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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层致辞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今社会 为热点的问题和

全社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国工业化发展进度与资源紧缺、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的矛

盾已经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问题，我们国家在世界各国面前做出了单位 GDP 减排的

承诺，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问题上勇于担当的大国风范。为了响应国家号召，

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肩负起社会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宝灵公司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及

可持续发展工作，努力培育企业每名员工使他们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环保积极

性，树立“贡献环保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意识。我们在致力于公司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

开展有效的环境管理实践活动，努力承担企业应承担的绿色责任，也在不断积极探索一

条清洁生产、节约资源、保护和美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宝灵化工作为一家国家定点的农药生产企业，一直坚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

产，把肩负的环境保护义务和承担的社会责任铭记于心，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

积极协调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促进污染防治，保护

环境安全，不断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公司于 2010 年建立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同时 2010 年公司将两个体系与

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有效的整合，2011 年完成了二个体系整合后的首次换证工作，通

过二大体系的整合大大提高了企业的体系管理水平和效率。2010 年通过了二个体系外

部监督审核。公司日常注重环保合理化建议的征集与采纳，将清洁生产工作持续推动，

通过清洁生产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为公司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清洁生产

目标提供了可靠有效的途径。  

宝灵化工竭诚希望通过 2014 年度环境报告书，使公众更清楚的看到宝灵化工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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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和清洁生产方面做出的努力和付出；使全体员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意

识，通过日常的节能减排和对外宣传环保理念等活动的开展，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自己

的贡献；进一步明确公司持续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化全体员工的环保

意识，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让公司的全体利益相关者理解、

支持我们的环保理念理想并参与到我们的环保行动当中来。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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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一） 企业概况 

1、 企业名称、所在地、规模、创建时间等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宝灵”）注册资本 3490.8 万元，于

2012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为独立的企业法人，现有员工 430 人，总资产 4.86

亿元。主要从事农药、化工中间体、制剂及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位于江苏

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通旺路 9 号，成立于 1997 年。公司是集生产、科研、贸易为一

体的省级股份制企业，是国家农药定点生产单位之一，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有完善的质

量保证体系，建有 A 级质检机构，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曾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江苏省 佳形象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

质量管理优秀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和省级文明单位，授予“质量监督先进企业”、“农

药生产先进企业”等称号，享有自营进出口权；公司内建有省级技术开发研究中心，技

术力量雄厚，检测手段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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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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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编制说明 

1、报告界限 

本年度环境报告主要为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报告时限 

本环境报告书报告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环境

报告书我们计划将于 2016 年 2 月发布。 

3、保证和提高企业环境报告书准确性、可靠性的措施及承诺 

我公司对本环境报告书所涉及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负责，承诺愿为因内容失实而

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4、第三方验证情况 

本环境报告书技术核查单位为本公司技术中心。 

5、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方式 

宝灵化工十分关心您对这份企业环境报告书的意见。请就本报告书提出您的宝贵 意

见和建议并反馈给我们，以便对以后的报告书持续改进。传真到 0513-83519032。您

也可以通过发送 E-mail 至 info@baolingchem.com，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 

编制单位：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环部 

电话：0513-89052811    传真：0513-83519032 

电子邮箱：info@baolingchem.com       网址：http://www.baolingchem.com 

6、环境报告书的编制流程及审核运转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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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管理状况 

（一）环境管理体制及措施 

1、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自身发展实际和环境管理的需要，由公司安环部组织各部门、车间，根据

本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编制各自的环境管理制度，公司已经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各车间环保设施操作规程》、《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为实施有效的

环境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环境管理方面，公司下大力治理污水和环境，将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下马，充

分利用现有场地、厂房，进行全面技术改造，采用清洁工艺，生产高效、与环境友好的

高附加值产品，保护环境，保障安全。于 2010 年通过了 GB/T 24001-2004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 

2、将环保管理目标细分，并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 

为保证公司整体的环境管理目标细化工作措施、分解目标任务，公司还将分年度制

定环境保护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环境经营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对各种

