
科、北京精雕、廣州數控等；電鍍、
表面處理及塗料展參展企業包括：

學會活動報告

永星化工、得力(中國-香港)、勵福
環保科技、Fischer測試儀器、生益
等。

３Ｄ展香港館

本屆展覽會其中一個重點展區「三
維列印香港館」，展示了融合歐
洲、香港及廣州三地技術的創新產
品，3D掃描打印技術成為了展會中
亮點。展區內放置了一台3D掃描
儀，體驗者只需站在平台上，安裝
在兩側立柱上的可滑動攝像頭便會
啓動，並以體驗者為中心360度開
始轉動，進行快速外形掃描，約30
秒後，近乎一模一樣的3D模型便呈
現在屏幕上，建立的3D模型可供製
作人偶擺置，或可製作3D圖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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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掃瞄儀由一所廣州公司自主研
發，該公司表示此3D掃描儀可運用
於石膏、樹脂、金屬等多種材質領
域，擁有3D成像速度快及尺寸精准
等優點。

人體3D掃描儀體驗，30秒可完成數碼建模，可供製
作人偶擺置，或可製作3D圖片

展區內還有另一個亮點，是一台可
為3D打印件表面上進行金屬處理的
機台。此機台中有一系列環保溶液，
可供客戶為3D打印件進行金，銀及
銅等的表面處理，使樹脂及塑膠3D
打印件穿上金屬的外衣。進行了表
面處理的3D打印件可解決塑膠的易
脆化的問題，及增加了可觀性。為
喜愛金屬效果的用家，除了昂貴的
3D金屬打印機外，提供了一個新選
擇。

金屬表面工藝與3D打印相結合

3D 打印後沒進行金屬化

3D打印後進行金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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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榮譽院士及資歷院士證書頒授典禮暨
第十屆評審局執委會就職典禮暨榮譽院士及資歷院士聯歡晚宴

榮譽院士選舉主要由香港工業專業
評審局舉辦，目的是用以表揚及連
系工業行業有專業知識及卓越貢獻
的人士，同時評核工業從業員的行
業知識及水準，認可其資歷，提升工
業內專業技術水準，促進工業專業
化。2018年度「榮譽院士及資歷院
士頒授計劃」的各評審程式，已於去
年十二月順利完成獲頒授的人士來自
不同界別，包括表面處理、餐飲及數
碼科技等行業。多年來本會多位會員
及會員公司代表也因其於行業的貢獻
及個人的進修獲頒授榮譽院士及各種
的院士及副院士。今屆共有56名獲
獎人，每位皆為業內之翹楚精英，至
於榮譽院士的選舉，每個有關行業商
會及協會最多只有一個提名的名額，在嚴謹的遴選過程下，本年度有14位
專業人士獲頒授榮譽院士，本會2017-2019年度副會長兼司庫張志恒先生
由本會提名，由局方評定他於香港工業及表面處理行業的專業資歷和卓越
成就獲頒授榮譽院士。本會會員獲選人名單包括工商院士及院士見附表一。

為隆重其事，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已於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 中午舉行
了2018榮譽院士及資歷院士證書頒授典禮，並於2018年12月18日(星期二) 
當天晚上舉行第十屆評審局執委會就職典禮暨榮譽院士及資歷院士聯歡晚
宴。

「2018年榮譽院士選舉及資歷院士參選計劃」本會獲選人名單

榮譽院士
張志恒先生 永星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工商院士
李志文先生 雅視光學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助理經理

院士
朱仲華先生 雅視光學集團有限公司　拓展部副總監
黎益祥先生 福群珠寶首飾製造有限公司　廠長

學會活動報告

晚宴中多位理事均有出席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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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各主禮嘉賓及新一屆院士大合照

院士合照

工商院士合照

榮譽院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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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壓化學氣相沈積技術（APCVD）研討會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Technology Seminar

在現有的工業生產中，超薄功能性
塗層正得到越來越多的需求。在手
錶，珠寶，眼鏡，這些香港的主要
製造產業以及3C電子產品，汽車
與航空部件，醫療產品和LED顯示
屏這些新興產業裡面，超薄功能
性塗層也受到更多地關注。在高附
加值零部件的持續需求之下，材料
的表面性質變得尤為重要。因此，
薄膜沈積技術在製造高度光澤度 
（玻璃，塑料，鏡面，烏黑光澤）
方面，以及給予材料表面高硬度、
耐磨性、耐腐蝕性、電氣性能和其
他不同特性的方面都扮演著十分重
要的角色。

傳統的鍍膜一般採用真空化學氣相
沈積（CVD）方式將硬質薄膜（氧
化鋁、氧化鈦、二氧化矽、等等）
沈積在材料表面。但是，這種方式
有一個很大的劣勢，尤其對真空系
統的應用。第一，在真空系統的使
用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高成本及
低產能（鍍膜範圍小，不易進行大
批量生產），和難以根據實際需求
做出產能調整的情況。第二，在真
空等離子沈積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
顆粒沈積物，並緊密附著在真空腔
的內壁上。需要不斷清理這些顆粒
沈積物，定期的清潔與維修，增加
了運營和設備維護方面的成本。第
三，對於真空中的硬質材料鍍膜方
面，薄膜的尺寸和形狀都受到了明
顯的限制。此限制使得利用化學
氣相沈積系統（CVD）沈積薄膜

學會活動報告

的產能很低，讓產品的大量生產成
為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對於這些問
題，使用常壓化學氣相沈積系統
（APCVD）是一種較好的解決辦
法。

因此，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獲得香港
創新科技署的資助，對常壓化學氣
相沈積技術進行了一項應用的研
發，是次研發也就是特別釘對了先
進陶瓷硬薄膜應用。本會作為項目
的其中一個支持機構，也獲邀出席
該技術於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
的研討會及發佈會。是次研本會秘
書長/副會長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高
級顧問盧偉賢博士也是其中一位講
者，介紹有關技術的市場發展及基
礎理論，其他講者的內容如下：

2018年12月14日當天研討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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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 Seminar Programme

本會秘書長/副會長盧偉賢博士介紹有關技術的市場發展及 
基礎理論

程序 Programme

塗層技術趨勢及介紹常壓化學氣相沈積（APCVD）塗層沈積技術
Coating Technology Trends and Introduction of APCVD Coating Deposition Technology

‧盧偉賢博士 (高級顧問)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Dr. Wai Yin LO (Senior Consultant)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化學氣相沈積及常壓化學氣相沈積（APCVD）塗層沈積技術的基理及其用途
Introduction of APCVD Coating Deposition Technology & Applications

‧張智恆博士 (顧問)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Dr. Leo Cheung (Consultant)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利用常壓化學氣相沈積（APCVD）塗層沈積製造硬薄膜的行業部件的應用
High Hardness APCVD coating for Applications

‧易敏龍先生 (助理顧問)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Mr. Man Lung YICK (Associate Consultant)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參觀常壓化學氣相沈積技術（APCVD）塗層設備及塗層樣品
Visit the APCVD Equipment and Coating Samples

研 討 會 完 結 後 ， 本 會 理 事 更 獲
邀 參 觀 常 壓 化 學 氣 相 沈 積 技 術
（APCVD）塗層設備及塗層樣品。
此項目的結果顯示，一部採用等
離子增強常壓化學氣相沈積技術
（APCVD）的系統能夠良好的解
決上述的幾個難題。常壓化學氣相
沈積系統（APCVD）可以革命性
地實現一種低成本，高沈積率的沈
積方式，並滿足各種表面處理和不
同產品的需求。該技術可以實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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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有關先進表面處理設備及塗層樣品 大合照

參觀常壓化學氣相沈積技術（APCVD）
塗層設備及塗層樣品

大家對這新技術非常有興趣， 
討論氣氛甚濃

較低溫度下，對不同基底進行納米
到亞微米級別的沈積。相關產品在
薄膜沈積之後，其外觀不會發生任
何改變，而且這項技術有良好的重
復性。再者，常壓化學氣相沈積系
統（APCVD）有特殊的物理和化
學特徵，此特徵使得薄膜的大批量
生產和持續製造不再被真空腔的大
小所限制。同時，此特徵還使得通
過對溫度和氣流量的嚴格控制，能
夠製造面積大，均勻性好的薄膜。
綜合以上優點，由於該技術不需要
使用到真空泵與真空腔體，這項
技術可以解決化學氣相沈積技術
（CVD）面對的難題，並使得薄膜
可以沈積在形狀複雜以及更大尺寸
的產品表面上，並應用於各種不同
工業產品上，使常壓化學氣相沈積
（APCVD）在設備成本上相對更加
低廉。

學會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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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 展會前膽

