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企业环境报告书

二零二二年一月



1

一、总经理致辞

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切单位和个人都

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动力，环境资

源的主要消耗者与污染源主要产生者，更应承担起保护环

境，发展绿色经济的责任。

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和秉承绿色、循

环、低碳发展理念，把强化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作为履行

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公司严格落实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坚持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公司持续推进清洁生产，实行生产全过程污

染控制，不断加大环保投入，提升工艺技术水平，实现污

染物达标排放和排放总量下降。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公

司将一如既往坚持做生态环境的守护者，为生态环境质量

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司竭诚希望通过 2021 年度企业环境报告书，将我

们的环境信息真实的传达给公众，以增进公众对我公司的

了解。



2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简介

企业名称：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梁生林

联 系 人：周登胜

联系人电话：18955421998

年末职工总数：114 人

技术人员总数：84 人

投产日期：2014 年 3 月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际）及工艺：主要产品为电

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为 2*600 吨/日，配套发电机

组为 2×12MW。

主要设备：

焚烧炉：焚烧炉为光大 600 吨/日机械炉排炉，型

号:EB-SLC600 机械炉排炉；

余热锅炉：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生产，型号：

SLC600-5.3/450；

汽轮机生产厂家/型号：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N12-4.9；

发电机生产厂家/型号：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QF-J12-2。

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由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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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组建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负责淮南西部城区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工作。

项目位于凤台经济开发区凤淮公路北侧 1.5 公里处，

一期项目规模为 2 台 500 吨/日循环流化床焚烧线，配套

2 台 12MW 汽轮发电机组预留扩建场地。1 号、2 号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分别于 2014 年 3 月、9 月建成投产，2015 年 5

月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2018 年 3 月，淮南皖能在原预留场地建设了 600 吨/天

的炉排生活垃圾焚烧炉（3 号炉），烟气处理采用“炉内脱

硝+半干法脱硫+干法脱硫+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

2019 年 3 月 8 日，3 号炉通过“72+24”小时连续试运行。

2019 年 12 月，3 号炉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原 2 台循环流化床锅炉于 2019 年 1 月拆除，2019 年

10 月，在原址建设一台处理能力 600 吨/天的炉排生活垃圾

焚烧炉（4 号炉）。在 4 号炉建设的同时，渗滤液处理能力

在原 200 吨/天的的基础上，另外增容至 500 吨/天的渗滤

液处理能力。4 号炉烟气处理采用“炉内脱硝+半干法脱硫+

干法脱硫+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炉外脱硝”，2020 年

11 月 24 日通过“72+24”小时试运行。2021 年 8 月，4 号

炉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作为淮南市一项重要的环保民生工程，淮南皖能环保

电力有限公司将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努力将项目打造成

让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环保标杆工程和环保教育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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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建设现代化美丽淮南做出更大贡献。

（二） 公司所在地概况

项目位于凤台县经济开发区李冲回族乡境内，利用厂

区原有场地建设。根据《凤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 年）》，项目拟建地为“允许建设区”。因此，项目

与《凤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相符。

二期项目厂区平面布置及地理位置见下图：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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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图

（三）公司组织机构及劳动定员

组织架构设置原则：一是为实现有效管理职能，提高管理

效率，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二是将公司内部各部门职责

明晰，协同一致。根据上述原则，公司内设七个职能部门，具

体组织结构图见图。公司共有员工 114人，专业技术人员 84人，

管理人员 12 人，生产班制为四班三运转/常白班班制，年生产

天数按实际计算为 3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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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组织机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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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生产流程

1、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4.2-1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示意图（污染源标识， G：废气； W：废水； S：固体废物； N：噪声）

2×600t/d机械炉

排炉

飞灰稳定化

螯合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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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生产工艺

