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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领导致辞 

“十三五”期间，国家坚持把探索环保新道路作为主题，深化认

识，主动实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把握污染防治、生态保

护和环境管理规律，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难题，以“加快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为目标，树立绿色、

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

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  

作为一家国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我们理应承担保护环

境和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始终坚持“营造绿色环境 构建生态文

明”的理念，致力打造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保护环

境、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加大环保设施治理力度，致

力于污染物减排，进一步提高环保工艺技术和设备健康水平，持

续推进清洁生产。正是源于对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如一的重视，为

公司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续的发展动力。我公司主要采取

的措施如下：  

一是加大环保投入；二是深化节能减排；三是确保环保设施

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四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从国内外环境保护形势来看，我国将面对日益增大的环境压

力，国家将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目标，同时对企业开展环境

保护、节能减排将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面对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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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方面将积极转变理念，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要求；另一

方面，将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发展低碳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创

建绿色企业，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 2020 年度环境报告，将公司的环境信息系统、

透明、真实地传达给公众，以增进对池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的了解，为促进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质量做出积极贡献。  

 

 

 

总经理：梁生林 

2021 年 0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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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基本信息 

2.1 企业概况 

2.1.1 企业名称、总部所在地、创建时间 

池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3 月份，为安徽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得到

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池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位于池州市贵池区涓桥镇联合村陀弥山南冲。本项目为池州市重

点工程，同时也是安徽省“861”工程。现有生活垃圾焚烧总处理规

模 440t/d，发电机组总负荷 7.5MW。 

2019 年 12 月份，项目建成投运。项目配置 1 台 4000t/d 机

械炉排焚烧炉+1 台 7.5MW 凝气式汽轮发电机组，配套一座处理

能力 160t/d 渗滤液处理站，设计日处理垃圾 400t，设计年发电量

6000 万 KWh，总投资 3.1 亿元。 

2020 年，公司获得“池州市 2019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先进单

位”、池州市 2019 年度环保诚信企业荣誉称号。 

2.1.2 总资产、销售额及员工人数 

目前公司在役机组容量为 7.5MW，截止 2020 年 12 月，员

工总数 71 人，其中研究生学历 1 人，本科学历 25 人，大专学历

45 人。公司共设置六个部门，分别是总经理工作部，党群人事部，

财务经营部、技术支持部，发电运行部，安全环保部。 

2020 年公司全年实现发电 5883 万 KWh，销售收入 4708.52

万元。公司组织机构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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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公司组织机构图 

2.1.3 所属行业、主要产品或服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4417，主要产品包括电力、炉渣等电力副产品。 

2.1.4 经营理念及文化 

公司沿用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理念及企业文化。 

企业使命 

社会动力之源  安徽发展之源  员工幸福之源 

企业愿景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能源投资集团 

核心价值观 

明德善能 

企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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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高效、创新、领先 

管理理念 

集约化、专业化、数字化、精细化 

用人理念 

勇于担当 敢于作为 

2.1.5 企业规模、结构等的重大变化 

2020 年公司无企业规模、结构等的重大变化。 

2.2 编制说明 

2.2.1 报告边界 

本企业环境报告书涉及的所有内容和环保数据（除特别说明）

涵盖池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2.2 报告时限 

本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时间范围为 2020.01.01--2020.12.31。 

2.2.3 保证和提高企业环境报告书准确性、可靠性的措施及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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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

关的企业诚信体系中。 

2.2.4 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方式 

联 系 人：符峻 

联系电话：0556-2563376/13965073680 

电子邮件：3163745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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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管理状况 

3.1 环境管理结构及措施 

3.1.1 管理结构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管理工作，设置了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

成立由总经理担任组长，主管生产的总经理助理担任副组长，各

部门主任任成员环境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对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实施领导。公司安全环保部是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

设环保专职，负责具体环保工作。公司环保管理机构见图 3-1。 

图 3-1 环保管理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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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环境管理体系和制度 