活動預告：

活　動 日　期 地　點

2019年第十屆高爾夫各界友好聯誼賽 2019年4月26日 東莞鳳凰山高爾夫球場

2019年會員週年大會 2019年5月10日 粵品匯

2019年第五屆國際表面處理發展高峰論壇 2019年5月21日 廣州世貿保利博覽館

展會前瞻： 

日　期 展覽會 地　點

2019年4月9-11日 第3屆廣州複合材料及製品展覽會 廣州，琶洲南豐國際會展中心

2019年4月22-24日 中國-北京國際汽車製造暨工業裝配
博覽會

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

2019年4月24-26日 第29屆中國國際電子生產設備暨微電
子工業展覽會 NEPCON China 2019

上海，世博展覽館

2019年5月8-11日 2019廣東國際機器人及智能裝備 
博覽會

東莞，厚街廣東現代國際展覽中心

2019年5月21-23日 2019第13屆國際（廣州）表面處
理、電鍍、塗裝展覽會

廣州，世貿保利博覽館

2019年6月19-21日 Korea Metal Week 2019 Hall 2-3, Kintex, Goyang City, 
Korea

2019年7月17-19日 2019第15屆印尼（雅加達） 
國際水處理與環保展

印尼，雅加達JCC會議中心 Jakarta 
Convention Center, Indonesia

2019年8月28-30日 2019武漢國際汽車製造暨工業裝配
博覽會

武漢，國際博覽中心

2019年9月18-20日 第2屆名古屋國際汽車工業技術展 日本，名古屋國際展覽中心 Nagoy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Hall, Japan

2019年10月9-11日 2019日本東京現代農業展覽會 
AGRI WORLD 2019

日本，東京千業幕張國際展覽中心
Makuhari Messe, Japan

2019年10月10-12日 2019越南國際機床及金屬加工展覽會
2019 Metalex Vietnam

越南，胡志明西貢會展中心 Saigon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Ho Chi Minh,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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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生態環境部發佈了國家環境保護標準《排汙單位自行監測技術指南 
電鍍工業》，詳情如下：

排汙單位自行監測技術指南 電鍍工業

Self-monitoring technology guidelines for pollution sources—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 HJ 985-2018 2019-03-01實施)

為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排汙許可管理辦法(試行)》，指導和
規範電鍍工業排汙單位以及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汙水處理廠自行監測
工作，制定本標準。本標準提出了電鍍工業排汙單位以及專門處理電鍍廢水
的集中式汙水處理廠自行監測的一般要求、監測方案制定、資訊記錄和報告
的基本內容和要求。本標準為首次發佈。

環境政策資訊

國家環保標準 
《排汙單位自行監測技術指南 電鍍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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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及《排污許可管理辦法(試行)》指導和
規範電鍍工業排污單位，以及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自行監
測工作，制定本標準。

本標準提出了電鍍工業排污單位以及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
自行監測的一般要求、監測方案制定、資訊記錄和報告的基本內容和要求。

本標準為首次發佈。

本標準由生態環境部提出並組織制訂。

本標準主要起草單位：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江蘇省環境監測中心、廈門
市環境監測中心站。

本標準生態環境部 2018 年 12 月 4 日批准。

本標準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

本標準由生態環境部解釋。

排污單位自行監測技術指南　電鍍工業
1 適用範圍
 本標準規定了電鍍工業排污單位以及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

處理廠自行監測的一般要求、監測方案制定、資訊記錄和報告的基本
內容及要求。

 本標準適用於電鍍工業排污單位以及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
處理廠，對其在生產運行時排放的水、氣污染物，雜訊以及對周邊環
境品質影響開展自行監測。

 自備火力發電機組（廠）、配套動力鍋爐的自行監測要求按照《排污
單位自行監測技術指南 火力發電及鍋爐》（HJ 820）執行。

2 規範性引用檔
 本標準內容引用了下列檔或其中的條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檔，

其有效版本適用於本標準。

 GB 14554 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

 GB 21900 電鍍污染物排放標準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監測技術規範

 HJ/T 164 地下水環境監測技術規範

 HJ/T 166 土壤環境監測技術規範

 HJ 819 排污單位自行監測技術指南　總則

 HJ 820 排污單位自行監測技術指南　火力發電及鍋爐

 HJ 855 排污許可證申請與核發技術規範 電鍍工業 
　　　　　　　 《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環境保護部令 第 39 號）

環境政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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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術語和定義
 GB 21900 界定的以及下列術語和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電鍍工業排污單位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指有電鍍、化學鍍、化學轉化膜等生產工序和設施的排污單
位，包括專業電鍍排污單位和有電鍍工序的排污單位。

 3.2 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 centralized sewage  
treatment plant specially treated with electroplating wastewater 
指位於電鍍集中區內並擁有專門處理電鍍廢水集中處理設施的
單位。

4 自行監測的一般要求
 排污單位應查清本單位的污染源、污染物指標及潛在的環境影響，制

定監測方案，設置和維護監測設施，按照監測方案開展自行監測，做
好品質保證和品質控制，記錄和保存監測資料，依法向社會公開監測
結果。

5 監測方案制定
 5.1 廢水排放監測

 5.1.1 監測點位

  電鍍工業排污單位須在廢水總排放口，以及排放總鉻、六價
鉻、總鎳、總鎘、總銀、總鉛、總汞相應的車間或生產設施排
放口設置監測點位。

  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須在廢水總排放口，以
及排放總鉻、六價鉻、總鎳、總鎘、總銀、總鉛、總汞相應的
車間或生產設施排放口設置監測點位。

 5.1.2 監測指標與頻次

 電鍍工業排污單位的廢水排放口監測指標及最低監測頻次按照
表 1 執行。

表 1　電鍍工業排污單位廢水監測指標最低監測頻次

監測點位 監測指標 監測頻次

車間或生產
設施排放口

流量 自動監測

總鉻、六價鉻、總鎳、總鎘、總銀、總鉛、總汞 日a

廢水總排 
放口

流量 自動監測

pH 值、化學需氧量、總氰化物、總銅、總鋅 日

總磷、總氮 月（日a）

總鐵、總鋁、氨氮、氟化物、懸浮物、石油類 月

雨水排放口b pH 值、懸浮物 日
注 1：根據原輔料使用等實際生產情況，確定具體的重金屬監測指標。 
注 2：設區的市級及以上環保主管部門明確要求安裝自動監測設備的污染物指標，須採取自動監測。
a 總氮/總磷實施總量控制的區域，總氮/總磷最低監測頻次按日執行。
b 雨水排放口有流動水排放時按日監測。若監測一年無異常情況，可放寬至每季度開展一次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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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的車間或生產設施排放
口以及廢水總排放口的監測指標及最低監測頻次按照表2執行。

 5.2 廢氣排放監測

 5.2.1 有組織廢氣排放監測點位元、指標與頻次

電鍍工業排污單位的廢氣排放口監測指標及最低監測頻次按照
表 3 執行。

表 2　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廢水監測指標最低監測頻次

監測點位 監測指標 監測頻次

車間或生產
設施排放口a

流量 自動監測

總鉻、六價鉻、總鎳、總鎘、總銀、總鉛、總汞 日

廢水總排 
放口

流量、pH 值、化學需氧量 自動監測

氨氮、總氮、總磷、總氰化物、總銅、總鋅 日

總鐵、總鋁、氟化物、懸浮物、石油類 月

注 1：根據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上游企業排放廢水涉及的污染物指標，確定應開展 
　　　監測的金屬指標。
注 2：設區的市級及以上環保主管部門明確要求安裝自動監測設備的污染物指標，須採取自動監測。

a 車間或生產設施排放口指：含總鉻、六價鉻、總鎳、總鎘、總銀、總鉛、總汞廢水分質處理的特定
  處理單元出水口（與其他廢水混合前）。

表 3　電鍍工業排污單位廢氣監測指標最低監測頻次

監測點位 監測指標 監測頻次

酸堿廢氣排氣筒 氯化氫、氮氧化物、硫酸霧、氟化物 半年

鉻酸霧廢氣排氣筒 鉻酸霧 半年

含氰廢氣排氣筒 氰化氫 半年

粉塵廢氣排氣筒 顆粒物 半年

注 1：2015 年 1 月 1 日（含）後取得環境影響評價批復的排污單位根據環境影響評價檔及其批復， 
　　　以及實際生產情況等，確定具體的監測指標。
注 2：排氣筒廢氣監測要同步監測煙氣參數。
注 3：監測結果超標的，應增加相應指標的監測頻次。

表 4　專業電鍍企業無組織廢氣監測指標最低監測頻次

監測點位 監測指標 監測頻次

廠界 氯化氫、鉻酸霧、硫酸霧、氰化氫、氟化物 年

注 1：根據有組織廢氣排放情況，確定具體的監測指標。
注 2：監測結果超標的，應增加相應指標的監測頻次。
注 3：若周邊有敏感點，應適當增加監測頻次。

 5.2.2 無組織廢氣排放監測點位元、指標與頻次

電鍍工業排污單位無組織廢氣排放監測點位元設置、監測指標
及最低監測頻次按表 4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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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無組織廢氣監測指標最低監測頻次

監測點位 監測指標 監測頻次

廠界 臭氣濃度a 年
a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後取得環境影響評價批復的排污單位還應根據環境影響評價檔及其批復或  
 其他環境管理要求確定是否監測 GB 14554 中的其他惡臭污染物。

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無組織廢氣排放監測點
位元設置、監測指標及最低監測頻次按照表 5 執行。

 5.3 廠界環境雜訊監測

廠界環境雜訊監測點位設置應遵循 HJ 819 中的原則，主要考
慮噪音源在廠區內的分佈情況和周邊環境敏感點的位置。廠界
環境雜訊每季度至少開展一次晝夜監測，監測指標為等效 A 聲
級。周邊有敏感點的，應提高監測頻次。