能源及资源消耗实施内部定量考核制度。 

3、公司持续推进清洁生产工作 

为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料消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从源头和工艺技术上削减污染

物的产生，公司全面并持续的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2012 年完成了毒死蜱水法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2015 年开展新一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4、企业开展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实施情况 

通过几年来的探索和努力，宝灵化工已成为江苏省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并于

2010 年通过了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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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公司十分重视对环保人才的培养，每年对环保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操作工人

在内的所有员工定期开展环保专业技术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强化环境保护理念；公司

配备专业的环保分析人员，为公司的生化系统运行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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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1、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相关要求，公司从 2015 年 2 月开始对企业年度环境报告定期

公开，将在公司网站（http://1926116.czvv.com）上向公众公布。对外公开公司环境

信息，以使债权人、投资者、社会公众和政府管理部门了解本公司环境保护情况，同时

监督本公司环境保护工作。 

2、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宝灵化工自成立伊始就将持续改进质量、不断满足用户需求作为 主要的质量方

针。公司自主研发的农药系列杀菌制剂、杀虫制剂属于低毒低残留农药杀菌、杀虫剂，

属于环境友好型产品。使用后对土壤和地下水基本无影响，对其他鸟类和哺乳动物无毒，

减小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动物的威胁，属于对消费者、对社会负责的产品。 

3、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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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灵化工十分注重企业周围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了多种途径让公众和企业进行

更好的交流，在厂区内部设立了总经理信箱，企业内部员工将意见和建议反馈到总经办；

营销部设立了用户投诉信息收集人，对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会由公司办公室及相关人员给

予答复。2014 年公众对企业对环保工作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4 年“六•五”世界环境日公司围绕主题：“向污染宣战”。通过张贴环保宣传

标语，开展为期一周的宣传工作。旨在唤起社会公众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清醒认识和自

觉行动，强调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和公众参与，号召全员行动起来为可持续发展之

路做出贡献。 

（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公司近 3 年来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无环境纠纷，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环境保护

行政处罚和环境信访案件，公司制定了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了环境污染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设置了应急处置办公室，配备了应急处理设施和相应的防护用品，

并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培训和演练，以便能在事故发生时，尽快控制事态的发展，降低

事故造成的危害，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针对化工行业突出的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泄漏

问题，均按国家标准设有防护围堰和事故池。 

公司对环境检测实行自我检测与外部检测相结合的方式，2014 年经过水、气等检

测，均做到了达标排放。 

公司本着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对每一项新建、改建或扩建项目都经过

严密论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在项目实施中严格执行环保设计方案，建设项目均按国家相关法规做到了环保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公司所有涉及的新、改、扩建设项

目均开展了环评并获得了相应环保部门的批复，环评执行率 100%。 



17 
 

四、 环保目标 

（一）环保目标、指标及绩效 

环境管理方针：遵章守法、科学管理、预防污染、改善环境 

遵纪守法：在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下，进行合法的经营活动是本公司对遵守法律法

规的庄严承诺，是“依法治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体现。 

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采用 先进的管理方法，使技术、人力、物力、财力达到

佳组合，以 小的消耗，创造 大的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动力，是实现优质高效

和安全生产的有力保证。 

    预防污染：为了降低有害的环境影响而采用（或综合采用）过程、惯例、技术、材

料、产品、服务或能源以避免、减少或控制任何类型的污染物或者废弃物的产生、排放

或废弃。 

改善环境：为了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人

类生存环境、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其方法和手段有工

程技术的、行政管理的，也有法律的、经济的、宣传教育的等。 

环保指标： 

1、环保“四项”（废水、废气、废渣、噪声）达标排放；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零； 

3、环境行政处罚事件为零； 

4、“蓝色”企业称号。 

2014 年公司通过一系列的考核和奖励政策，环保目标已经顺利完成，环境绩效管理

水平有较大提高。 

（二）物质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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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经营过程中资源与能源消耗量 

毒死蜱物料投入--产出表（单位：t/a） 

投入 出方 

名称 数量 名称 产出 

三氯吡啶醇钠 645.64 毒死蜱 997.9 

乙基氯化物 587.76 其他 448.05 

片碱 2.49   

水 210   

    

