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洗车业一向是“吃水”大户，随着汽
车保有量的增加，洗车业用水量也在不断
攀升。据北京市交管部门统计，北京市机
动车数量目前已经达 537.1 万辆，洗车的
全年用水量几乎相当于 13 个昆明湖，洗车
业节约用水已刻不容缓。

在洗车业推广使用中水等再生水是节
约水资源的重要途径。然而，2005 年曾有
媒体报道，北京 937 家洗车行中，采用中
水洗车的仅 80 家，经过净化处理的中水只
有 40%被利用起来。10 多年过去了，现在
中水在洗车行业的推广应用情况如何？《经
济日报》 记者近日走访了北京多家洗车
行，试图为这一问题找到答案。

送水上门弥补管网不足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经过处理后达
到一定的水质标准，可在生活、市政、环
境等范围内杂用的非饮用水称为中水。经
过处理的中水可以达到国家规定 《城市杂
用水水质标准》 的指标，水质完全适用于
洗车。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 《北京市
节约用水办法》 规定，提供洗车服务的用
水单位应当建设循环用水设施；再生水输
配水管线覆盖地区内的，应当使用再生
水。提供洗车服务的用水单位未建设、使
用循环用水设施，或者未按规定使用再生
水的，由节水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万元以下罚款。

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集团处理的污水基本实现了再生利
用，生产高品质再生水能力为 104 万立方
米/每日。按照 《北京市加快污水处理和再
生水利用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未来北
京中心城区将形成每日超 400 万立方米的
高品质再生水生产能力，这为推广中水洗
车提供了水源保证。

来自北京排水集团的数据显示，集团
已经建设再生水管线 790 余公里，然而管
线建设存在一个问题——再生水管线主要
都是主干线，缺少供水支线，因此目前大
部分洗车行实际采用的是水车配送的方
式。在北京市平谷区，中水洗车自 2014 年
8 月开始试运行，目前已经实现全区 56 家
洗车站点全覆盖。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
解到，平谷区组建了由中水销售公司负责
运营的中水洗车送水队，每天早 7 点至晚 6
点，将平谷洳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

运送到各洗车站点，并由区水务局投资 10
余万元，为洗车用户统一配置 1.2 吨至 1.8
吨的水桶储备中水。两辆中水运输车每天
运输 80 吨中水，可以满足城区所有洗车站
点的用水需求。据此估算，平谷城区一年
可节约新水 2.9 万吨，相当于一个 700 人的
中等村庄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在西城区，中水洗车也已经得到了全
面推广。位于西城区白广路的金威昊汽车
装饰有限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洗车行，
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使用中的循环水设备，
洗车后的水流到汽车车间地面的井盖中，
顺着井盖流入地下蓄水池。公司总经理曹
敬辉告诉记者，该店自开业就使用中水洗
车，向中水公司购买中水，由水车向洗车
点运送。去年公司引进了全套循环水设
备，洗车用水经过蓄水池后，通过水泵进
入循环机，循环机里的生物酶和石英砂将

水中的杂质降解、过滤，净化成可再次使
用的汽车用水再重新回到清水池中。截至
目前，仅与北京排水集团新签续签再生水
使用合同的洗车行就有 388家。

多措并举加强洗车用水管理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谭先生常在酒仙
桥附近洗车，他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清楚
洗车行用的是什么水。“按规定应该是用再
生水洗车，但是再生水经过循环费用应该
比较高，而且我在洗车行并没有看到相关
装置。”谭先生说。

走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车主对洗车
用水的相关政策规定并不了解，也不清楚
自己洗车所用的到底是自来水还是再生
水。实际上，北京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新水价，再生水价格由政府定价管理调

整为政府最高指导价管理，每立方米价格
不超过 3.5元，鼓励社会单位广泛使用再生
水，而洗车、高档洗浴、高尔夫球场等被
纳入特殊行业进行用水管理，实施特殊行
业用水水价，洗车业用水价格从原来的每
立方米 61.68 元，调整为每立方米 160 元，
上涨 1.6倍，是再生水价的数十倍。北京排
水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排水集团目
前按 1 元每立方米执行，辖区内的洗车行
一次购买 10 吨水水价只有 10 元，即便采
用中水配送的方式，一吨水的运输费大概
在 20 元到 30 元之间，抬高了使用成本，
算下来仍比自来水便宜得多。

如果不是水价，那么制约中水洗车推
广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循环水设备一次性投入较大，
规模较小的洗车行的安装积极性不高。按
规定，高耗水企业应该循环用水，但购买