 5.4 周邊環境品質影響監測

 5.4.1  環境影響評價檔及其批復〔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後取
得的環境影響評價批復〕、相關環境管理政策有明確要求的，
按要求執行。

 5.4.2 無明確要求的，排污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對周邊地表水及沉積
物、地下水和土壤開展監測。按照 HJ/T 91、HJ/T 164、HJ/T 
166 及受納水體環境管理要求設置地表水及沉積物、地下水和
土壤監測點位，監測指標及最低監測頻次按表 6 執行。

表 6　周邊環境品質影響監測指標及最低監測頻次

目標環境 監測指標 監測頻次

地表水 pH 值、總鉻、六價鉻、總鎳、總鎘、總銀、 
總鉛、總汞、總銅、總鋅等 季度

地表水體沉
積物

pH 值、總鉻、總鎳、總鎘、總銀、總鉛、總汞、
總銅、總鋅等 年

地下水a 水位、pH 值、高錳酸鹽指數、氰化物、總鉻、 
六價鉻、總銅、總鋅、總鎳、總鐵等 年

土壤a pH 值、總鉻、總鎳、總鎘、總銀、總鉛、總汞、
總銅、總鋅等 年

注：根據原輔料使用等實際生產情況，確定具體的重金屬監測指標。

a 廠界內的地下水和土壤監測按照相關技術規範和管理要求開展。

 5.5 其他要求

 5.5.1  除表 1~表 5 中的監測指標外，5.5.1.1 和 5.5.1.2 中的污染物
指標也應納入監測指標範圍，並參照表 1~表 5 和 HJ 819 確定
監測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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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 排污許可證、所執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標準、環境影響評
價檔及其批復〔僅限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後取得的環境
影響評價批復〕、相關環境管理規定明確要求監測的污染物指
標。

 5.5.1.2 排污單位根據生產過程的原輔用料、生產工藝、中間及最終產
品類型、監測結果確定實際排放的，在有毒有害或優先控制污
染物相關名錄中的污染物指標，或其他有毒污染物指標。

 5.5.2 各指標的監測頻次在滿足本標準的基礎上，可根據 HJ 819 中
監測頻次的確定原則提高監測頻次。

 5.5.3 採樣方法、監測分析方法、監測品質保證與品質控制等按照 HJ 
819 執行。

 5.5.4 監測方案的描述、變更按照 HJ 819 執行。

6 資訊記錄和報告
 6.1 資訊記錄

 6.1.1 監測資訊記錄

手工監測的記錄和自動監測運維記錄按照 HJ  819 執行。

 6.1.2 生產和污染治理設施運行狀況資訊記錄

詳細記錄電鍍工業排污單位及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
處理廠的以下生產及污染治理設施運行狀況，日常生產中也應
參照以下內容記錄相關資訊，並整理成台賬保存備查。

 6.1.2.1 生產運行狀況記錄

記錄電鍍生產設施運行、停運狀態。根據批次按生產線記錄以
下內容：

a）鍍種、工藝類型、運行時間；

b）電鍍液主要成分、濃度、使用量及消耗量、溫度、pH 值；

c）輔料使用量和消耗量、純水使用量；

d）鍍種加工面積、鍍層厚度等。

 6.1.2.2 污染治理設施運行狀況記錄

 （1） 污水處理設施：接管到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
理廠的電鍍工業排污單位，按含鉻廢水、含氰廢水、酸堿
廢水等“分質收集”，分別記錄廢水排放量；專門處理
電鍍廢水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及自行處理廢水的電鍍工業
排污單位，按照“分質收集”原則，分別記錄相應電鍍
廢水處理設施開停機時間、運行時間，並按日記錄污水處
理量、中水回用率、污水排放量、污泥產生量（記錄含水
率）、污水處理使用的藥劑名稱及用量、用電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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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廢氣處理設施：根據批次按生產線記錄電鍍廢氣處理設施
開停機時間、廢氣處理液 pH 值、廢氣排放時間及排放量
等，並按月記錄廢氣處理使用的藥劑名稱及消耗量。

 6.1.3 工業固體廢物記錄

記錄一般工業固體廢物和危險廢物的產生量、綜合利用量、處
置量、貯存量，危險廢物還應記錄其具體去向。原料或輔助工
序中產生的其他危險廢物的情況也應記錄。

 6.2 資訊報告、應急報告、資訊公開按照 HJ  819 執行。

7 其他
 排污單位應如實記錄手工監測期間的工況（包括生產負荷、污染治理

設施運行情況等），確保監測資料具有代表性。

 本標準規定的內容外，按 HJ  819 執行。

表 7　一般工業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來源

類　別 來　源 種　類

一般工業固
體廢物 生產車間 廢包裝物、熱鍍鋅鋅灰、鋅渣等，生活

垃圾

危險廢物

生產車間、廢水/廢氣
處理設施

槽液過濾產生的廢渣、廢棄槽液、廢退
鍍液，廢活性炭、廢反滲透膜、廢樹
脂、脫脂油泥、接觸危險廢物的棄用勞
保用品及包裝物、電鍍污泥等

專門處理電鍍廢水的
集中式污水處理廠

電鍍廢水處理污泥，廢水手工監測時產
生的廢水、廢試劑等

注：其他可能產生的危險廢物按照《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或國家規定的危險廢物鑒別標準和鑒別方法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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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生態環境部
國市監檢測[2018]245號

市場監管總局   生態環境部關於印發《檢驗檢測機構資質認
定生態環境監測機構評審補充要求》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場監管局（廳、委）、生態環境廳（局）、新彊生
產建設兵團市場監管局、環境保護局：

為進一步規範生態環境監測機構資質管理，提高生態環境監測機構監測（檢
測）水平，市場監管總局、生態環境部組織制定了《檢驗檢測機構資質認定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評審補充要求》，現予以發佈。

本評審補充要求自2019年5月1日起實施。

附件：檢驗檢測機構資質認定生態環境監測機構評審補充要求

　　　

第一條 本補充要求是在檢驗檢測機構資質認定評審通用要求的基礎
上，針對生態環境監測機構特殊性而制定，在生態環境監測
機構資質認定評審時應與評審通用要求一並執行。

第二條 本補充要求所稱生態環境監測，是指運用化學、物理、生
物等技術手段，針對水和廢水、環境空氣和廢氣、海水、土
壤、沈積物、固體廢物、生物、躁聲、震動、輻射等要素開
展環境質量和污染排放的監測（檢測）活動。

第三條 本補充要求所稱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指依法成立，依據相關
標準或規範開展生態環境監測，向社會出具具有証明作用的
數據、結果，並能夠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專業技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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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及其監測人員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
國環境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等相關法律法
規。

第五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應建立防範各懲治弄虛作假行為的制度和
措施，確保其出具的監測數據準確、客觀、真實、可追溯。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及其負責人對其監測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
性負責，採樣和分析人員、審核與授權簽字人分別對原始監
測數據、監測報告的真實性終身負責。

第六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應保証人員數量、及其專業技術背景、工
作經歷、監測能力等與所開展的監測活動相匹配，中級及以
上專業技術職稱或同等能力的人員數量能不少於生態環境監
測人員總數的15%。

第七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技術負責人應掌握機構所開展的生態環境
監測工作範圍內的相關專業知識，具有生態環境監測領域相
關專業背景或教育培訓經歷，具備中級以上專業技術職稱或
同等能力，且具有從事生態環境監測相關工作５年以上的經
歷。

第八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授權簽字人應掌握較豐富的授權範圍內的
相關專業知識，並且具有與授權簽字範圍相適應的相關專業
背景或教育培訓經歷，具備中級以上專業技術職稱或同等能
力，且具有從事生態環境監測相關工作３年以上經歷。

第九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質量負責人應瞭解機構所開展的生態環境
監測工作範圍內的相關專業知識，熟悉生態環境監測領域的
質量管理要求。

第十條 生態環境監測人員應符合下列要求：

 （一） 掌握與所處崗位相適應的環境保護基礎知識、法律法
規、評價標準、監測標準或技術規範、質量控制要求，
以及有關化學、生物、輻射等安全防護知識；

 （二） 承擔生態環境監測工作前應經過必要的培訓和能力確
認，能力確認方式應包括基礎理論、基本技能、樣品分
析的培訓與考核等。

第十一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應按照監測標準或技術規範對現場測試或
採樣的場所環境提出相應的控制要求並記錄，包括但不限於
電力供應、安全防護設施、場地條件和環境條件等。應對
實驗區域進行合理分區，並明示其具體功能，應按監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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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技術規範設置獨立的樣品制備、存儲與檢測分析場所。根
據區域功能和相關控制要求，配置排風、防塵、避震和溫濕
度控制設備或設施；避免環境或交叉污染對監測結果產生影
響。環境測試場所應根據需要配備安全防護裝備或設施，並
定期檢查並有效性。現場測試或採樣場所應有安全警示標
識。

第十二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應配齊包括現場測試和採樣、樣品保存運
輸和制備、實驗室分析及數據處理等監測工作各環節所需的
儀器設備。現場測試和採樣儀器設備在數量配備方面需滿足
相關監測標準或技術規範對現場布點和同步測試採樣要求。
應明確現場測試和採樣設備使用和管理要求，以確保其正常
規範使用與維護保養，防止其污染和功能退化。現場測試設
備在使用前後，應按相關監測標準或技術規範的要求，對關
鍵性能指標進行核查並記錄，以確認設備狀態能夠滿足監測
工作要求。