合计 1445.95 合计 1445.95 

电能 5.77 万度   

蒸汽 794.3 吨   

 

 2,6-二甲基苯胺物料投入--产出表（单位：t/a） 

入方 出方 序号 

物料名称 数量 物料名称 产出 

1 2，6-二甲基苯酚 1103.34 2,6-二甲基苯胺 1050.8 

2 氨气 234.3 其他 513.72 

3 氢气 3.68   

4 水 223.3   

 合计 1564.52 1564.52 

 电能 210 万度  

 蒸汽 3918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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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霜灵物料投入--产出表（单位：t/a） 

入方 出方 序
号 

物料名称 数量 物料名称 产出 

1 氯丙酸甲酯 562 产品 779.3 

2 2，6-二甲
基苯胺 

502 其他 6856.7 

3 碳酸钠 412   

4 水 3312   

5 三氯化磷 335   

6 甲苯 106   

 氯乙酸 479   

7 甲醇钠甲醇
溶液 

1928   

 合计 7636 7636 

 
电能 61.12 万吨 

 

 
蒸汽 15143.40 吨 

 

 
 

丙溴磷物料投入--产出表（单位：t/a） 
入方 出方 序

号 
物料名

称 
数量 物料名称 产出 

1 中性酯 1697.7 产品 1561.8 

 三甲胺
水溶液 

983.9 其他 2601.9 

 溴丙烷 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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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780.9   

 合计 4163.7 4163.7 

 
电能 

13.04
万吨 

 

 
蒸汽 5262 吨 

 

 
 

2、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公司在生产过程使用江山农化提供蒸汽。热解炉使用生物燃料，主要排放烟尘、Ｓ

Ｏ２和ＮＯＸ，氯化氢、烟尘、ＳＯ２和ＮＯＸ排放较低， 2014 年度经企业所在地环

保部门进行监测各项指标均达标。 

公司产品的运输采用目前国内主流运输工具，以公路运输和海上运输为主。公路运

输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汽车尾气（固体悬浮微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氢

化合物、氮氧化合物、铅及硫氧化合物等）。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积极开发环境友好

产品，减少环境破坏。  

3、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公司生产过程中没有ＣＯ２排放，为抑制全球变暖作出自己的努力。公司全年二氧

化硫排放量为 3.4 吨，主要来源于热解炉使用生物燃料，公司将加强源头管理，控制、

减少高含盐废水的产生，通过减少工艺废水总量，从而消减副产工业盐量， 终减少热

解炉的运行时间，进而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4、VOC 排放情况  

   公司 2014 年下半年通过对工艺生产过程的调整、治理，VOC 自检数据均达到南通

市的要求，公司周界各项大气污染因子均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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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会计 

1、企业环保活动费用 

 

2014 年环保投入费用汇总表 

1-10 月发生的费用  项目名称  费用（元） 

  直接人工 1171736 

  福利费 127148 

  五险一金 388706 

  电费 730570 

  水费 254663 

  蒸汽费用 1203400 

  折旧费用 1364996.69 

  劳动保护费 43529.91 

  修理费用 356825.87 

  机物料消耗 608 

  低值易耗品 9215.51 

  其他 988243.21 

  固体废物处理费 217680.66 

  检测检测费 24252.83 

  废水处理设施，粉尘处理设施，尾气处理设施 96542.93 

合计   6978118.61 

      

其他中包含固废处理费，领用的液碱等,明细见 sheet1 

 

2、各项环保活动取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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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积极有效的开展各项环保活动，不断加大环保投入，不仅在当地树立了良

好的社会形象，而且还给公司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2014 年企业因在环保领域积极

投入，政府直接补贴资金 15 余万元；企业因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

外客户的肯定，公司没有因为环境问题而减少订单，公司所取得的这些经济效益与公司

在环境保护方面大力投入和主动改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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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一） 环境友好型技术及产品的开发 

公司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开发新的环境友好型产品，为社会和全人类造福，2011 年

