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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诺书

1.企业负责人承诺书

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承诺2021年度企业环境报告

中各项内容和数据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单位将自觉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监

督，如提交的内容和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将积极配合调

查，并依法接受处罚。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周伟

2022年 0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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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管环保工作负责人承诺书

我承诺2021年度企业环境报告中环保信息及数据均真实、

准确、完整。

我单位将自觉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监

督，如提交的内容和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将积极配合调

查，并依法接受处罚。

特此承诺。

安环部负责人：周华

2022年 0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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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基本信息

1.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蚌埠市五河县东刘集镇周庄村北侧，韩沫路西侧

生产地址 蚌埠市五河县东刘集镇周庄村北侧，韩沫路西侧

法人代表 周伟 联系方式 0552-5636006

联系人 丁淼 联系方式 0552-5636119

所属行业
D4417（生物质能发

电-生活垃圾发电）
单位类型 重点排污单位

是否核发排污许

可证
是 职工人数 69人

主要产品 电 主要原料 生活垃圾

日发电量 24万度 日处理量 500吨/天

生产工艺简介

生活垃圾由垃圾封闭运输车辆运输至发电厂→电子汽车衡过磅→卸入封闭

的垃圾贮坑内发酵→垃圾经抓斗→给料斗→推料器→焚烧炉，垃圾在焚烧炉内

高温燃烧产出的烟气将水加热，并产生蒸汽，蒸汽驱动汽轮机组发电。焚烧烟

气经过“SNCR+半干法/干法脱硫+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工艺通过80米高的烟囱

排出，布袋除尘器收集的飞灰经过添加螯合剂等方式进行稳定化处理，经检

测，达标后进入五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

2021年处理生活垃圾19万吨，发电量8198万度。

2.企业规模、结构等的重大变化

2021年公司无企业规模、结构等的重大变化。

3.公司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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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公司组织机构图

4.编制说明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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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4.2报告时限

本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时间范围为 2021.01.01--2021.12.31。

4.3保证和提高报告书准确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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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方式

联系人：丁淼

联系电话：15212131477

电子邮件：942986952@qq.com

mailto:719567407@qq.com


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环境报告书

— 7 —

三、企业环境管理信息

1.环境管理结构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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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及交流挂职高管

担任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任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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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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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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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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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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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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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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1年生态环境行政许可

许可名称 排污许可证 渗滤液处理站扩建项目

类型 变更 核发

编号 91340322MA2MYBX811001V 2020-340322-44-03-005705

审批文件 线上审批

关于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渗滤液处理站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五环许

〔2021〕5号）

核发机关 蚌埠市生态环境局 蚌埠市五河县生态环境分局

获取时间 2021年8月5日 20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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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期限
2019年12月20日至2024年12月

19日 长期

主要许可事

项
企业全部污染排放的许可

渗滤液处理站由150吨/天扩建

至250吨/天

3.环境保护税缴纳情况

2021年环保税分税目缴纳额为 0元，缴纳总额为 0元。

依法依规享受税收减征或免征的情况：目前我公司属

于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情况。

4.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情况

2021年我公司未进行专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

预计于2022年进行投保。

5.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等级

根据2021年10月份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20年度

安徽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的公告》的文件，我公司被

评为“诚信企业”。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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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公司安环部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21年 9月 1日实施）宣

贯为契机，组织公司全员开展了环保培训，并针对班组长、

生产一线人员开展了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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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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7.1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公司在蚌

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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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1年自行监测情况进行总结上报。

7.2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公司利益相关者为蚌埠市市生态环境局、临近企业与

居民、访客、供应商、承包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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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埠市五河县生态

环境分局
废气排放情况 是 季度排污申报表

蚌埠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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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面交流，公司全年

组织 2次公众开放活

动。

供应商
公司环保管理

制度
是 环保知识培训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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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公众开放组织及与利益相关者交流情况

A.2021年 12月 3日，开放对象：东刘集镇人大代表 ，

人数：80余人。

B.2021年 6月 2日，开放对象：东刘集镇周庄村初级

中学，人数：6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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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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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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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无重大污染事故的产生，也不存在环境违

法行为的情况。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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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