第十三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應建立與所開展的監測業務相適應的管理
體系。管理體系應覆蓋生態環境監測機構全部場所進行的監
測活動，包括但不限於點位布設、樣品採集、現場測試、樣
品運輸和保存、樣品制備、分析測試、數據傳輸、記錄、報
告編制和檔案管理等過程。

第十四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可採取紙質或電子介質的方式對文件進行
有效控制。採用電子介質方式時，電子文件管理應納入管理
體系，電子文件亦需明確授權、發佈、標識、加密、修改、
變更、廢止、備份和歸檔等要求。與生態環境監測機構的監
測活動相關的外來文件，包括環境質量標準、污染排放或控
制標準、監測技術規範、監測標準（包括修改單）等，均應
受控。

第十五條 有分包事項時，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應事先徵得客戶同意，對
分包方資質和能力進行確認，並規定不得進行二次分包。生
態環境監測機構應就分包結果向客戶負責（客戶或法律法規
指定的分包除外），應對分包方監測質量進行監督或驗証。

第十六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應及時記錄樣品採集、現場測試、樣品運
輸和保存、樣品制備、分析測試等監測全過程的技術活動，
保証記錄信息的充分性、原始性和規範性，能夠再現監測全
過程。所有對記錄的更改（包括電子記錄）實現全程留痕。
監測活動中由儀器設備直接輸出的數據和譜圖，應以紙質或
電子介質的形式完整保存，電子介質存儲的記錄應採取適當
措施備份保存，保証可追溯和可讀取，以防上記錄掉失、失



	�

環境政策資訊

效或篡改。當輸出數據打印在熱敏紙或光敏紙等保存時間較
短的介質上時，應同時保存記錄的復印件或掃描件。

第十七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對於方法驗証或方法確認應做到：

 （一） 初次使用標準方法前，應進行方法驗証。包括對方法涉
及的人員培訓和技術能力、設施和環境條件、採樣及分
析儀器設備、試劑材料、標準物質、原始記錄和監測報
告格式、方法性能指標（如校准曲線、檢出限、測定下
限、準確度、精密度）等內容進行驗証，並根據標準的
適用範圍，選取不少於一種實際樣品進行測定。

 （二） 使用非標準方法前，應進行方法確認。包括對方法的適
用範圍、干擾和消除、試劑和材料、儀器設備、方法性
能指示（如：校准曲線、檢出限、測定下限、準確度、
精密度）等要素進行確認，並根據方法的適用範圍，選
取不少於一種實際樣品進行測定。非標準方法應由不少
於３名本領域高級職稱及以上專家進行審定。生態環境
監測機構應確保其人員培訓和技術能力、設施和環境條
件、採樣及分析儀器設備、試劑材料、標準物質、原始
記錄和監測報告格式等符合非標準方法的要求；

 （三） 方法驗証或方法確認的過程及結果應形成報告，並附驗
証或確認全過程的原始記錄，保証方法驗証或確認過程
可追溯。

第十八條 使用實驗室信息管理系統（LIMS）時，對於系統無法直接採
集的數據，應以紙質或電子介質的形式予以完整保存，並能
實現系統對這類記錄的追溯。對系統的任何變更在實施前應
得到批准。有條件時，系統需採用異地備份的保護措施。

第十九條 開展現場測試或採樣時，應根據任務要求制定監測方案或採
樣計劃，明確監測點位、監測項目、監測方法、監測頻次等
內容。可使用地理信息定位、照相或錄音錄像等輔助手段，
保証現場測試或採樣過程客觀、真實和可追溯。現場測試和
採樣應至少有２名監測人員在場。

第二十條 應根據相關監測標準或技術規範的要求，採取加保存劑、冷
藏、避光、防震等保護措施，保証樣品在保存、運輸和制備
等過程中性狀穩定，避免玷污、損壞或掉失。環境樣品應分
區存放，並有明顯標識，以免混淆和交叉污染。實驗室接受
樣品時，應對樣品的時效性、完整性和保存條件進行橡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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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對不符合要求的樣品可以拒收，或明確告知客戶有關
樣品偏離情況，並在報告中注明。環境樣品在制備、前處理
和分析過程中注意保持樣品標識的可追溯性。

第二十一條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的質量控制活動應覆蓋生態環境監測活動
全過程，所採取的質量控制措施應滿足相關監測標準和技術
規範的要求，保証監測結果的準確性。應根據監測標準或技
術規範，或基於對質控數據的統計分析制定各項措施的控制
限要求。

第二十二條 當在生態環境監測報告中給出符合（或不符合）要求或規範
的聲明時，報告審核人員和授權簽字人應充分瞭解相關環境
質量標準和污染排放／控制標準的適用範圍，並具備對監測
結果進行符合性判定的能力。

第二十三條 生態環境監測檔案的保存期限應滿足生態環境監測領域相關
法律法規和技術文件的規定，生態環境監測檔案應做到：

 （一） 監測任務合同（委託書／任務單）、原始記錄及報告審
核記錄等應與監測報告一起歸檔。如果有與監測任務相
關的其他資料，如監測方案／採樣計劃、委託方（被測
方）提供的項目工程建設、企業生產工藝和工況、原輔
材料、排污狀況（在線監測或企業自行監測數據）、合
同評審記錄、分包等資料，也應同時歸檔；

 （二） 在保証安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的前提下，可使用電子
介質存儲的報告和記錄代替紙質文本存檔。

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 2018年12月13日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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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部：關於促進生態環境科
技成果轉化的指導意見

日前，廣東省生態環境廳轉發發生態環境部關於促進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
指導意見的函。

廣東省生態環境廳轉發生態環境部關於促進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指導意
見的函

各地級以上市環境保護局、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各有關單位：

現將生態環境部《關於促進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指導意見》(環科財函
〔2018〕175號，以下簡稱《意見》)轉發給你們，並結合我省實際提出以下意
見，請一併貫徹執行。

一、 要高度重視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深入學習貫徹《意見》要求，研
究推進本地區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工作。

二、 要認真梳理本地區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關鍵技術需求，堅持目標導向，
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科技攻關，積極推進重點行業、重點區域和流域成
果轉化試點示範。

三、 要進一步加強環保技術交流，積極組織本地區有關單位參加全省“送技術
服務進企業”系列專題宣講會、廣州國際環保展覽、生態環境科技成果對
接會等活動。

廣東省生態環境廳
2018年12月29日

中國表面處理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
環科財函(2018)175號

關於促進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指導意見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生態環境(環境保護)廳(局)，機關各部門，各直屬單
位，各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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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國務院有關部署，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2015年修訂)》《國務院關於印發實施〈中華人民共
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的通知》(國發(2016)16號)，逐步建立
符合科技創新規律和生態環境行業特點，以市場和管理需求為導向，鏈條完
整、制度健全、分工協作、運行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切實解決成果信
息不對稱、成果供需脫節、成果轉化鏈條不完善等問題，進一步優化生態環
境科技創新環境，增強科技創新活力，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成效，支撐打好污
染防治攻堅戰，推動生態環境產業健康發展，現提出如下意見。

一、 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範疇

 (一) 本意見所稱生態環境科技成果(以下簡稱科技成果)，是指生態
環境領域科技人員通過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所產生的生態環境
污染防治與修復技術成果和生態環境管理技術成果。

 (二) 生態環境污染防治與修復技術成果轉化，是指面向環境污染治
理和生態保護與修復需求，對污染防治與修復技術成果進行
後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技術、新工藝、新材
料、新裝備等活動。主要包括技術評估、技術驗證、二次開
發、技術交易和產業孵化等環節。

 (三) 生態環境管理技術成果轉化，是指面向國家和地方生態環境管
理工作需要，對生態環境管理技術成果進行後續加工直至發佈
或採用政策、法規、規劃、標準、規範、導則、指南、技術方
案、科普成果等活動。主要包括技術整理、集成與二次加工等
環節。

二、 健全科技成果轉化工作體系

 (四) 進一步加強對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統籌、協調、指導和監督，
組織制定和發佈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政策文件。

 (五) 省級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可根據地方實際需要，匯集生態環境污
染防治與修復技術和管理技術需求，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科技成
果轉化綜合服務平合，開展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工作。

 (六) 生態環境部直屬單位、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和國家環境保
護工程技術中心，應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機制，國繞國
家和地方生態環境保護中心工作，積極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與應
用。

三、 重點任務

 (七) 構建科技成果轉化綜合服務平合。整合生態環境領域成果轉化
綜合服務資源，建設集成果匯聚、信息發佈、供需對接、諮詢
交易、金融投資等功能為一體的，國家與地方相結合、公益與
市場相結合、線上線下相結合，開放共享、統一聯動的生態環
境保護科技成果轉化綜合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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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提升科技成果轉化創新能力。建立支撐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研
究的國家科技成果轉化聯合創新中心，開展科技成果轉化頂層
設計、產學研協同創新模式、機制等政策研究;開展科技成果
轉化技術導則、規範和標準等技術研究。