公司坚持建立节约型企业的发展观，在生产全过程众节能降

耗，防治污染，持续改进和防治污染，不断满足环保要求。   

1. 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和要求。 

2. 建设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生产经

营活动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 

3. 是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理念，在生产实践中，坚持把环境保

护的理念贯彻到从工程设计、项目建设到生产运行等各个环节，

把绿色低碳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4. 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度，专门设立了环境保护管理部门，

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对环保管理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进行责

任追究和处罚，强化公司内部的环境保护责任制，确保公司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5. 坚持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确保环保工艺更新和设备健

康水平的不断提升。 

3.1.3 环境体系认证及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1.环境体系认证情况  

暂无 

2.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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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 

3.1.4 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培训公司，每年开展环保教育培训工作，

旨在通过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促进企业环保管理规范化、常态

化。2020 年 10 月利用月底环保分析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宣贯为契机，组织

公司专工及以上人员参与环保培训。对环保管理法律、法规及日

常管理进行了专业的讲授，极大的提高了职工的环保管理水平，

丰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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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环保培训图片 

 

3.2 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3.2.1 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公司在池州市生

态环境局公开企业基本信息；排污信息；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

运行情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执行情况，突发环境

应急预案等。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且按照方案确定的指标和频次开展了自行

监测，将监测结果在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上进行

了公布，对 2020 年自行监测情况进行总结上报。 

3.2.2 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公司利益相关者为池州市市生态环境局、临近企业与居民、

访客。与上述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见表 3-1： 

表 3-1 与利益相关者交流情况 

利益相关者 交流内容 
是否主

动告知 

告知 

方式 

是否被

动告知 

告知 

方式 

池州市生态

环境局 

废气排放情

况 
是 

月、季、年度

排污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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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生态

环境局 

固废、危废

排放情况 
是 

固废、危废每

月登记上报 
  

临近居民、学

校及社会团

体 

环保治理设

施实际运行

情况 

是 

公司全年组织

5 次公众开放

活动。 

  

 

公众开放组织及与利益相关者交流情况如下： 

1、2020 年 9 月 2 日，开放对象：池州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

资工委、市委外宣办、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代表。 

 

 

 

2、2020 年 11 月 17 日，开放对象：池州市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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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目前暂未收到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不满意的投诉、建议

等信息。 

3.3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3.3.1 生产经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情况。 

公司 2020 年无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情况。 

3.3.2 企业应对环境信访案件的处理措施与方式 

公司对于接到环境信访案件认真配合政府调查。根据政府和

公众要求和建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落实整改措施。 

3.3.3 环境检测及评价 

公司 1 号炉排口分别设有在线监测设施，监测项目有监测项

目：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烟尘排放浓度、一

氧化碳排放浓度、氯化氢排放浓度、烟气流量、含氧量、烟气温

度、烟气湿度，同时实时监控炉膛温度并将数据上传环保部门监

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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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标

准要求，公司委托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开展手工监测烟气

重金属、烟气二噁英、厂界无组织臭气、厂界噪声、厂区地下水、

飞灰稳定化产物重金属和二噁英、周边土壤重金属及二噁英检测

等。 

根据在线数据，自行监测报告及生态环境局监督性监测报告，

公司 2020 年污染物排放数据均满足国家要求。     

3.3.4 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应急预案 

公司生产过程中使用到的原辅材料中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主

要包括酸、碱、氨水、渗滤液、飞灰等，涉及的环境风险源主要

包括酸碱加药区、氨区、渗滤液处理站、飞灰固化区等。为了确

保环境安全，保障企业员工和周边居民安全和健康，依据《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

等文件的要求，根据生产规模的变化，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服务单位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编制了《池州皖能环

保电力有限公司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邀请专家对应急

预案进行评审，报送池州市园区直属分局备案审批。2020 年 1 月

22 日开展厂内飞灰泄漏应急应急预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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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飞灰泄漏演练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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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保目标 