在毒死蜱合成工艺上优先采用水代替溶剂的技术创新为公司开启了环保节约新篇章。近

几年来公司部分剂型的乳油产品使用二甲苯作为溶剂，二甲苯容易燃烧，具有一定毒性，

是危险化学品材料，2014 年经公司产品试验组多次研发试制，采醋酸仲丁酯部分代替

二甲苯，以降低环境风险和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为促进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公司制定了详细的环保的培训计划，并按时进行

培训。由公司、部门、班组三级组成。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定期、不定期地对全厂职

工进行生产工作培训，提高技术素养和清洁生产自觉性，逐步实现以清洁生产新技术指

导生产与清洁生产融为一体， 大限度地节能降耗，降低生产及运行成本，增加生产效

益，控制污染。 

（二） 废弃产品的回收和再生利用情况 

1、 产品生产总量(2014 年主产品) 

序号 名称 
产量 

(t/a) 
备注 

1 毒死蜱 997.9  

2 丙溴磷 1561.8  

3 2,6—二甲基苯胺 1050.8  

4 甲霜灵 779.3  

 合计 4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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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废弃产品及包装容器的回收量 

公司一直非常重视废弃产品和包装材料的循环利用，公司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大都

经过回收利用，以减少污染和降低成本。如：工业副产盐外售做为建筑材料，纸箱和塑

料包装材料由生产厂家折价后回收，盛装乳化剂和溶剂用的大桶也由厂家回收进行循环

利用，这几项 2014 年为公司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约 210 元（工业盐运到无锡工业固废处

置厂每吨 2700 元，公司热解炉费用每吨 660 元，按销售 1031 吨计）。 

3、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管理 

宝灵公司制定有《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及《固废管理规程》，对危险化学品的采

购、存放、领用、处置等各环节进行规范管理，各企业均设有规范的化学品试剂存放专

库。 

在实验室中会使用少量危险化学品试剂，用于质量检验和研发新产品。化学试剂多

数为有机物，公司通过对这些用完后的试剂进行集中收集，然后作为污水生化系统的碳

源营养补充给微生物，既减少了有毒废物的排放，又减少了污水营养物的消耗，降低了

生产成本。 

（三）能源消耗及节能情况 

1、消耗总量 

公司 2014 年度所有产品主要燃料的消耗情况、构成比例如下（单位名称为各生产

装置的简称）： 

单位名称   蒸汽（标煤吨）   电耗（Ｋｗ．ｈ） 备注 

毒死蜱 794.3 57700  

丙溴磷 5262 130400  

甲霜灵 15143 6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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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二甲基苯胺 3918 2100000  

 25117.3 2899300  

合计 25117.3 289.93 万 度 ×

1.229=356.320 吨

标煤 

合计：25473.62 吨标煤

    

 

2、构成及来源 

公司蒸汽由江山农化供给。均采用外购集中蒸汽，为生产和生活提供能源。公司生

产及生活用电均从当地就近的供电局的变电站购买使用，以保证电力设施的有效利用

率。 

3、利用效率及节能措施 

2014 年公司积极开展节能措施，照明设施安装使用节能灯代替白炽灯，大型风机

设施安装变频器，降低电能消耗，从公司整体来看，资源整体利用率提高近 3％。 

2014 年公司泵房采用新型节能电机，全年节电 201750 度，增加效益 15.5 万元。 

（四）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1、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公司排放的温室气体包括ＣＯ、VOC、ＮＯｘ等气体，这些气体主要来自于生产过

程、热解炉产生的废气及汽车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尾气。 

2、削减排放量的措施 

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公司对工艺过程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深冷、水吸收等装置，

公司所用热解炉均选用优质生物燃料，并使用匹配的引风机和鼓风机，以保证物燃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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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燃烧，降低用量，从而减少温 室气体的排放总量。物料及成品的运输车辆一般采

用集中运输，统一配送的方式，减少车辆行驶次数，提高有效利用率；出口产品一般选

择海运方式进行运输，使用集装箱统一装运，同样也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五）废气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1、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公司 2014 年废气排放情况如表所示： 