 (九) 健全科技成果評估體系。積極推行第三方技術評估,制訂不同
類型科技成果評估規範與方法，開展環境技術評估、環境技術
驗證以及環境治理績效評估等評估工作併發布技術評佔報告。
鼓勵有條件的單位建設科技成果轉化技術評估機構。

 (十) 開展科技成果推廣應用。根據污染防治和生態修復急需的技術
需求，依託第三方科技成果技術評佔機構，篩選評估生態環境
污染防治與修復和管理方面的適用技術、集成技術及綜合解決
方案，發佈技術目錄並開展示範推廣。

 (十ー) 建設科技成果轉化示範區。結合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試驗示
範區建設，選擇污染防治重點區域、典型園區、典型行業，匯
聚成果、人才、資本、服務等創新要素，建設生態環境科技成
果轉化示範區，提供全鏈條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探索可複製、
可推廣的工作經驗和模式。

 (十二) 建立以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為導向的科研管理機制。深化科研管
理改革，以科技成果轉化為目標導向，推動將科技成果轉化納
入生態環境科研項目考核指標及驗收條件，並在項目驗收後對
成果應用情況不定期進行現場抽查和後評估，對產業化應用前
景較好的生態環境污染防治與修復類成果予以進一步支持。

 (十三) 建立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益分配機制。生態環境部直屬
單位應制定符合本單位特點、具體可操作的科技成果轉化實施
細則，並納入本單位章程或有關規定，保障從事科技成果研發
及轉化科技人員正當收益。其中，生態環境治理及修復技術成
果轉化給予獎勵和報酬的比例不低於轉化淨收入的60%；生態
環境管理技術成果在其發佈或採用後，各單位可根據已有政策
規定給予主要科研人員一定獎勵和報酬。對參與研發及轉化科
技成果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員給予獎勵和報酬的支出計入當年本
單位工資總額，但不受當年本單位績效工資總額限制、不納入
本單位績效工資總額基數。

 (十四) 建立以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為導向的考核機制。將科技成果轉化
工作作為對生態環境部直屬單位、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和
國家環境保護工程技術中心進行考核評估的重要內容，將科技
成果轉化成效作為對相關單位評價、考核、科研資金支持的重
要內容和依據。

  生態環境部直屬單位、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和國家環境保
護工程技術中心應建立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績效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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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科技成果轉化情況作為人員評價、考核的重要內容，並納入
職稱評定、崗位管理和考核評價等制度。

 (十五) 積極爭取財政資金，適時組織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鼓
勵有條件的單位依照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導向，設立科
技成果轉化專項基金，利用技術交易市場與綠色技術銀行等資
源共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

 (十六) 鼓勵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與金融機構、社會團體等相結
合，採取聯合建立研究開發平台、技術轉移機構或者創新聯盟
等產學研用合作方式，發揮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橋樑紐帶作用，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信息交流與合作，共同開展科技成果轉化。

 (十七) 鼓勵針對生態環境領域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裝備依法
及時制定標準，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加快科技成果的示範
推廣和應用。

五、 強化組織實施與監督

 (十八) 加強組織領導。各級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要充分認識科技成果轉
化在新時期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的重要意義，切實加強對促進
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組織領導，加大指導力度，建立協同推進
機制，加強政策協同配合，及時研究解決出現的新情況、新問
題。

 (十九) 完善管理制度。生態環境部直屬單位、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實驗
室和國家環境保護工程技術中心要根據本意見要求和自身實際
情況，制定科技成果轉化實施細則，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加快推
進科技成果轉化。

 (二十) 加強監督管理。各單位應依法依規加強對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
監督，切實防範道德風險、廉政風險和法律風險。對違反相關
規定的嚴肅追究其責任，並納入科研誠信體系。

 (二十一) 強化信息公開。及時發佈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政策、規範、
標準、技術評估報告等，形成政府引導，社會各方積極參與，
權威、公正、公開的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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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醫療技術
毫無疑問，醫療電子產品將是未來製造業的推動力之一。最近有一篇文章，
簡要介紹了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的一些醫療和電子研發專案，展示了醫療
界醫療設備OEM的發展方向。筆者選取了當中兩個專案與讀者分享，分別
是《用於監控血壓的可穿戴式超聲波貼片》和《可說明乳腺癌患者康復的無
線設備》。

用於監控血壓的可穿戴式超聲波貼片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一組研發人員開發出了一種可穿戴式超聲波
貼片，這種貼片可以非侵入方式，連續監測處於皮下4厘米主動脈的中心血
壓。這技術可幫助人們更早、更準確地檢測出心血管問題。

在測試過程中，貼片按照一些臨床方法測量血壓。其應用包括：連續監測患
有心肺疾病患者、重疾患者或手術中患者的血壓變化。貼片採用了超聲波，
所以它可以非侵入方式跟蹤身體內部其他生命體征和生理信號。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工程學院納米工程教授表示：以前的可穿戴式設備功
能有限，只能感知到皮膚表面或皮膚下的信號，但這就像是只看到了冰山的
一角。通過將超聲波技術應用於可穿戴式設備，就可以以非侵入方式收集很
多其他位於皮膚下深處的信號，並跟蹤生物事件與活動。

參與本項研究的醫生表示，該技術可用於住院病人的各種診療過程中。加州
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療中心放射科醫生Brady表示：這項技術有可能成為心
血管醫學方面的重要補充。在手術室裡，尤其是在進行複雜的心肺手術時，
需要對中心血壓進行準確的即時評估，該設備有可能在這一領域取代傳統方
法。

這種可穿戴式超聲波貼片設備測量的是中心血
壓，不同於使用充氣腕帶綁在上手臂測量得出的
週邊血壓。醫學專家認為中心血壓 —— 中心血
管中的壓力，將血液從心臟直接送到人體全身各
個主要器官 —— 相對於週邊血壓更準確，且能
夠更好地預測出心臟疾病。

然而，常規檢查通常不會包括測量中心血壓。最
先進的臨床方法是侵入式檢查，包括要將一根導
管插入患者手臂、腹股溝或頸部的血管中，再慢
慢推向心臟。而過往的非侵入式檢查方法無法連

續獲得準確的讀數，它需要使用一個像鋼筆一樣的探頭，直接接觸一根主要
血管上方的皮膚，這種探頭叫做張力計。為了獲得準確讀數，張力計每次都
必須以合適的角度和壓力接觸皮膚，而合適的角度和壓力又要視具體測試和
技師而定，所以過往的非侵入式檢查方法較難得到準確讀數。

圖1：手指上的超聲波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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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納米工程研究生Chonghe Wang表示：過往的非侵
入式檢查方法對操作員的依賴性非常強。即使使用了恰當的技術，但如果張
力計頂部稍微偏離哪怕一毫米，資料都會失真。如果使用太大的力去擠壓張
力計，血管受到的壓力就會過大，同樣也會對資料產生影響。使用張力計時
還需要患者保持靜止狀態 — 這一點導致連續監控更難實現 — 而且當遇
到脂肪較厚的組織時則更難獲取準確讀數。

現在研究團隊給出了一種替代方法 — 使
用柔軟、可拉伸的超聲波貼片緊貼在皮膚
上 — 每次均可以獲得中心血壓的精確
讀數，即使使用者在移動時也可以接受測
量，這種貼片同樣可以在脂肪較厚的組織
上使用。

Chonghe Wang 再表示：這項技術的一
個主要優勢就是將超聲波技術應用於可穿
戴設備中。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非侵入監控皮下深處主要
血管的情況了。”

貼片是一種矽彈性體薄片，形狀是一種被稱為島橋的結構 —— 由彈簧形導
線連接的一系列小型電子部件。每個島都包含了被稱為壓電式感測器的電極
和器件，在電流經過的時候可以產生超聲波。連接著每個島的橋型結構則是
由細彈簧形導線製成。島橋結構可以讓整個貼片與皮膚貼合併具有延展性，
可以在不影響電子功能的前提下拉伸、彎折甚至是扭曲整個結構。

貼片利用超聲波連續記錄皮下4厘米深處跳動血管的直徑。這一
資訊通過定制化軟體可以轉換成波形圖。波形圖的每個波峰、波
谷、缺口以及整個波形都代表著心臟某個具體活動或事件。這些
信號為醫生提供了詳細資訊，說明醫生評估患者的心血管健康情
況。同時也可以用於預測心臟衰竭，確定供血情況是否正常等。

研究團隊意識到這項技術距離可以臨床使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設備還要做出很多改善，其中包括將電源、資料處理單元和無線
通訊功能集成入貼片。目前，貼片大部分功能還是要通過使用導
線連接外部設備才能實現。如果想把這類設備從台式設備轉換
為病床邊可以使用的設備，還需要將所有元器件都集成到電路板
上。該團隊目前希望能夠與資料處理和無線技術方面的專家展開
合作，將項目研究推進到下一階段。

論文《通過適形超聲波設備監控中心血壓波形》已發表于《自然-生物醫學工程》期刊。
合著者有 Xiaoshi Li、Hongjie Hu、Lin Zhang、Zhenlong Huang、Muyang Lin、Zhuorui 
Zhang、Zhenan Yin、Hua Gong、Shubha Bhaskaran、Yue Gu、Mitsutoshi Makihata、Yuxuan 
Guo、Yusheng Lei、Yimu Chen、Yang Li、Tianjiao Zhang、Albert P. Pisano、Liangfang 
Zhang (以上作者來自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Chunfeng Wang （鄭州大學）以及 Zeyu Chen 
和 Qifa Zhou（南加州大學）。