安装循环水设备动辄几万元，建成后还面
临着维护和维修的问题，而用自来水洗
车，有高压泵和高压水枪就可以，投资不
过千元。对于小作坊式的洗车店，花费上
万元安装节水循环设备并不现实。

其次，非正规洗车点泛滥，存在偷用
民用水洗车的行为，在严格的节水执法
下，违法经营的“黑洗车点”仍不在少
数。在北京市立水桥东边的滨河路边曾有
个“洗车一条街”，不足 500 米的街上有
30 多个黑洗车点，经过执法人员多次检查
回访情况才有所好转。而记者在位于北京
市西城区南二环菜户营桥辅路看到，几个
擦车工每人提了一个装满水的桶，旁边的
纸壳牌子上写着“洗车 15 元”几个红字，
牌子旁已经停了几辆待洗的机动车。

中水洗车推动行业洗牌

北京市水务局工作人员介绍，自 《北
京市节约用水办法》 实施特殊行业用水水
价以来，洗车等特殊行业的用水管理成为
目前节水执法工作中的重点。北京市组织
了对辖区内洗车站点的覆盖式检查，建立
健全洗车行业的档案管理，对违规洗车点
依法进行处罚并督促整改，进一步提高对
洗 车 站 点 的 管 理 水 平 。 以 西 城 区 为 例 ，
2008 年至今，西城区新建、改建洗车站点
进行中水改造共计 24 个，年节约自来水量
达 2万立方米。

除了政府大力倡导并加强节水执法，
许多洗车企业也积极响应。北京爱义行汽
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直营店全部采
用电脑洗车机配合循环水系统，采用中水
提供洗车服务。

在位于西城区的爱义行白纸坊店，总
经理陈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用洗车机清
洗一辆汽车的用水量约为 0.16 吨，用高压
水枪洗车用水量约为 0.2 吨，仅以爱义行
目前十五家直营店的清洗能力计算，若直
接采用自来水洗车，全年洗车用水量将高
达 24 万吨，采用循环水系统可节水 87%，
一年用水量为 2.9万吨，节水 87%以上。

有关专家表示，在洗车行业管理中，
推广中水循环洗车系统，淘汰因经营场地
等条件不符合节水相关要求的洗车站点，
可以规范洗车行业，促使正规洗车站点向
节能环保化、规范化发展，创建洗车业良
性市场运行环境。

图为北京京城中水有限公司的中水运输车正在给洗车行加水图为北京京城中水有限公司的中水运输车正在给洗车行加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明阳周明阳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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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辰溪县千丘泉山泉水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万年恒食品有限公司
安化宏宇茶叶销售有限公司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丰翼米厂
岳阳县洁利纸业有限公司
宜章香益百年食品有限公司
赣州千香汇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嘉泰精制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优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亳州市金五丰酒业有限公司
砀山县薯丰薯制品有限公司
赣州香橙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顺侯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满意得电器有限公司
四川海丝达斯服装有限公司
崇州市元通镇汇源饮料厂
山东春然茶叶有限公司
青岛纽澳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连邦软件有限公司
捷成地毯(青岛)有限公司
真由美大都(青岛)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骏弘日用品有限公司
青岛益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永昌塑业有限公司
青岛中仁新型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泰凯英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乡传世家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一哥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宏泰铜业有限公司
青岛宏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砂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晓畅贸易有限公司
仙波食品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凯饶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燕天燕地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爱裳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维乐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丰广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伊琦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玖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永松果蔬专业合作社
上海特凯忻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立明粮油有限公司
上海寿全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品量服饰箱包有限公司
上海镁新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曼加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羽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海姜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商达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墙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机器人有限公司

69583462
69583463
69583464
69583465
69583466
69583467
69583468
69583469
69583470
69583471
69583472
69583473
69583474
69583475
69583476
69583477
69583478
69583479
69583480
69583481
69583482
69583483
69583484
69583485
69583486
69583487
69583488
69583489
69583490
69583491
69583492
69583493
69583494
69583495
69583496
69583497
69583498
69583499
69583500
69583501
69583502
69583503
69583504
69583505
69583506
69583507
69583508
69583509
69583510
69583511
69583512
69583513

