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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层致辞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社会的经济的快速发

展，面对全球气候的变暖、大气及水体与海洋污染、自然资

源及生态环境污染影响等等，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动力，环境资源

的主要消耗者与环境污染源的主要产生者，应义不容辞的担

当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经济的历史责任。保护环

境、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每个企业应尽的

社会责任。为此公司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减少生产过程中对

资源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事中坚持“安全第一、达标排放、

防消结合、综合治理”的发展模式，积极履行作为绿色发展的

理念。着力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夯实环保管理基础。 

我公司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企业运营，一方面不断学

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从源头上实现节能减排；另一方面不断

强化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促进企业环境管理的

科学化、制度化建设。 

2020 年我们完善了公司多项环境管理制度，通过组织

各种形式的宣传和培训活动，不断强化全体员工环保意识，

将企业“做好环境保护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的重要理念融入

到公司每位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之中。 

依据国家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

（HJ617-2011）的相关要求，我公司组织编制了《蚌埠皖能

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020 年环境报告书》，我们希望通过 2020

年本公司的环境报告，将公司的环境信息系统透明、真实地



传达给公众，以实现企业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环境信

息交流，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并诚恳接受社会、公

众和各级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总经理：黄明佳 

二、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一）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所属集团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340322MA2MYBX811 

法定代表人 黄明佳 

公司投产日期 2019 年 8 月 

所属行业 生物质能发电-垃圾焚烧 

生产经营场所 五河县东刘集镇周庄村 

邮政编码 233300 

环保联系人 丁淼 

联系电话 0552-5636116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销售；供热生产、销售；电力

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固体废弃物

（生活垃圾，可接受的工业垃圾、污泥、

秸秆）处理；灰、渣销售。 

公司性质 有限公司 

 

公司日处理生活垃圾规模为 500 吨，该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履行了环评手续，并取得蚌埠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文件



（蚌环许[2016]45 号），工程于 2019 年 8 月进入运行，并

于 2020 年 2 月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排污信息 

本项目于 2019 年 8 月 3 日完成“72+24”运行。项目建成

后，年焚烧处理生活垃圾约 18 万吨，发电 6000 万度，有效

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和节能减排工作。

极大的改善五河县及周边县域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具有明

显的社会效益。但由于前期生活垃圾量不足，8 月至 12 月一

直无法正常生产。2020 年生活垃圾进厂稳定后，已恢复正

常生产。2020 年公司处理生活垃圾 188659 吨，发电 7946

万度。 

1、烟气排放总量 

公司废气排放口位于厂区主厂房西南侧，烟气通过

“SNCR 炉内脱硝+半干法/干法脱硫+活性炭喷射系统去除重

金属+布袋除尘器去除烟尘”后通过 80 米的烟囱达标排放。

炉温一直保持在 850 摄氏度以上，烟气停留时间一直大于 2

秒。二噁英的产生得以有效的减少。烟气设有一套在线数据

自动监控系统并与省生态环境厅联网，常规污染物（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一氧化碳）实时监控，烟气

出口污染物达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污染控制标准》表 4 的

要求。排污许可证核准的烟气总量为：颗粒物 12 吨，二氧

化硫 58.676 吨，氮氧化物 144 吨。 

2020 年烟气排放总量为：颗粒物 4.54 吨，二氧化硫

35.126 吨，氮氧化物 116.311 吨。烟气无日均值超标的情况。 



飞灰产生量 7170 吨，安全填埋 6608 吨。 

2、公司结构情况 

2.1 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图 

 

2.2 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总经理 

副组长：副总经理 

组 员：各部门主任 

2.3 环保管理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安环部主任 

成 员：环保专职 

2.4 总经理为公司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对企业的环境保护

全面负责。 

（三）报告编制说明 

1、报告涵盖的范围 

2020 年度环境报告是公司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及《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的要求，结合

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在年度环境报告中持续公开环境保护信

息，接受社会监督。 



2、报告时限 

本报告的报告时限是 2020 年 01 月 0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3、报告编制依据 

本报告根据《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部《企业事业单

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和《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中的

相关要求编制。 

4、发布方式 

网站发布。 

5、编制部门及联系方式 

编制部门：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 

联系电话：0552-5636116 

三、环境管理状况 

（一）、环境管理体制及措施 

1、环境管理体制和制度 

公司设有安全环保部，负责企业内部的环境保护管理相

关工作，公司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环境保护领导小猪，任

命了公司环保督察员，公司还编制了一系列的环境管理文

件，具体指定有《企业环境管理制度》、《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等，是公司环境管理有据可依，工作有程序，

监督有保障。 

公司将安全环保作为生产经营工作的前提，总经理负责

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的统筹和管理，研究协调环境保护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公司制定了相关工作制度，每个季度召开一次