科技發展

圖3：超聲貼片島和橋

圖2：頸部的血壓測量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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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明乳腺癌患者康復的無線設備
由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帶領，工程和自然科學研究委員會（EPSRC）出資支
持的一支國際團隊研發了一種無線生物貼片，這種貼片是「手術智慧傳感」
項目的一部分。

這種生物貼片包含1.8厘米 x 1.1厘米的電子測量裝置，進行乳房重建手術後
的患者可以將其貼在身體上，貼片將持續監測移植組織的氧飽和度水準 — 
該數值是決定重建手術成敗的關鍵指標。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哈姆林中心主任、「手術智慧傳感」專案帶頭人楊教授表
示：供血不足或乳房重建手術失敗對乳腺癌患者的康復、預後以及心理健康
都會產生巨大影響。手術失敗所表現出的臨床症狀通常出現得較晚，若醫生
懷疑出現手術失敗症狀，患者還需要重返手術臺。我們新研發出的生物貼片
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它可以作為預警系統給醫務人員提供客觀資料，可以讓
醫生儘早採用簡單的干預手段，也能讓患者安心。

乳房切除手術後進行的乳房重建手術通常包括將患者
自己身體上的組織移植到胸部重建乳房。這類手術成功
率較高，但也不是百分百成功，如果可以儘早檢測出問
題，則能夠進一步減少術後併發症的出現，將能減少對
患者的身心造成的傷害。

利用近紅外光譜（NIRS）技術，新的設備可使用密封
在與生物完全相容的材料中的感測器安全獲取和傳輸
資料。考慮到安全性和隱私性，都會對資料進行加密處
理。

早期的試驗已經為生物貼片開闢了廣闊的前景，這種設
備在未來2至3年內就可以廣泛應用到臨床應用中。項目
團隊目前正在尋求商業支持或國家健康研究所（NIHR）
的支援，可以確保設備進入下一開發階段並投入市場。
該設備目前正在做出調整以用於監控癡呆症和慢性阻塞
性肺病（COPD）等疾病的狀況。

「手術智慧傳感」專案在其他領域也取得了進展，包括研發出可以植入皮
層下方的感測器，可用於持續監控脈搏、體溫和酸堿平衡，智慧導液管和
引流設備有助於儘快確定出現了哪些問題。該專案從2014年6月一直持續到
2018年10月，整個專案研究過程只收到了來自EPSRC共計300多萬英鎊的
資金支持。

科技發展

照片：新型傳感設備可以對可能的乳房重
建手術失敗儘早給出預警信號（來源：倫
敦帝國理工學院，無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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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SF, Interfinish 與你》
會員們、讀者們也許有留意到學會的活動，或者會刊的報道，得悉學會將於
2024年舉辦一個國際性的會議《Interfinish 2024》。甚麼是 Interfinish? 
IUSF 和 Interfinish 是甚麼關係？這個小專欄的建立，就是為了讓會員們、
讀者們對 IUSF 和 Interfinish 有更深入的瞭解，讓我們一起辦好和期待 
Interfinish 2024 的到來吧。

IUSF成立之前（1）：
IUSF的全名是「International Union for Surface Finishing」，中文名字是
「國際表面精飾聯盟」。為甚麼會成立IUSF？這一切要從電鍍技術剛被發
明的時期開始說起，早在1839-1840年，俄羅斯科學家Jacobi和英國科學
家 Elkingtons 發明瞭電鍍技術（Electroplating / Electrodeposition），但
是剛剛發明的電鍍技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不穩定和不完善，所以還沒馬上應
用在工業產品上。科學家、工程師一直深挖電鍍技術的應用和可能性，直到
氰化物（Cyanide）的出現。氰化物在電鍍金、銀有著重要的地位，它能起
到絡合的作用，令電鍍產品的質量有效的提高。正因為氰化物的出現，讓金
屬表面處理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從電鍍技術的發明開始，經過60年不斷的努力和進步，表面處理在工業裡
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約在1909年左右，世界上開始出現一些專業的、
著重科學研究的表面處理組織，例如：美國的 American Electroplaters 
Society（AES）和英國的 Electrodepositors Technical Society（EDTS）。
它們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聯繫當地的業界人員，舉行會議進行技術交流，和提
升表面處理技術。

下回待續

IUSF Meeting in Beiji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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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腐蝕的原理》
本專題的目的是希望將金屬腐蝕的原理，從學術的角度，以簡單明瞭的方式
向讀者進行解說。如讀者對此題目有興趣或疑問，希望有更深入的了解，可
聯絡本會專家學者。

上期《金屬腐蝕的原理》非常粗略的介紹了「腐蝕」，由本期開始，將會有
條理地一步步了解其原理。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腐蝕」的影響，很久以前
就已經引起了科學家的興趣，並進行深入的研究。時至今日，「腐蝕」已經
發展成為一獨立的科學 —「腐蝕科學（Corrosion Science）」。

除了科學家對「腐蝕」產生興趣，經濟家者同樣對「腐蝕」感興趣，他們發
現「腐蝕」不單是一個現象，其對經濟及民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
例如：金屬製的機器設備因腐蝕而縮短使用週期，增加停工檢查次數，降低
設備穩定性和安全性等等。以前，人們還沒有意識到「腐蝕」帶來的影響，
並對其進行預防時，「腐蝕」對國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約佔4%國民生產總
值（GDP），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其破壞性之大。

為甚麼金屬會腐蝕？
在開始了解「腐蝕」之前，先給「腐蝕」下一個定義：金屬材料受到周圍介
質的作用，而發生狀態的變化，產生新的物質，金屬材料因而受到破壞，稱
為「金屬腐蝕」。

除部分貴金屬（如：金；鉑）外，大部分常用的金屬（如：鐵；銅；鋁；
鋅）都會自發地與空氣中的氧發生作用。這裏有兩個詞值得注意，一：金屬
氧化物；二：自發地。

金屬氧化物：
以鐵為例，鐵原子將外層的電子給予氧分子，與氧分子形成離子鍵（Ionic 
Bond）的金屬氧化物（如：三氧化二鐵 [Ferric Oxide; 化學式 Fe2O3]）。
以下是其化學反應式：

4Fe + 3O2 —> 2Fe2O3 ---（1）

我們嘗試將這條化學反應式，與「腐蝕」的定義進行比對驗證：金屬材料
（鐵）受到周圍介質（空氣中的氧）的作用，而發生狀態的變化（鐵元素 
Fe —> 鐵離子Fe2+），產生新的物質（三氧化二鐵Fe2O3），金屬材料因而
受到破壞。經過比對驗證後，現在我們知道化學反應式（1）是一條腐蝕反
應式。

金屬 + 氧氣 —> 金屬氧化物

金屬和氧氣合成為金屬氧化物時，金屬會失去其原子外層的電子，外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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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越是容易失去，就越是容易合成為氧化物，我們說這種金屬是比較
活潑。各種元素的原子在化合物中吸引電子的能力，科學家們用「電負性
（Electrongativity）」來代表。雖然元素的「電負性」不能從實驗中直接
測量出來，但根據一些實驗和計算，亦能計算出其相對值。以下就是常用金
屬的電負性非序（從活潑至不活潑）：

鉀、鈉、鋰、鈣、鎂、鈦、鋁、鋅、鉻、鐵、鈷、銅、鎳、銀、錫、汞、鈀、鉑、鎢、金

從這個排序裏，鉀是最活潑的，也是最容易失去原子外層的電子。相反，金
是最不活潑的，也是最不容易失去原子外層的電子。當中有一種金屬或者
引起大家的興趣，它就是鋁（Aluminium, Al）。在排序中顯示，鋁比鐵活
潑，但為甚麼與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卻不相同？這點之後我們再作說明。

除鐵以外，其他的金屬元素（如：銅；鋁）是否也會與氣中的氧進行作用，
產生相應的金屬氧化物呢？答案是肯定的：

銅元素與氧化銅：4Cu + O2 —> 2Cu2O

鋁元素與氧化鋁：4Al + 3O2 —> 2Al2O3

自發性：
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恒溫恒壓的情況下，若物質發生狀態的轉變（例
如：鐵元素 Fe —> 鐵離子 Fe2+），從狀態甲轉變到狀態乙，會出現三種可
能性：

1. 若物質的吉布斯能（Gibbs Free Energy）是增大（ΔG > 0），狀態
甲比狀態乙穩定，轉變的過程就不能自發地進行，必需由外界對這個
物質作功，才能讓物質狀態改變。

2. 若物質的吉布斯能是減小（ΔG < 0），狀態乙比狀態甲穩定，轉變的
過程就能自發地進行，物質狀態改變並對外界作功。

3. 若物質的吉布斯能不增大也不減小（ΔG = 0），這時狀態甲和狀態乙
就是處於平衡。從宏觀來看，物質沒有從狀態甲轉變到狀態乙，狀態
乙也沒有轉變到狀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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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探討