4.1 环保目标及完成情况 

4.1.1 上一年度各项环保目标完成情况 

环保目标 

1. 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2. 不发生渗滤液调节池溃坝事故，渗滤液处理设施完好，不

发生污染纠纷。 

3. 市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环保处罚事件为 0 次。 

4. 环保设备达标排放，二氧化硫浓度<100mg/m3，烟尘浓度

<30mg/m3 ， 氮 氧 化 物 浓 度 <300mg/m3 ， 一 氧 化 碳 浓 度

<100mg/m3，氯化氢浓度<60mg/m3。 

5. 环保排污总量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二氧化硫<23.44t/a，

氮氧化物<147.14t/a。 

2020 年各项环保目标均已完成。 

4.1.2 采取的主要方法和措施 

1. 认识环保目标的重大意义 

环保目标是根据集团公司要求和公司环境保护现状而提出

的，为发挥目标管理的有效作用，环保目标和实施措施要经过广

泛宣传，做到全公司上下完全清楚；各单位以及下属班组应将其

层层分解，展开落实，制定出相应的措施；要自上到下落实责任，

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目标管理体系，做到一级保一

级，一级对一级负责，落实公司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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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保目标考核 

全面落实各级人员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层层分解环保职责。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总体要求，把

环保工作列为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发现并研究解决有关环

保工作的重大活动和重要问题。把环保业绩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

对干部考核、选拔及思想政治工作评比。 

3. 落实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监督考核 

（1）推进环境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各部门要进一步明确环保工作职责和内容，规范自身管理标

准，将环保管理融入日常工作中，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管理效果。 

（2）强化职工环保意识 

提高人员环保意识、贯彻执行国家、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标准和公司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严格落实以岗位责任制

为中心的各项环保制度，特别是环保设施运行规程，确保设备环

保稳定运行。 

（3）切实加强环保治理设施管理 

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环保设施与主体设备同步运

行，充分发挥污染治理设施的治污减排效果。 

4.1.3 下一年度各项环保目标 

1. 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2. 不发生渗滤液调节池溃坝事故，渗滤液处理设施完好，不

发生污染纠纷。 

3. 市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环保处罚事件为 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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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设备达标排放，二氧化硫浓度<100mg/m3，烟尘浓度

<30mg/m3 ， 氮 氧 化 物 浓 度 <300mg/m3 ， 一 氧 化 碳 浓 度

<100mg/m3，氯化氢浓度<60mg/m3。 

5. 环保排污总量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二氧化硫<23.44t/a，

氮氧化物<147.14t/a。 

4.1.4 公司 2020 年环境绩效情况 

表 4-1 环保绩效情况 

序号 
生活垃圾焚

烧量 

二氧化硫

排放绩效

吨/万吨垃

圾 

氮氧化物 

排放绩效 

吨/万吨垃圾 

烟尘 

排放绩效 

吨/万吨垃圾 

1 137541.797 0.795 8.32 0.199 

 

4.2 企业的物质流分析 

4.2.1 生产经营中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 

2020 年公司生产过程使用的主要能源包括生活垃圾、消石

灰、氨水、活性炭、螯合剂等，其中生活垃圾在作为能源使用的

同时也实现了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置，其余均为环保设施运行所

必须的耗材，主要资源和能源消耗情况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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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公司 2020 年资源消耗情况 

 

能源种类 用途 消耗量（吨） 

生活垃圾 发电 137541.797 

消石灰 脱硫 1530 

氨水 脱硝 369 

螯合剂 飞灰固化 133 

活性炭 烟气吸附净化 57 

4.2.2 产品或服务产出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发电，2020 年发电量 5883 万 KWh。同时为

池州市无害化焚烧处置生活垃圾 161518.8 吨，实现了良好的环

保效益。 

4.2.3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公司 2020 年各项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大气污染物排放

