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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层致词 

二O二 0年在全体员工齐心努力，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各类设施运行正常平稳，

污染物达标排放。  

公司将继续践行“守法履责，持续改进，达标排放”的环境方针，稳步推进公司

的环境保护工作。  

2  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2.1 景丰纸业概况  

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位于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南路，是由平湖弘欣热电有

限公司、平湖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和北京泛世嘉宝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于 2006 年设立

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机纸制及纸板制作行业，企业中等规模，公司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元，占地面积 230.84 亩，企业法人高瑾。经营范围：研发、生产与销售特种

纸包括卷烟纸和相似的其他纸种以及造纸技术咨询；研发、生产与销售烟用材料、香

精、香料及相关食品添加剂；销售文化用机制纸。现有 1 条设计能力年产 10000 吨高

档卷烟纸生产线，总投资 3.85 亿元，企业主要产品为高档卷烟纸和近似纸。 

景丰纸业造纸产生的废水经一级物化处理后排入淮南首创水务第一污水处理厂，

属间接排放。景丰纸业共有一个排污口，编号：DW001，总排口经度 117 度 03 分，纬

度 32 度 39 分。总排口水质手动检测委托淮南市宜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监测，在线自

动监测设施运营维护委托北京中环大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2.2  编制说明 

2.2.1  报告界限 

本报告书涉及的所有内容和环保数据仅涵盖位于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南路

29 号景丰纸业厂区。 

2.2.2  报告时限 

本报告所有数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2.3  保证和提高企业环境报告书准确性、可靠性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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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承诺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负责，违反上述承

诺的不诚信行为，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到相关的企业诚信体系中。 

2.2.4 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 

对于报告中提出的相关意见和建议，或对报告中存在的疑问，请来电、来函。 

编制单位：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 

电话：0554—3313410 

3  环境管理状况 

3.1 环境管理结构及措施 

3.1.1  环境管理结构 

为了切实做好公司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减少环境污染，不断改善企业生存、发展环

境，公司成立了环境管理委员会（简称环委会），并根据人员变动每年进行一次调整。 

  环委会主任：总经理 

副主任：总工 

     成  员：各部门环保责任人 

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 

环保组织结构图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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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控制措施 

环境管理委员会（简称环委会）主要负责处理公司日常环保工作和与环保相关的

对外联系工作，如：与市区等环保主管部门、在线自动监测设施运营维护委托单位和

手动检测委托单位等联系，固废等外联管理等。针对污染物处置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组织编制公司的环境保护和污染物减排措施计划，合理安排环保技术措施经费

并组织落实。 

(2)组织制定并实施综合环境应急预案和有关专项预案，落实预案制定的各项措施，

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等工作。 

(3)对生产中存在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隐患，及时组织分析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和

方案并落实整改。 

(4)监督、指导、审查环保规章制度、规划和计划。 

(5)定期组织全厂范围内的环保大检查，并监督隐患的整改落实工作。 

3.2  环境信息公开情况 

3.2.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单位）名称：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类别：机制纸和纸板制造            

对外公布方式：安徽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

（http://112.27.211.30:8081/management） 

主要产品及规模：卷烟纸类 10000 吨/年            

组织机构代码：9134000077737380XC 

具体地址：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南路 29 号 

地理坐标：东经 117°05′北纬 32°40′ 

法人代表：高瑾               

环保负责人：胡积胜            

联系电话：1385547170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备案情况：已编制并备案   

3.2.2  排污信息 

排污证许可情况：已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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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证编号：9134000077737380XC001P 

排污口数量及设置情况：废水排放口 1个 

排污口设置是否规范：是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排放方式：间接排放        

  排放去向：淮南首创水务第一污水处理厂  

主要污染物允许排放浓度：COD≤500mg/L   BOD≤300mg/L 悬浮物≤400mg/L   

PH 值 6.0-9.0   NH3-N≤45mg/L  色度≤64   总磷≤8mg/L    总氮≤70mg/L 

超标超总量情况：无    

执行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其中色度、总磷、总氮、氨氮执行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31962-2015) 

(2).固废：造纸污泥  

浓度：含水率约 60%的污泥  

3.2.3  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 

(1) 废水污染防治设施名称：一级物化处理设施 

(2)处理工艺：加 PAM 处理后沉淀分离   

(3)运行情况：正常运行 

3.2.4  污染源监测信息 

(1)在线监测设施情况：正常      

监测项目：COD、氨氮、PH、流量 

   运行情况：2020 年度我厂在线自动监控设施除因停产取样器循环取样造成 7月 26

日、9月 26-27 日数据异常外其它时间均正常、连续稳定运行。      

 (2)自行监测方案编制落实情况（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已编制并实施 

3.2.5  环境违法信息 

(1) 违法事实：无 

(2) 处罚处理内容：无 

(3) 执行及整改情况：无 

3.3 环境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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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制度是环保工作的有力保障。公司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始终把环