仍以鐵為例，在標準條件（25℃,1atm）下，鐵元素（Fe）與氧分子（O2）發
生作用，透過上文（1）的化學反應式，生成1mol三氧化二鐵（Fe2O3）時，
吉布斯能會降低約741kJ（焦耳）。這表示三氧化二鐵（Fe2O3）較鐵元
素（Fe）穩定，而這化學反應會自發地進行。

為甚麼日常生活仍大量使用鋼材？
既然鐵在空氣之中是不穩定，為甚麼日常生活中仍然大量使用鐵或鋼材料？
這是因為會不會發生腐蝕是一個問題，腐蝕速度快不快又是另一個問題。

化學反應的壁壘：
在常溫常壓的狀態下，要完成化學反應式（1），氧分子需
要直接與鐵塊發生反應，並生成三氧化二鐵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氧分子需要在鐵塊的表面分拆成為氧原子，之後6個
氧原子需要同時從4個鐵原子中得到12粒電子，才能形成2
個三氧化二鐵。要完成整個轉變過程，需要克服一個很高能
量的壁壘，並不是每個氧分子都擁有足夠的能量完成整個轉
變過程。

情況就好像行山，雖然終點海拔低又穩定舒服，但要由起點走到終點，必須
先爬過山峰，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體力完成。

不僅於此，當鐵塊的表面布滿了三氧化二鐵，形成金屬氧化物膜層後，空氣
中的氧分子就不能直接撞擊鐵塊表面，必須先經過膜層，才能進行反應。所
以，隨著膜層越來越厚，阻力就會越來越大，反應的速度就會越來越慢。

「半反應」：
一切看來都是很美好的，但是為甚麼日常生活中，還是會遇見鐵塊被腐蝕，
嚴重的甚至會把鐵塊腐蝕穿掉？這是因為 — 水。空氣中除了氧氣，還有其
他元素，包括水分子（H2O）。鐵塊的表面保持了一層水膜，那腐蝕的情況
就大大不同了。由於鐵塊本身是良好的電子導體，而水是良好的離子導體，
鐵塊表面的鐵原子可以轉變為溶於水膜中的鐵離子，所失去的電子則透過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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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探討

本身傳到另一處與水膜中的氧和水分子進行反應，形成氫氧根離子（OH-）。

文字解說或許艱澀，可參考下圖解：

通過下列的反應，腐蝕壁壘降低了，腐蝕的速度也變快了：

Fe —> Fe2+ + 2e-

O2 + 2H2O + 4e- —> 4OH-

Fe2+ + 2OH- —> Fe(OH)2
2Fe(OH)2 + 2H2O + O2 —> Fe2O3．xH2O

在常溫常壓的情況下，鐵通過以上一系列的化學反應轉變成氧化狀態，要比
通過化學反應式（1）直接同氧結合容易得多，反應的速度也快很多。主要
的原因是：鐵原子把外層的電子傳給氧原子，不再局限於直接撞擊。而是把
整個化學反應在空間上分成多個「半反應」，各自在最容易得到和失去電子
的地方進行反應，使得整個反應的壁壘大大降低，而完成反應過程的機會率
則大大增加。

下期再會
金屬製品在春夏季時比較容易出現腐蝕；金屬製品在海邊的腐蝕速度會比較
快，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遇見的情況，其原因就正如上文所解說。下期
我們會繼續深入探討腐蝕這個話題。如對本期的內容感興趣，可以在網絡上
搜索：吉布斯能（Gibbs Free Energy）、電負性（Electrongativity）、氧
化還原反應（oxidation reduction reaction 或 redox reaction），作深度
學習。

最後，留下一條問題，讓各位讀者思考：

為甚麼地下出土的古代文明遺物當中，金製品一般都會完好無缺，銅製品通
常都是銹跡斑斑（綠綠黃黃的），而鐵製品基本上很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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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管理

管理最大困境： 
既想有效率，又怕得罪人！

管理最大困境：既想有效率，又怕得罪人！
管理說簡單一點，就是“糾錯”，讓那些做錯事的人能夠認識自己的錯誤，
以便更有效率地做事。

但人都有惰性，好吃懶做，吃軟怕硬等等，這些都是大多數人，或多或少存
在的現象。

你要糾正他人的錯誤，你就要嚴厲地批評，甚至處罰那些做錯事的人，這就
是我們俗話說的做壞人—不怕得罪人。否則對方可能就不會把自己的“錯
誤”放在心上。

這是非常現實和顯然的道理。但是企業管理中敢於、善於做壞人的人很少，
多數人願意充做好人。

這就是我們管理上面臨的最大困境：既想管理有效率，又不想得罪人。

1  中層不壞，累死三軍
 中層幹部承上啓下，如果他們不願做壞人會產生很大的弊病，甚至會

滋生成為企業管理中的“毒瘤”，其造成的危害是很難消除的。

 有這樣一個企業，每次檢查都會有一大堆的問題，而且存在問題的類
型大多相似，諸如記錄、勞保穿戴、現場監護等方面的問題，甚麼時
候查甚麼時候有。

 有一個品質認證師曾經連續幾次為這個企業進行諮詢認證，發現許多
數年前就指出來的“不符合”，儘管已經整改完畢，但類似的“不符
合”依然存在。

 當時這個諮詢師用“割韭菜”來形容這個企業存在的問題——割了一
茬，又一茬。

 儘管企業老闆也非常頭痛，大會講小會講，要大膽管理、嚴格考核，
要分析原因、抓住根源，等等，但卻沒有明顯的效果，一切依然
如故。

PCB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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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管理層，那些擔任管理要職的中層幹部不
願做壞人，儘管查出的問題有明確的處罰規定，但僅有很少的問題列
入了處罰，多數問題只是在會上說一說，喊一喊就認為已經盡責了。

 現實的問題是，當一個人犯了錯，十有八九會受到處罰時，他就會避
免犯錯誤；當一個人犯了錯，十有八九不會受到處罰時，他就有可能
會抱著僥倖的心理去試錯。

 當員工有這樣的心理時，糟糕的局面就出現了。
 是非分明卻不能旗幟鮮明，這樣的企業狀況我是真實地感受過的：

 ‧ 明明員工的要求是過分的，是完全自私的想法，但管理層依然會做
出遷就、退讓，最多是好言相勸。

 ‧ 明明是員工違犯了制度，但員工依然會和管理層強詞奪理，找各種
理由為自己開脫。

 做員工的既不敬畏“制度規定”，也不敬畏“領導幹部”，這樣的企
業會管理好嗎？

 你讓一步，他就會進一步，你認為這是“愛”，他卻認為是理所當
然，是自己應當擁有的權利，如果你不“愛”了，他就認為你這是在
為難他，不為他考慮。

經濟和管理

是甚麼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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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管理

好孩子是管出來的，壞孩子是慣出來的。

 多少做父母的為自己的孩子所累？有的說起來讓人心酸，而一切的原
因就在於父母自己。

 這樣的情況放在企業也是一樣的，甚至會更甚。

 孩子心中會有父母，他可能會考慮到父母的感受，但下屬心中卻不一
定會有領導，他不會顧及上司中的面子，甚至會想方設法與你做對，
找你的麻煩。

2  高層不狠，中層不壞
 中層不壞，累死三軍。但中層壞不壞，還要看高層狠不狠。

 很多時候，不是中層不夠壞，而是高層不夠狠。你是不是能夠狠得下
心來去逼迫中層去做壞人。

 美國原國務卿科林·鮑威爾談到，自己選甚麼樣的副手時說到，“我
總是選那種比我狠、比我惡的人。遇到事情，我扮好人、唱紅臉，他
做惡人、唱白臉。”

 他在任101空降師第2旅旅長時，索尼·塔克是他的主任參謀，每次有
人讓他不開心的時候，他都會告訴他一聲。

 過不了多久，就會從隔壁那邊兒傳來索尼·塔克的高聲呵斥：“夥
計，過來，你讓我們上校不高興了。他不高興，我就難受；我一難
受，你中飯就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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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國務卿—理查·尼克森，曾經這樣解釋自己辦公廳主任霍爾德
曼，“他的工作就是要保證其他人遠離總統的兩間辦公室⋯⋯”辦公
廳主任要替總統做總統不喜歡的事情：當面對質、批評指責、紀律約
束。

 霍爾德曼要充當解雇職員和侮辱謾罵別人的角色—並且假如有人真的
想見總統的話，就必須先來見他。

 尼克森甚至毫不掩飾地說：“霍爾德曼承擔的工作是白宮最為惡劣的
工作。”“霍爾德曼就是我的擦屁股男孩”。

 科林·鮑威爾和理查·尼克森都是受人尊敬的領導人，但他們毫不掩
飾自己就是通過讓下屬去做壞人，來達到自己管理的目的的。

 許多國內企業，特別是一些企業管理“鬆散亂”，大量的“低老壞”
問題長期存在，這與各級幹部不願做壞人，特別是高層領導的“思想
定位”有很大的關係。

 實際上，國內許多著名的老闆都不是手軟的人，像任正非、董明珠等
對自己的下屬要求的都很嚴。

 作為高層，你要想帶領一個團隊管好一個企業，你就要能夠狠的下心
來，一方面不要怕得罪你的中層幹部。下面有了問題，不要追究基層
員工的責任，而是要追究中層幹部的責任。

經濟和管理



��

 你只要這樣做了，中層就會揪住下面不放，就會理直氣壯地扮演壞人
的角色，一級抓一級就是這樣形成的。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不願得罪人的中層幹部，特別當你需要他扮演壞
人角色的時候，他卻縮手縮腳，無動於衷，你不要容忍他，要能夠狠
下心來撤換他。

 否則最後出來收拾亂局的必然是你，而不是你的下屬。

 義大利著名政治家尼科洛·馬基雅弗利曾經說過這樣一句名言：

 雖然讓人們既害怕你又喜歡你是種很理想的狀況，但是當你必須兩者
選其一時，如果想獲得和保持權力，那就應該選擇讓人們害怕你。

經濟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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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Plastics Technologies Ltd.