 废气种类 许可排放量(t/a)   排放量(t/a) 备注 

甲苯 1.525 0.012  

甲醇 2.993 0.004  

粉尘 1.6 -  

HCL 2.802 0.02  

二氧化硫 3.38 0.768  

氮氧化物 6.48 1.236  

苯胺类 1.12 -  

氨气 0.606 0.006  

烟尘 1.44 0.696  

二恶英 1.35 1.32  

2、处理工艺、达标情况 

排放废气名

称 

处理工艺     2014 年达标情况 备注 

甲苯 水冷+二级深冷+活性炭吸附 达标  

甲醇 水冷+二级深冷+活性炭吸附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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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 旋风分离器+集尘捕集器（布袋捕集器 达标  

HCL 一级水吸收+稀碱液吸收 达标  

二氧化硫 水沫除尘器 达标  

氮氧化物 水沫除尘器 达标  

苯胺类 水冷+深冷+活性炭吸附 达标  

氨气 水吸收+盐酸吸收 达标  

烟尘 水沫除尘器 达标  

二恶英 水沫除尘器 达标  

3、甲苯、甲醇废气的排放量及减排效果 

甲苯、甲醇废气对 VOC 贡献较大，公司投资数十万元，对废气增加了二级深冷装

置，一方面回收了甲苯、甲醇，降低了车间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减少了 VOC 的排放，

效果十分明显。既回收资金又提高了产品收率，减少了污染，保护了环境。 

（六）物流过程的环境负荷及削减措施 

1、降低物流过程环境负荷的方针及目标 

公司产品的运输采用目前国内主流运输工具，以公路运输和水运为主，少量使用空

运。公路运输过程中，主要由专业运输单位负责，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汽车尾气（固体

悬浮微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铅及硫氧化合物等）；相

较而言，水运运输耗能低、污染小，因此公司远距离运输更多的采用水运的方式，减少

卡车等 CO2 排放量大的交通工具使用。 公司在保证原材料和产品供应的同时，把降低

物流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通过协调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搭配、配载，

实行集中配送，长距离运输以水运为主，降低公路运输的政策，以提高运输的有效利用

率，降低机动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废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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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运输量及运输形式 

公司 2014 年运输量为 2 万 3 仟吨，公司还分别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成本优

势，大大减少了产品和半成品的运输距离，降低物流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 公

司产品的运输采用目前国内主流运输工具，以公路运输和海上运输为主。公司积极采取

各种措施降低物流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农药制剂、乳油为例，国内或国外客户的订单我

公司一般推荐采用 100 克改为 1KG 的桶装，以减少生产和运输中的不便和环境污染，

这种包装方式已经为大多数国际客户所接受，经过 2014 年全年的推广和使用，公司大

大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社会物流运输资源的占用，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等的排放，公司圆满完成了 2014 年度物流运输过程中的环

保目标。 

（七）资源（除水资源）消耗量及削减措施 

1、主要产品总量及削减措施  

1.1 毒死蜱产品，资源消耗较大的原料如下： 

主要原材料名称 前期消耗总量（t） 本期消耗总量（t） 削减量 

吡啶醇钠 0.675 0.647 0．028 

乙基氯化物 0.614 0.589 0．025 

1.2 甲霜灵产品，资源消耗较大的原料如下： 

主要原材料名称 前期消耗总量（t） 本期消耗总量（t） 削减量 

三氯化磷 0.349 0.335 0．014 

2，6-二甲基苯胺 0.542 0.502 0．04 

纯碱 0.445 0.412 0．033 

氯乙酸 0.485 0.479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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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钠 1.92 1.928 +0.008 