保工作作为公司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结合本公司的特点制定环境方针，切实做好环

境保护工作，达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的，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制定

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以程序和考核的形式规范日常环境管理活动，严格按照相关要求

进行生产管理。  

3.4 噪声污染状况及措施 

厂内噪声主要有盘麿及各类风机和泵等的工作噪声。噪声源远离厂界，根据检测，

厂界北侧、西侧、东侧及南侧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

的限值要求。本厂控制噪声的关键选取低噪声设备，将空压机及各类泵等均设置于车

间内；在泵的基础加减震措施，另外，在厂区四周种植一定宽度的绿化隔离带，均能

起到一定的降噪作用。 

3.5  主要产污环节、污染物治理设施情况 

3.5.1 污染因素、治理设施及工艺  

2020 年全年正常生产 225 天，全年外排处理好污水量总共 23.2 万吨。全年 COD

均值 210 mg/l，氨氮 0.49 mg/l。  

 2020 年本厂固体废弃物统计见下表： 

  

固废种类  固废名称  产生数量（吨） 处置方式  去向  

其他  污泥  

296.5 修路 
安徽省春风清韵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285.2 造纸 
安徽省凤阳县宏达造纸

厂 

 

表 3-1 

3.5.2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 2020 年自行监测数据，全厂 2020 年污染物排放量见下表：  

类别 污染物  年排放量 （吨） 

污水 COD  4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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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3-N  0.11 

 

表 3-2 

3.6  环保教育与培训情况 

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一直重视环保管理规范及各环保相关岗位人员的培训，定

期对全体员工都进行了相应的培训，如：利用宣传栏、黑板报、各种会议传播环保知

识和理念，对员工进行环保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并将

学习效果纳入岗位考核，以提高相关岗位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保障环保设施

的稳定运行。 

4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4.1 环境检测及评价 

为了及时掌握和了解排污口污染排放情况，我厂手动检测委托淮南市宜青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取样监测。水样监测指标包括厂界噪声和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手动检测指标

生化需氧量、总磷、色度、总氮、悬浮物，检测频次 1 次/季（其中生化需氧量 1 次/

月）。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四周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

的标准的限值要求，外排废水的各项指标均满足排放标准。 

4.2 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及应急预案 

为了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减少污染，提高本厂预防和处置各类环境突发事件

的应急能力，最大程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保护环境，我厂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

环境突发事件，本着“预防为主、自救为主、统一指挥、分工负责”的原则，编制了

完善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 

经组织环保设施操作人员学习、培训，熟悉和掌握有关设施的故障处理，熟练掌握应

急处置方法。 

4.3 企业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见） 

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均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环评

文号：环评函【2006】128 号、验收文号：环监验【2009】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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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保目标 

5.1 目标完成情况 

2020 年目标完成情况：达标排放；COD 和氨氮的排放总量和浓度符合国家标准和

地方政府的要求；厂界噪声和其它污染因子的排放浓度也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政府的

要求。  

5.2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加强对各类设备的定期检查、维护和管理，以减少事故隐患。认真做好污水站的

运行管理工作，加强员工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工作责任心，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避免因操作失误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5.3 下一年度环保目标 

（1）继续做好公司节能降耗工作，减少能源浪费和污染因子的排放量。 

（2）加强设备的巡检与维护，提高设备运转率。 

（3）污染治理设备有效运行，在线监控设备正常运转，全年达标排放。 

6 环保守法情况 

6.1 污染物达标排放及污泥处理处置情况  

（1）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生产污水经达标处理后排入淮南首创水务第一污水处理

厂，污水排放口水质均达标排放。  

（2）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通过采取厂房隔声、防震降噪、绿化隔离等措施降低生

产设备噪声影响，厂区厂界噪声达标。  

 （3）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产生的污泥交由符合环保规定的安徽省春风清韵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修路）、安徽省凤阳县宏达造纸厂（造纸）处理。  

6.2 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运行情况  

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总经理为总指挥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指

挥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源的培训、演练、后勤保障，负责事故发生时的协调、信息

传递、物资的调拨，事故发生后的事故处置。  

6.3 排污费缴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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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无需缴纳污水排污费。  

（2）根据《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噪声达标，

无需缴纳噪声超标排污费。  

 

七、 结束语  

   安徽景丰纸业有限公司将通过不断优化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员工技能，稳定并提

高产品成品率和抄造率，降低外排污水量和排污因子量，履行应尽的环境保护社会责

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并继续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使社会公众和政府

了解企业的环境保护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