满足排放标准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

情况见表 4-3。 

表 4-3 公司 2020 年污染物排放情况 

类 名称 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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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废

气 

SO2（t） 10.796 

NOx（t） 114.259 

烟尘（t） 2.736 

固

废 

飞灰固化物（t） 4682.034 

炉渣（t） 31035.28 

4.3 环境会计 

4.3.1 企业的环保活动费用 

公司的环保活动费用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对环保设施

的投入，主要用于环保设施新建改建项目如二期工程渗滤液处理

站扩容项目，二是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的原材料采购如氨水、消石

灰、活性炭、螯合剂等。三是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检修，相关环境

应急设施等如 CEMS 维护费用。  

 

 

五、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5.1 产品节能降耗 

2020 年公司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工作，将节能降耗工作列入年

度工作计划，控制吨垃圾发电量，2020 年吨垃圾发电量 428KWh/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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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废弃产品及包装容器的回收量 

2020 年公司全年发电量 5883 万 KWh。原料全部为池州市居

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均为废弃物。 

5.3 能源消耗及节能情况 

2020 年公司生产过程使用的主要能源为生活垃圾，均由环卫

车辆送至厂内垃圾库，2020 年垃圾处理总量为 161518 吨。通过

对锅炉运行方式调整优化，大大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 

2020 年公司主要节能降耗措施 

1.加强与市调的联系、沟通工作，及时掌握电网运行信息，

合理安排开停机方式；实时跟踪负荷走势，做到“以班保日、以日

保周、以周保月”，努力提高机组负荷率。 

2.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垃圾库管理制度》控制垃圾的堆放

以达到合理的发酵时间，并通过不断提高焚烧炉运行调整技能，

提高吨垃圾发电量，使 2020 年度的吨垃圾发电突破 400kWh。 

5.4 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公司主要生产原料为生活垃圾，脱硝过程原料为氨水，脱硫

过程原料为消石灰，烟气吸附净化过程原料为活性炭，温室气体

排放主要为 CO2。 

主要削减措施： 

1. 提高垃圾焚烧利用率，提升吨垃圾发电量。 

2. 优化脱硝喷枪布点，提高脱硝系统氨水利用效率，降低氨

水消耗量。 

3. 提高脱硫系统消石灰利用效率，降低石灰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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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废气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5.5.1 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公司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主要原料为生活垃圾，垃圾

经锅炉燃烧后经过 SNCR 脱硝、脱硫塔、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

后经过烟囱排放到大气， 2020 年公司主要废气排放种类为 SO2、

NOx、粉尘。排放情况见表 5-1 

 

 

 

表 5-1 2020 年烟气排放情况 

5.5.2 处理工艺及达标情况 

公司烟气 SO2 处理为小石灰浆液半干法脱硫，NOx 处理为

SNCR，粉尘为布袋除尘器脱除，2020 年除启停炉期间偶有短时

超标，其余时段均满足国家标准，启停炉超标情况均向环保部门

报备并在“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垃圾焚烧企

业端）”进行工况标记。 

 

机组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烟尘 

总量控制

指标（吨） 

实际排放

量（吨）  

总量控制

指标（吨） 

排放量 

（吨） 

总量控制

指标（吨） 

排放量  

（吨）  

1 号机 23.44 10.796 147.14 114.259 /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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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废水产生量及削减措施 

5.6.1 废水产生总量及排水所占比例 

各类废水经过减量化、梯级化利用，部分用于消石灰制浆、

飞灰固化、炉渣冷却，部分用于厂区绿化、道路冲洗、卸料大厅

冲洗，各类废水全部进行综合利用，生产废水无外排。 

5.6.2 废水处理工艺、水质达标情况及排放去向 

公司生产性废水主要包括垃圾渗滤液、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各类废水设有对应的工业废水处理系统、渗滤液处理系统、生活