甲苯 0.204 0.106 0.098 

氯丙酸甲酯 0.572 0.562 0．01 

1.3 丙溴磷产品，资源消耗较大的原料如下： 

主要原材料名称 前期消耗总量（t） 本期消耗总量（t） 削减量 

中性酯 1.083 1.087 +0.004 

三甲胺水溶液 0.1992 0.1884 0.0108 

溴丙烷 0.458 0.449 0.009 

1.4  2，6-二甲基苯胺产品，资源消耗较大的原料如下： 

主要原材料名称 前期消耗总量（t） 本期消耗总量（t） 削减量 

2，6-二甲基苯酚 1.066 1.050 0.016 

氨气 0.222 0.223 +0.003 

氢气 0.004 0.004 0 

2、产出率及提高措施   

公司各车间均采用了从管理上要效益的节能减排措施，年初将物料消耗签订到目标

责任书中，从上到下逐级分解目标责任，制订各车间、和班组的具体措施，减少生产过

程中的跑、冒、滴、漏，提高产品一次合格率，降低物料损耗，2014 年物耗均下降，

创历史新低。 

3、源循环利用率及提高措施 

公司的甲霜灵所用原料甲醇钠甲醇溶液是消耗的主要原料，为降低甲醇的损耗，建

有专门的甲醇回收塔，回收从精馏塔出来的甲醇和水的混合液中甲醇，仅此一项措施生

年可回收甲醇 170 吨，公司增加收入 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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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资源消耗量及节水措施 

1、构成比及消耗量 

公司 2014 年度水资源消耗量及来源如下表所示： 

耗水量（万吨）  构成比  

30.503 72.55% 为 地 下 水

（22.1308）；其余为自来

水（83722） 

 

2、利用率及提高措施 

    公司实行清污分流，冷却水循环使用，雨水收集使用到环保车间，公司循环水重复

利用率达 98%。 

（九）废水产生总量及削减措施 

1、产生总量及排水所占比例 

公司 2014 年共排废水 24.5 万吨，COD、TP、SS、NH 等均达标排放。公司在搬

迁之前废水排放总量与搬迁之后对比: 

产品情况 
序

号 
生产车间名称 

名称 

老区设计

规模 

(t/a) 

新区设计规

模 

(t/a) 

1 毒死蜱车间 毒死蜱 2500 5000 

2 辛硫磷车间 辛硫磷 2500 5000 

3 丙溴磷车间 丙溴磷 5000 10000 

4 2,6—二甲基苯胺车间 2,6—二甲基苯胺 300 2000 

5 氟铃脲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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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霜灵 500 1000 
6 甲霜灵/精甲霜灵 

精甲霜灵 100 250 

7 霜霉威 300 300 

8 
霜霉威/虫酰肼 

虫酰肼 100 300 

9 氯啶菌酯   60 

10 剂型加工车间 农药粉剂、水剂、乳剂 10000 25000 

  合计 21400 49010 

  新老区排水量 
80 万吨/

年 
25 万吨 

结

论 
新区产能增加 129%，排水量减少 69%。 

2、工艺、水质达标情况及排放去向 

公司废水处理工艺为：高浓废水三效蒸发+蒸出液与低浓废水、生活污水生化+除磷

+沉降+达标（正常情况下 COD 低于 500mg／Ｌ，总磷低于８mg／Ｌ）排入开发区

第二污水厂。 

总磷改造达标：原一期工程国家环保部批复排口总磷为 110 mg／Ｌ。去年根据南

通市环保局、开发区管委会及开发区环保局的要求，控制排口总磷标准为低于８mg／

Ｌ。公司通过自我改造，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投资壹佰多万元，对生化系统进行

了改进，增加除磷装置，终于使总磷稳定达到了接管标准。 

（十）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1、２０１３年产生总量及减量化措施 

固废名称 分类 性状 2014 年产生量
（吨）

2014 年处置量
（吨）

处置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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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精馏废渣 HW11 半固态 2 2.133 金阳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甲霜灵精馏废
渣 

HW04 半固态 19.99 11.1895 南通清源工业废物综合处

污泥 HW04 固态 2.83 1.6 南通清源工业废物综合处

废包装 HW04 固态 2.952 5.9875 金阳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废活性炭 HW04 固态 1.735 0.02 南通清源工业废物综合处