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二期扩建项目及一期重建项目，

采用当前最先进垃圾焚烧处理工艺技术，垃圾焚烧炉光大集团

顺推机械炉排炉工艺。

项目工艺流程：垃圾车经地磅秤重后卸入垃圾池，利用一

次风机抽吸垃圾池内气体，以保持垃圾池在微负压状态，确保

垃圾臭气不外溢。垃圾抓斗将垃圾抓到垃圾料斗内，料斗内的

垃圾通过溜槽落下，由推料器均匀输送至炉排上送入焚烧炉炉

膛燃烧。焚烧产生的热量通过余热锅炉吸收，产生中温中压过

热蒸汽供汽轮发电机组发电。焚烧线设计采用3T+E 技术，即控

制炉膛温度达 850℃以上、烟气停留时间大于 2S、增加燃烧扰

动及过量的空气供给来抑制二噁英生成。

二期扩建项目烟气采用“SNCR 炉内脱硝+半干式脱酸反应

塔+干法喷射+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净化技术；一期重建项目

烟气采用“SNCR 炉内脱硝+半干式脱酸反应塔+干法喷射+活性

炭吸附+布袋除尘+SCR 炉外脱硝”净化技术；净化后的烟气各

项污染物均优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

2014 标准要求后，经80米高烟囱排放到大气中。

垃圾渗滤液处理主体工艺采用“预处理+UASB 厌氧系统+

反硝化硝化+外置式 UF+ ST反渗透”。渗滤液经处理后出水水

质要求达到GB19923-2005《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中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水质标准后，全部回用，浓液

用于制备石灰浆、飞灰加湿或回喷焚烧炉。

固体废物全部安全处置或综合利用。其中炉渣作为一般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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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进行综合利用；飞灰在厂内进行稳定化处理达标后，转移至

飞灰填埋场安全填埋。

三、环境保护管理情况

（一） 环境保护状况

1、贯彻“ 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 坚持实行公司法人

是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各级行政一把手为本单位环境保护第

一负责人的规定，确保公司环境保护整体目标的顺利完成。

2、公司设置有环境保护技术监督网和专门的环境保护管理

机构— 安全环保部，按规定配置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全面负责

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管理体系健全，完整有效。每年根据公司

人员的变动情况，结合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充

实环境保护技术监督网成员，健全环境保护管理网络。

3、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结合企业实际进行

分解、落实，由公司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安全环保部）代表公

司并结合公司管理考核制度监督并落实考核。

4、坚持环境保护检查制度，要求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人员

经常深入生产现场检查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发现的问题及时

督促责任单位按时整改。

5、公司环境保护管理档案健全、完整，能够按要求及时向

当地环保部门报送相关环保材料。

6、认真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宣传教育，积极主动参加有关环

保培训活动，组织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学习，从而提高员工

环保意识。加大对外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推动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获得周围公众认可，全年以多种形式开展公司环保设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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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进行开放工作，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7、认真做好新、改、扩建项目以及技术改造工程等建设项

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确保项目满足“ 三同时”要求。

8、加强环保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确保环保设施、

设备始终处良好的运行状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率100％ 。

9、按照环评及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环保检测工作，监测

结果表明公司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良好，按照环保有关规定对相

关检测数据进行了公开。

10、主要污染源废水渗滤液和烟气。废水渗滤液经渗滤液

处理站处理后的清水作为循环水冷却水补充水回收利用，浓水

回收作为脱硫制浆和飞灰固化用水，不外排。生活污水经过处

理达标后绿化和道路喷洒等；烟气经烟气净化装置处理后均能

够达到国家规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总量控制在总量

控制指标以内。

11、工业固体废物主要是炉渣和飞灰，一般固废炉渣由安

徽路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综合利用。飞灰作为危险废

物，经稳定化处理检测达标后转运至自建飞灰填埋场进行安全

填埋。

12、公司严格按照环保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投保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 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税政策要求。

（二） 环境管理情况

1、环境管理理念

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牢固树立“提高环境意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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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环境、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理念，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坚持把环境保护工作当做企业第一要务，实行一票否决制。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严格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坚

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建立健全环境管理机构和环境管理制度，不断加

强生产过程和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提高环境管理工作水平。

坚持推行清洁生产，实行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持续推进清洁

生产和加大环保投入，不断提升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实行污

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减少控制原则。加强废水、固废回

收利用，积极推进循环经济，提高废物利用率，实现了各类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将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努力将项目打造成让政府放心、

群众满意的环保标杆工程和环保教育示范基地，为建设现代化

美丽安庆做出更大贡献。

2、环境管理机构及制度

总经理是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第一责任人，各部门责任人是

本部门环保工作的第一负责人，设立安全环保部，配备了专职

的环保技术人员，负责日常的环保业务管理工作。公司成立有

环保技术监督机构，定期召开环保会议，定期开展环保隐患排

查，分析总结环保工作，研究布置环保工作。公司成立了环保

领导小组，制定有《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环保设施运行、

维护、监督管理制度》、《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实施细则》、《环保台账管理办法》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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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环保管理制度，明确了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环保责任，

把环境保护工作当做企业第一要务，实行一票否决制。已形成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企业环保工作，各部门、各专业紧密联系支