安全环保委员会会议，会议总结前期公司环境保护主要工作

情况，研究和部署下一步环境保护计划和措施。 

根据各部门实际情况，建立了系统完善的考核制度体

系，并与各岗位签订了环保承诺书，确定部门绩效责任制考

核，与部门负责人工作绩效考核挂钩，将考核指标层层分解，

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2、开展环保相关教育及培训情况 

我公司非常重视环保管理规范及各环保相关岗位管理

人员的培训。公司以构架相关法律法规、环境管理体系及公

司内部环境管理文件为依据，要求个环保相关岗位管理人员

定期学习，并将学习效果纳入岗位考核，保障环保设施的稳

定运行，提高相关岗位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 

（二）、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1、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公司环保信息

公开力度也逐渐提升，建立了对自行监测数据、重要环保事

项即时公开的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 

2、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为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公司管理层经常以上门征求意

见、座谈、电话问询、邀请来公司考察、外出取经等多种形

式同同行业先进企业、环保技术科研单位、行业主管部门、

环保行政管理等单位进行环境保护信息咨询和交流，多方听

取收集意见，不断提高和改善企业的环保管理水平。 

3、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在同行业先进企业、环保技术科研单位、行业主管部门、

环保行政管理等单位进行环境保护信息咨询和交流的过程

中，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和收益，同时我们虚心学习不断

完善自我的态度也受到了利益相关单位的赞扬。 

（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情况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生产经

营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情况（包括受

到环境行政处罚或者处理情况）。 

2020 年公司污染物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未出现超日均

值超标的情况。 

公司自生产以来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要求，核查时段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

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未被责令限期治理、限产限排或停

产整治，未受到环境保护部或省级环保部门处罚。 

2、环境检测及评价 

2020 年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定期对相关环保指标进行

检测，废气排放符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的标准。 

3、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应急处理措施 

1）、应急预案 

为了在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及时予以控制，防止事

故蔓延，有效地组织抢险和救助，将事故危害降到最低，同

时警戒企业防微杜渐。我厂从企业自身安全生产、保护环境



的目标出发，组织编制《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以实现一旦有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企业

即可按照本应急预案所提出的程序和操作方法，紧张有序的

实施救援，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

定，保护生态环境。 

企业的应急组织体系主要由应急指挥中心、应急响应组

组成。应急响应组具体包括：现场指挥组、应急救援组、医

疗救护组、应急通讯组、应急后勤组、应急检测组。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区域内

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需要由企业负责处置或者参与处

置的重大、较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2）、应急处理措施 

尽快切断污染源，迅速了解事发地的污染情况，针对不

同的突发环境事故，第一时间按照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处置，

在事故超出部门能力范围时，请求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组织救

援，同时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和阻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3）、应急预案落实情况 

我公司制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通过了专家

评审，并已报送五河县生态环境分局备案。 

四、环保目标 

1、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公司建立了相关制度对重点污染物进行监测，实现环境

监测数据和资料管理的制度化，确保了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

有效性。 



公司于 2020 年 01 月制定了年度自行监测方案，委托监

测每月一次，要求受委托方为有符合国家相关资质的单位承

担以保障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委托监测单位为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委托监测

内容为烟气重金属、CEMS 比对、废气无组织排放、飞灰、

炉渣、烟气二噁英等。根据监测结果可知，公司 2020 年度

主要污染物排放均达到现正执行的排放标准，无超标情况发

生。 

2、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

的飞灰、炉渣。 

公司高度重视固体废物的有效处置，2020 年投运后各

固体废物均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了处理处置协议。 

3、总量减排任务完成情况 

2020 年公司圆满完成总量减排任务。 

4、排污申报情况 

2019 年 12 月，公司按国家有关环保规定，取得了排污

许可证。 

5、企业的物质流分析 

2020 年生活垃圾处理量为 188659 吨，炉渣产生 45379

吨，处理 45379 吨，飞灰产生 7170 吨，安全填埋 6608 吨。 

五、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生活垃圾通过抓斗进入料斗，通过炉排动作逐渐进入焚

烧炉内燃烧，燃烧产生的热量将水转化为水蒸气带动发电机



组进行发电；燃烧产生的烟气进过炉内喷射氨水进行脱硝，

通过石灰浆液进行脱酸，通过喷射活性炭减少重金属和二噁

英，通过布袋除尘器去除烟尘及重金属，最后通过 80 米的

烟囱排入大气中。 

六、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系 

1、与消费者的关系 

服务范围为五河县和固镇县县城及周边乡镇的生活垃

圾。大大减少了填埋场的压力，避免了填埋场的环境污染。 

2、与员工的关系 

公司 2020 年底现有员工 70 人，公司为员工提供了良好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注重加强员工的技能培训教育。公司员

工的稳定为公司的安全环保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与公众的关系 

公司环境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进行披露，积极参与当地

公益活动，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七、总结 

本报告参照国家环保部《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

（HJ617-2011）进行编制，截止 2020 年底，公司未发生重

大环境违法事件。2021 年公司将在总经理的领导下，继续

完善环保规章制度，加强环境保护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达

标排放，积极履行环保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