浓缩废盐 HW45 固态 198.5 1031.3 公司自建炭化炉无害化处
理

合计   228.007 1052.23  

2、综合利用情况及 终处置情况 

公司不涉及重金属，所产生的一般废物全部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全部送有资质的危

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送有资质单位填埋。 

2.1 一般废物 

2014 年，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废弃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和工业盐， 工业盐

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2.2 危险废物 

2014 年，公司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废主要是废活性炭、污水处理设施污泥、

工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精馏废渣。危废均设有专库存放，且均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合法处

理。 

2.3 相关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均修订完善了《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管理办法》和《一般固体废物管理办法》，

公司安环部定期对各企业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2014 年各公司均能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的要求和公司的相关制度严格执行，正在朝着环境友好型企业的目标迈进。 

2.4 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2014 年 公 司 所 产 生 的 危 险 废 物 均 能 按 照 《 危 险 废 物 贮 存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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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597-2001》的相关要求进行储存并送有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十一）危险化学品管理 

1、生产、使用和储存情况 

公司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采用统一的模式，储存及生产设施严格按照国家规范进行

设计和施工，以保证从源头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有可靠保障。 

2、排放和暴露情况 

公司的危险化学品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外排放，所使用的溶剂在挥发过程中产生的无

组织排放,通过吸风，变为有组织排放；储罐区、车间中间体储存的危险品通过氮气密封。 

3、相关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建立健全了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目前已经实施的制度有《危险化学品采购及

运输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卸车及储存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领用及出入库管

理制度》、《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制度，

通过一系列管理制度的实施，使公司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提升到了一定高度，公司 2014

年未发生因危险化学品管理存在缺陷而造成的安全及环保事故。 

4、减少向环境排放的控制措施及减少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产生的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相关管理制度及废弃物处理管理规程执行对危险化学品

的采购、存放、领用、处置等各环节进行规范管理，各企业均设有规范的化学品试剂存

放专库。 

在质量检验和新产品的研发过程所产生的废旧试剂实行统一分类收集，集中处理的

原则，公司 2014 年分析过程中作为辅料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主要是液相分析所用的分析

甲醇。公司通过对这些用完后的试剂进行集中收集，让后作为污水生化系统的碳源营养

补充给微生物，既减少了用毒废物的排放，又减少了污水营养物的消耗，降低了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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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它废旧试剂采用收集到污水处理站进行生化处理达标进行回用或排放。 

（十二）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公司的噪声产生主要来自空压机、粉碎机、风机等机械设备，通过采取隔音、消声、

减震和安装变频设施等技术手段降低噪声的危害，2014 年各企业经所在地环保部门进

行的厂界噪声环境监测，监测结果均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十三）绿色采购状况及相关对策 

绿色采购对于树立企业环保形象，提高员工环保意识，推动企业环保技术进步，保

护环境和人体健康，节约能源，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化工企业，为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在对原材料的选取上坚持“绿

色订单”的原则，对上游的供货商进行严格筛选，优先选用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和积极开展清洁生产的客户。首先通过对上游客户的从严把关，再对企业自身严

格要求，力促社会公众逐渐提高对环境保护的意识，生产和使用绿色环保产品，推动全

社会为环境保护贡献各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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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公司在厂内开展植树活动，绿化面积达 30%，委托专业单位对公司绿化进行维护，

每年维护费用达数拾万元。2014 年“六•五”世界环境日公司围绕主题：“向污染宣战”。

开展为期一周的宣传工作。通过悬挂条幅，张贴环保宣传标语，向公司员工介绍实际生

活中降低环境污染的方法，以此带来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良性转变。中国主题在呼

应世界主题的同时，更加强调在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危机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充分认识

推广绿色消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呼吁人人行动起来，采取有力措施，在全社会大力推

广绿色消费，推动绿色发展。与传统消费不同，绿色消费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中心，

崇尚节俭、适度，是一种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旨在强调绿色消费

理念，唤起社会公众转变消费观念和行为，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号召全员行

动起来为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出贡献。 

公司自搬入新区以来，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公司建立健全环保组织体系，完善

环保制度、环境风险分析识别的基础上，积极创建清洁文明工厂建设，在做好无泄漏的

同时，积极节能降耗，减排少排。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