持配合，分工合作开展环保工作的新态势。

3、环保目标及完成情况公司2021年度环保目标：

（1）不发生一般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

（2）不发生环境行政处罚事件；

（3）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4）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处置符合环保要求；

（5）环境监测计划完成率 100%；

（6）污染物日均排放达标率 100%；

（7）环保治理设施投运率 100%；

（8）废污水回收处理率 100%；

（9）烟气在线监测设施传输率 100%。

完成情况：2021 年度公司环保目标均完成。

4、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公司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已将自行

监测开展情况及监测结果通过“安徽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

发布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公开内容有：基础信息（企业名

称、法人代表、所属行业、地理位置、联系方式等），自行监

测方案、自行监测结果（自动和手工监测、全部监测点位、监

测时间、污染物种类及浓度、标准限值、达标情况、污染物排

放方式及去向），污染物自行监测年度报告等。公司安装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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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在线检测系统并与市、省、国家环保部门联网，对烟气污

染物进行连续监测，实时上传烟气污染物数据并进行公开，委

托有运营维护资质的第三方对烟气在线设施进行日常维护。

公司不定期接待社会各界人士来厂进行参观、学习和交流。

通过现场参观和交流使参观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每天产生的

生活垃圾如何变废为宝，同时向参观人员讲解公司采取的环保

措施和取得的效果，过程中还穿插讲解垃圾分类、低碳节能环

保等知识，增强了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展示了良好的企业

形象。

四、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一）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执行情况

企业建设及在产项目概况

企

业

名

称

企业所属

建设项目

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竣

工环保

验收情

况

项目建设

时间、投

产时间及

运行状态
审批部门

批 准 文

号
批准时间

规模、

批复产

能

淮

南

皖

能

环

保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淮南西部

城区垃圾

焚烧发电

项目

安徽省环

保厅

环评函

[2011]640

号

2011.7.4

日处理

生活垃

圾100吨

2015年3

月验收

完成

2014年9月

建成，

2018年4月

停产。

生活垃圾

渗滤液处

理站项目

淮南市环

境保护局

淮环复

[2015]25

号

2015.4.15

日处理

渗滤液

200吨

2017年7

月验收

完成

2016年12

月建成

#3号锅炉

扩建工程

项目

淮南市环

境保护局

淮环复

[2017]75

号

2017.12.8

日处理

生活垃

圾600吨

2019年9

月完成

环保验

收。

2018年3月

开始建设

，于2019

年3月建设

完毕并投

入试运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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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

固化物填

埋场项目

淮南市环

境保护局

淮环复〔2

018〕73号

2018.12.1

7

设计库

容61万m3

，服务

年限27

年。

2020年7

月完成

环保验

收。

2019

年5月30日

开 工 建

设，于工

期12月30

竣工。

1号、2号

锅炉提标

暨4号锅炉

建设工程

淮南市环

境保护局

淮环复

[2018]61

号

2018.10.2

6

日处理

生活垃

圾600吨

2021年8

月完成

环保验

收。

2019

年10月25

日开工，

2020 年 11

月24日建

设完成。

（二）企业自行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两台垃圾焚烧炉烟气均采用烟

气自动在线监测和手工监测方式相结合开展环境监测工作，

2021年烟气在线监测设备由南京柯普士仪器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运行维护，手工监测委托安徽华测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具

有 CMA 资质）开展。

两台焚烧炉烟气自动在线监测取样点位于烟囱 20米。主要

监测指标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颗粒物、氯化

氢等环保参数。所有烟气指标均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GB18485-2014）中生活垃圾焚烧炉中污染物限值小时

均值和日均值，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自动监

测类别

监测

项目

监测

站房

安装

位置

监测频

次
执行标准

限值

（mg/m3）

联网情

况

是否验

收

1 废气

颗粒

物

烟囱

下部

南侧

全天连

续监测
GB18485-2014

小时均值：

30

已联网 已验收

日均值：

20

二 氧

化硫

小时均值：

100

日均值：

80

氮 氧 小时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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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 300

日均值：

250

氯 化

氢

小时均值：

60

日均值：

50

一 氧

化碳

小时均值：

100

日均值：

80

按照排污许可证及环评要求，开展环境监测工作，手工监

测主要分布在烟囱取样点、厂界上下风口、厂内和厂界周边环

境等。监测结果表明公司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良好，按照环保有

关规定对相关监测数据进行了公开。

具体监测项目为烟气重金属和二噁英、无组织废气、地下

水、环境大气二噁英、噪声、土壤重金属和二噁英、固化飞灰

、炉渣、CEMS比对。



16

（ 三） 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环境监测可以明确反映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实际情况和周边