上海华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朵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欣岛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新橡舟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趣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白城市食品工业加工厂
泰来县大兴镇鸿腾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鞍山中硕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
营口市大众贸易有限公司
北镇市三源米业有限公司
姜堰市刘庄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通傲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维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加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韩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慧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家天下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纳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乐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斯蒂尔环境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大红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大山园食品有限公司
庄河市青堆忠德粮米加工厂
欧铂斯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揭东县地都镇动心一族食品厂
呼和浩特市阿纳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东达兴龙包装有限公司
包头市鑫食粮农贸有限公司
包头市巨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扎兰屯贝伦酿酒厂
辉南县龙岗山生态特产开发有限公司
高阳县浩帅织业有限公司
海南冰果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佳胜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玉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海口溢圣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亿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圣富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塞尔石油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胜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峰硅橡胶有限公司
东莞市迪亚硅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查摩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古道尔皮具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艾玛诗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启康婴儿用品商行
佛山市芳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兴宁市远扬印刷厂
东莞市尼的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亚凡电子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侨汇工业单丝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睦洲新谊园土特产加工厂
高要市莲塘镇官塘鸿业花生厂
金乡县百事特贸易有限公司
德州豆涞顺食品有限公司
临朐康嘉蛋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周村创星电器厂
淄博崇光纳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越众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由良品(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莱比德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亚宝养殖场
医科达北研(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博正冠宇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奇乐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龙禹佳品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谷润通农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长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科汉瑞贸易有限公司
爱漫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易博合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遵化市南山继东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北辰区安全乐肉类销售中心
沈阳市孙记酱菜有限公司
沈阳市海坤粮谷加工厂
沈阳市皇姑区金源清洁用品厂
辽中县小雨点精米加工厂
沈阳市成盛鞋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力冠商贸有限公司
灵寿县恒祥纺织厂
邯郸市楚诺贸易有限公司
藁城市马庄杂粮专业合作社
满城县美恒纸制品厂
廊坊市斯尔福泡棉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冰蓝贸易有限公司
必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蕊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大连泰光服装有限公司
宜宾市江老玖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请你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泸州琼液酒厂
资阳市华曦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平昌县李方荣食品有限公司
德阳市味行天下食品有限公司
城固县佳益淀粉制品厂
陕西燕氏禽业有限公司
福海县如意榨油坊
阿克苏市启迪彩钢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阿克苏骏丰枣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阿拉尔左福右安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阿克苏地区康民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晶冰糖厂
新疆瑞禾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库车百果飘香果品专业合作社
乌鲁木齐大漠青歌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霍城县河谷蜂采养蜂专业合作社
阿拉尔金沙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辉南县

金龙泉天然矿泉水厂
磐石市山泉荘酒业有限公司
白城市鑫源禾米业加工厂
珲春市金久食品工贸有限公司
广州蓝知鸟皮具有限公司
吴川市广川南海源食品调味厂
榆树市黑林恒发米面加工厂
绥中县安启食品有限公司
东港市新绿饮料厂
吕梁市泓盛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
沁水憨老农农庄有限责任公司
介休市海胜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太谷县飞腾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通辽市余粮红副食品有限公司
通辽市蒙兴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沙漠王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天亿家禽养殖场
白沙宏润实业有限公司
尚志市河东东安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尚志市太阳粮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致远祥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英皇饰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雨阳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卡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妈妈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大连俊达贸易有限公司
双城市广进酱菜厂
广州市威凯明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汇畅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鑫莱汇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奥格维登服饰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辰溢轩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爱曼普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丽展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欧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葆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景晋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星飞锐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阿里山经贸有限公司
铁锋区鹤乡面食加工厂
绥化市龙泉米业有限公司
绥化家家香米业有限公司
大庆市让胡路区福满家食品厂
齐齐哈尔市富裕屯老窖酿酒厂
嘉荫县鹏瑞饮品酒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大泓香禾米业有限公司
鸡西黑土地粮食经销有限公司
西藏白克药材开发有限公司
郯城县爱可发纸制品厂
蒙阴付老二光棍鸡销售有限公司
临沂金丝源洁具日用品厂
泰安罗氏商贸有限公司
昌乐顺泰食品有限公司
淄博舒曼电器有限公司
淄博爱郎经贸有限公司
淄博齐翔电器有限公司
荣成市海扬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瑞统民康油脂有限公司
济南桐岩韵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
济南骅容清润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小鸭家用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金五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海俊贸易有限公司
东营盛洲粮油有限公司
东营市汉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金乡县源宏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赛尔金生物医学有限公司
南京洁尔莎服装有限公司
漳州山峰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锦天鞋业有限公司
福州恒腾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绿河谷农牧有限公司
福安市恒科电机厂
福建希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晋江市母亲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嘉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裕园茶业有限公司
泉州金品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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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