精英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符漢瀚先生
T : +852 2487 6282
E : nelson.fu@aceplasticstech.com

業務範圍：

Arts Optical Company Limited

雅視光學有限公司
李志文先生
T : +852 2343 5223
E : vincent@artsgroup.com

業務範圍：design, manufacture & 

sale of optical frames

Atotech Asia Pacific Ltd.

安美特化學有限公司
陳逸怡小姐
T : +852 2738 8521
E : stella.chan@atotech.com 

業務範圍：

Chartermate International Ltd.

集華國際有限公司
賴永康先生
T : +852 2408 6288
E : info@chartermate.com

業務範圍：電子及五金電鍍原料
供應商

Compass Technology Co Ltd.

金柏科技有限公司
陳翔先生
T : +852 2688 8908
E : byron_chan@cgth.com

業務範圍：Flexible Circuit Board

Technology Co., Ltd.

東莞市希銳自動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謝芳芳女士
T : +86 769 8233 3611
E : marketing01@craygroup.com

業務範圍：表面處理設備及廢氣
處理系統、智能無人車間、設備
智能化。

Dongguan Somei Electronic 

Materials Technology Ltd.

東莞市碩美電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裴玉龍先生
T : +86 769 2288 9825
E : peter@dgsomei.com
 wag@dgsomei.com

業務範圍：

Elegance Optical Mfy., Ltd.

高雅眼鏡製造廠有限公司
許亮華先生
T : +852 2342 0826
E : info@elegance-group.com

業務範圍：眼鏡、太陽眼鏡

Fold Time Industries Ltd.

復泰實業有限公司
李根泰先生
T : +852 3655 1282
E : stevenpa@konew.com

業務範圍：電子、食品

Fook Kwan Jewellery Mfg Ltd.

福群珠寶首飾製造有限公司
何冠寰先生
T : +852 2610 8473
E : wanho@chowtaifook.com

業務範圍：珠寶製造

Guo Ji Chemical Ltd.

國際化工有限公司
何政先生
T : +852 2389 1132
E : terry.ho@guoji.com.hk

業務範圍：表面處理電鍍添加劑，
廣泛應用於：汽車，建築，衛浴，
電子通訊箱包飾品等行業

Jiangmen City brother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江門市兄弟機械制造 
有限公司
陳炳巽先生
T : +86 750 3678 920
E : xiongdi@jmbr.cn

業務範圍：拋光機械及配件、 
電氣元件

Join Expert Machinery (Shenzhen) 

Co. Ltd.

俊傑機械(深圳)有限公司
李增英女士
T : +86 755 2731 5680
E : l.zengying@patjoin.com.cn

業務範圍：研發、生產、銷售表
面處理設備、如電鍍設備、陽極
氧化、環保設備等等。

Kanfort Industrial (HK) Ltd.

勵福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陳偉釗先生
T : +852 2407 0017
 +86 138 0260 3314
E : kanfort-hk@kanfort.com
 chenwzh@kanfort.com

業務範圍：金鹽，銀鹽，鈀鹽，
亞硫酸金鈉，銠水，鍵合金絲，
銅絲及貴金屬回收等。

Lee Kee Group Ltd.

利記集團有限公司
吳碧燕小姐
T : 852 2789 0282
E : marketing@leekeegroup.com

業務範圍：非鐵金屬、鐵金屬、
貴金屬及稀有金屬

Legor Group HK Ltd.

梁青雲小姐
T : +852 2627 0011
E : info_hongkong@legor.com

業務範圍：electroplating material 

supplier

公司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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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Dermid Enthone Industrial 

Solutions

Mr. Kenneth So

T : +86 136 0265 2003
E : kenneth.so@macdermidenthone.com

業務範圍：We have set ourselves 

the goal of developing sustainable, 

innovative and proven chemical 

processes, to protect and enhance 

components used in the automotive, 

sanitary, PET recycling,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hardware industries.

On Kee (HK) Environmental 

安記(香港)環保回收 
有限公司
羅耀荃先生
T : +852 2422 2841
E : onkeeco@biznetvigator.com

業務範圍：提供電鍍業廢物料回
收服務

Pino Aliprandini (HK) Ltd.

栢萊化工有限公司
占士先生
T : +852 2602 0698
E : contact@pinohk.com

業務範圍：貴金電鍍電鑄添加
劑，輔料及電鍍設備。

Materials Asia Ltd.

羅門哈斯電子材料亞洲 
有限公司
吳林華先生
T : +852 2680 6871
E : lwng@dow.com 

業務範圍：原料供應商

ShenZhen Sense  

Instruments Co., Ltd.

深圳市善時儀器有限公司
韓曉明先生
T : +86 755 2334 7785
E : hanxp@126.com / sales@sense.cc

業務範圍：X-ray熒光光譜
儀，SEM掃描電鏡生產高

Technic (China - HK) Ltd.

得力(中國-香港)有限公司
梁智傑先生
T : +852 3590 8989
E : ckleung@technic-chk.com

業務範圍：Trading of 

electroplating additives

Tetley Technology (HK) Ltd.

泰萊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唐其芳先生
T : +852 2415 2885
E : kevin@tetleytech.com

業務範圍：

東莞市領升等離子拋光設備
有限公司
陳寧英先生
T : +86 769 8211 0880
 +86 769 8211 0881
E : sam@top-rise.com
 info@top-rise.com 

業務範圍：專業設計、制造表面
處理設備：等離子（電漿）拋光
設備、去毛刺設備、研磨拋光、
廢氣處理設備、廢水回收設備、
清洗設備等。

Uyemur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 Ltd.

上村(香港)有限公司
師雁輝先生
T : +852 2414 4251
 +86 138 2355 7710
E : shiyanhui@uyemura-sz.com.cn

業務範圍：表面處理設備及原
料，電鍍化學藥品、研磨材料及
設備。

Vicdi

廣東威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燕厚先生
T : +86 139 2434 0389
E : howard@vicdi.com

業務範圍：

Wing Chun Electro-Plating  

Factory Ltd.

永進電鍍廠有限公司
袁志清先生
T : +852 2343 3671
E : hkoffice@wingchun.com.cn

業務範圍：電鍍

International Trading Ltd.

永怡(香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郭傳方先生
T : +852 6201 5708
E : gcf608@163.com

業務範圍：原料供應商，經營 
電鍍添加劑，甲基磺酸，苯酚磺
酸，電子磷酸。

Winstar Chemicals Co. Ltd.

永星化工有限公司
張志恒先生
T : +852 2499 9363
E : winchem@winstarchem.com.hk

業務範圍：研發、生產及銷售表
面處理化學藥品、新材料、電子
及半導體材料、防腐材料及塗
料，以及相關設備。

深圳市海韵翔超聲波 
有限公司
楊永武先生
T : +86 755 2750 9006
E : 643977520@qq.com

業務範圍：超聲波清洗設備、 
純水、冷凍、烘乾設備等

公司會員





隨著時代的進步及發展，刊登廣告請直接電郵AI檔 /高解像PDF致秘書處(secretary@hksfs.org.hk)，並與本會羅
小姐聯絡。

為使各廣告達致統一的標準，故本會要求統一的AI格式，附參考資料如下：
檔案格式：一個附高解像圖及已轉換成曲線的AI檔案
參考檔案：JPG及PDF均可（只用作排位）

如蒙惠賜廣告，請與本會秘書處聯絡    電話：8120 0323   傳真：8120 0325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

2017-2019年度會刊資訊部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通訊廣告收費表

刊登 價目（黑白） 價目（彩色） 尺寸

封面 – $6,500 233×210mm （另4邊加出血位3mm）

第二封面 – $6,000 297×210mm （另4邊加出血位3mm）

封面內頁 – $5,500 297×210mm （另4邊加出血位3mm）

封底 – $5,500 297×210mm （另4邊加出血位3mm）

封底內頁 – $4,500 297×210mm （另4邊加出血位3mm）

內頁彩色 – $3,500 297×210mm （另4邊加出血位3mm）

內頁彩色（半頁） – $2,000 148×210mm 

其他內全頁（黑白） $2,000 – 297×210mm

其他內半頁（黑白） $1,000 – 148×210mm

233mm

＋每邊3mm出血

封面

210+每邊3mm出血

第二封面及封面內頁

297mm

＋每邊3mm出血

210+每邊3mm出血

內半頁

148mm

＋每邊3mm出血

210+每邊3mm出血

封底及內全頁

210+每邊3mm出血

297mm

＋每邊3mm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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