污水处理系统用于处理，处理后进行回用。 

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工艺为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后的废水进

入复用水池进行综合利用。 

渗滤液处理系统工艺为厌氧、消化、反硝化、超滤、一级反

渗透、二级反渗透工艺。处理后产生的清水进入循环水系统作为

新鲜补水，浓水进入消石灰制浆系统作为消石灰制浆用水。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为生物处理和超滤工艺。处理后的清水部

分用于绿化、部分进入循环水系统。 

 

5.7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5.7.1 产生总量及减量化措施 

2020 年全年产生飞灰固化物 4682.034 吨，炉渣 31035.28

吨。  

5.7.2 综合利用情况及最终处置情况 

炉渣全部进行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率 100%。炉渣由池州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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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科技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分选后综合利用，主要综合利用方式为

建筑材料、水泥原料等。 

5.7.3 相关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制定

了《池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对生产及日

常生活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按照固体废物要求进行分类类、收集、

贮存。建立有相关台账记录，并对日常生产过程中进行监管，确

保满足国家规定要求。 

5.7.4 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公司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垃圾焚烧飞灰、废矿物油、废活性炭、

废布袋等，危险废物管理纳入固体废物管理，对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危险废物暂存在公司危废物内，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有资质的第

三方单位签订转移协议，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进行网上备案后

进行转移。2020 年公司共转移填埋飞灰固化物 4585.78 吨未产生

废活性炭、废布袋。 

5.8 危险化学品管理 

5.8.1 产生、使用和储存情况 

依据《危险化学品名录》进行辨识，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会使 

用到酸、碱、氨水等危险化学品，公司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制

度》对危险化学品的购买、发放、保管进行规范化管理，对硫酸

罐区、氨水罐区按重大危险源进行管理，定期组织安全检查，上

报各类隐患并落实整改，使各类危化品处于可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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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减少危险化学品向环境排放的控制措施 

公司通过加强对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设备的管理，避免因“跑、

冒、滴、漏”造成的危化品泄露；如发生危险化学品泄露，由各区

域接受过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理培训的应急小组人员严格按照《池

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有效减

少了危化品向环境的排放。 

5.10 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5.10.1 厂界噪声污染状况 

按照自行监测的要求每季度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公司厂界

南面为公墓山，西北面为山体边坡，东侧为公司进场道路。每季

度均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公司厂界噪声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3 类标准的限值要求，

噪声监测数据见表 5-3。 

 

 

表 5- 3  2020 年 4 季度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日期 点位 

 检测结果 dB（A） 

昼间 Leq 夜间 Leq 

2020.10.20 

1#厂界北侧 58 50 

2#厂界西侧 60 50 

3#厂界南侧 59 50 

4#厂界东侧 60 50 

 



池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020 年环境报告书 

 - 24 - 

5.10.2 采取的主要措施 

公司在购买设备的同时就将噪音作为选择的一个条件，无噪

音或少噪音优先考虑；对于已有的噪声源，在其周围建造隔离设

施，加强定期监测，以避免对社区居民造成影响。与当地环保部

门和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各项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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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利益相关者关系 

6.1 面向公众的环保交流与宣传  

（1）在排污许可证管理平台上公布主要的污染物的名称、排

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防治污染设施建设和

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 

（2）在安徽省重点企业自行监测及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

上公布：企业基本信息、废气（噪声）点位、监测项目、监测方

式、监测频次、标准值、企业停运记录等。具体有排放口的烟气

流量、烟尘、SO2、NOx、一氧化碳、氯化氢实际排放浓度及允

许值等。 

（3）在厂区显著位置树立环保大屏实时显示排放口的烟尘、

SO2、NOx、一氧化碳、氯化氢浓度值及炉膛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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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我公司会尽力保证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在报告编

制过程中，得到了池州市生态环境分局贵池区分局、皖能集团及

各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以此报告为契机，

共同推进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