环境质量现状，是企业用来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的重要依据。

我公司依据环境保护各种法律法规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写了一

套完整的环境自行监测方案，按照环境自行监测方案的要求和

时间节点完成了 2021年全年的环境监测任务。公司自行监测方

式分为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烟气在线自动监控 CEMS 系统数

据实时上传到市、省及国家重点污染源监控平台，实时在线监

控。烟气在线监控 CEMS 系统设备委托有运维资质的第三方南

京柯普士仪器科技有限公司运维；手工监测项目委托有监测资

质的第三方安徽华测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监测，监测项

目包括土壤、无组织废气、环境大气、固废、噪声、烟气重金

属和二噁英等。烟气监督性监测由生态环境部门对我公司烟气

进行监测，自行监测和监督性监测结果均达标。

2021年度环境监测结果表明,公司的环保设施设备运行正常

，公司的生产设备及工艺是先进可靠，公司排放的废气污染物

完全能够达到相应的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公司周

边环境空气质量、地下水、土壤及噪声等均能够达到相应的国

家环境质量标准。公司已按照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将自行监测开

展情况及监测结果在“安徽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

”等相关环保网站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示公开。

2021 年烟气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物名称
日均值排放浓度

情况

排放浓度执行标

准(mg/m3)
排放总量（吨）

国家允许排放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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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无超标次数 80 44.97 148.02

氮氧化物 无超标次数 250 188.83 341.73

烟尘 无超标次数 20 6.85 45.65

氯化氢 无超标次数 50 20.16 /

一氧化碳 无超标次数 80 4.53 /

（四）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飞灰、废活性炭

、废布袋、废机油、炉渣、污泥。

2021 年度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固体废

物类型

固体废物名

称

来源及产生工

序

产生量

（吨）

处理处置量

（吨）
处理处置方式

危险

废物

飞灰 烟气除尘设备 8933.303 8264.803

“飞灰+水+螯合

剂”混炼后，采用

吨袋包装，送入养

护车间养护，达标

后送入飞灰填埋场

填埋。

废活性炭
垃圾库除臭装

置
0 0

委托有处理资质的

单位处置。

废布袋 布袋除尘设备 0 0
委托有处理资质的

单位处置。

废矿物油 设备检修

5.19

（上年累计

贮 存 量 ：

4.68吨）

9.655
委托有处理资质的

单位处置。

一般

固废

炉渣 焚烧生活垃圾 80739 综合利用-铺路

污泥
渗滤液处理系

统
824 824

随同生活垃圾入炉

焚烧。

为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控制固体废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公司设专人负责，源头把控。从生产工艺的改进到设备运行

工况的调整；从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储存、运输、暂存保管

到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依据生产状况制订

了固体废物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对固体废物进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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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强化过程监管，严格落实，同时建立了完善的固体废

物管理台帐。

(五）废水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2021 年度废水处理处置情况

废水名称
来源及产

生工序

产生量

（吨）

处理处置量

（吨）
处理处置方式

渗滤液 生活垃圾 67627 6625

工艺采用“预处理

+UASB+A/O+超滤+STRO管网式反

渗透+反渗透”处理工艺，清水

用于工业冷却水回用，浓水送

入烟气处理系统石灰制浆，废

水零排放。污泥经脱水后，送

入垃圾给料系统，随同生活垃

圾一同焚烧处理。

（六）危废知识培训、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及应急预

案

公司生产原辅料及产生的废物中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主要

包括飞灰、渗滤液、氨水、浓硫酸、轻柴油等，涉及的环境风

险源主要包括飞灰泄漏、氨水泄漏、浓硫酸泄漏、渗滤液输送

管爆管、渗滤液外溢、燃油泵房火灾等。为了确保环境安全，

保障企业员工和周边居民安全和健康，公司针对自身环境风险

源建立了相应的防范设施，配备了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编制

了《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

期组织单位员工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通过演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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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级人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五、编制说明

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编制并发布2021年度环境报告

书的目的是促进公司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系，提高环境管理水

平，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同时实现公司与社会之间的

环境信息交流，全面展示公司2021年度在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

、减量化、资源化处置的同时，在防治环境二次污染、改善环

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等方面做出的工作

，完成公司应尽的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

本环境报告书涵盖的范围为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本环境报告书报告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 2022年1月25日发布。

编制单位：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电话： 0554-6887905

如对本报告书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欢迎来函、来电咨询。

1、来函咨询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经济开发区淮风公

路北侧1.5公里处。

2、联系方式： 0554-688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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