1.污染物防治设施情况

1.1正常运行情况

序号
污染物防治设施

名称
产污环节 污染物名称

排污口名称及

编号

1 脱硝系统 生活垃圾焚烧 氮氧化物
一号污染物排

放口DA001

2 脱硫系统 生活垃圾焚烧 二氧化硫
一号污染物排

放口DA001

3 活性炭喷射系统 生活垃圾焚烧 重金属
一号污染物排

放口DA001

4 布袋除尘器 生活垃圾焚烧 颗粒物
一号污染物排

放口DA001

5 炉温控制系统 生活垃圾焚烧
一氧化碳及二

噁英

一号污染物排

放口D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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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非正常运行情况

序号
非正常运行的

设施名称

排放的污染

物
日期及时长 主要原因

1 脱硫系统 二氧化硫
2021/4/24
1:30~2:10

时长：40分钟

雾化器振动大跳闸，

投入干法系统，SO2
仍控制不住

2 活性炭喷射系

统
活性炭

2021/9/22
9:10~9:57

时长：47分钟

活性炭喷射器漏灰严

重，需立即更换

3 炉温控制系统 一氧化碳
2021/10/15
17:03~18:05
时长：62分钟

锅炉掉焦导致MFT，
一次风机故障

2.主要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公司废水处理后全部回用，无水污染物排放口，废气

通过一根 80米高的烟囱进行排放，烟囱设有在线监测设施，

监测项目有监测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一

氧化碳、氯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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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标准要求，公司委托安徽工和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手工监测，监测内容为烟气重金属、烟气二噁英、厂界无

组织臭气、厂界噪声、厂区地下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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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污染物排放数据均满足国家要求。

大气有组织及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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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物类

型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小时浓度年

度平均值

全年生产天

数

全年应监测

次数

全年实际监

测次数

全年达标次

数

全年超标次

数

废气
一号污染物

排放口

颗粒物

（mg/m3）
6.23 352 8448 8448 8448 0

二氧化硫

（mg/m3）
55.88 352 8448 8448 8448 0

氮氧化物

（mg/m3）
170.00 352 8448 8448 8448 0

氯化氢

（mg/m3）
13.72 352 8448 8448 8448 0

一氧化碳

（mg/m3）
7.1 352 8448 8448 8448 0

汞及其化合物

（以 Hg计）

（mg/m3）
0.00119 352 12 12 12 0

镉、铊及其化

合物（以 Cd
+Tl计）

（mg/m3）

0.00141 352 12 12 12 0

锑、砷、铅、

铬、钴、铜、

锰、镍及其化

合物

（以

Sb+As+Pb+Cr
+Co+Cu+Mn+

Ni计）

（mg/m3）

0.0747 352 12 12 12 0

二噁英类

（ng
TEQ/m3）

0.069 352 1 1 1 0

无组

织废

气

厂区东监

测点

颗粒物

(mg/m3)
0.1015 352 4 4 4 0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352 4 4 4 0

硫化氢

(mg/m3)
0.00475 352 4 4 4 0

甲硫醇

(mg/m3)
<0.0002 352 4 4 4 0

氨

(mg/m3)
0.12325 352 4 4 4 0

厂区南监

测点

颗粒物

(mg/m3)
0.17875 352 4 4 4 0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352 4 4 4 0

硫化氢

(mg/m3)
0.00625 352 4 4 4 0

甲硫醇

(mg/m3)
<0.0002 352 4 4 4 0

氨

(mg/m3)
0.1985 352 4 4 4 0

厂区西监

测点

颗粒物

(mg/m3)
0.1555 352 4 4 4 0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352 4 4 4 0

硫化氢 0.0065 352 4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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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3)
甲硫醇

(mg/m3)
<0.0002 352 4 4 4 0

氨

(mg/m3)
0.20575 352 4 4 4 0

厂区北监

测点

颗粒物

(mg/m3)
0.15625 352 4 4 4 0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352 4 4 4 0

硫化氢

(mg/m3)
0.00675 352 4 4 4 0

甲硫醇

(mg/m3)
<0.0002 352 4 4 4 0

氨

(mg/m3)
0.21825 352 4 4 4 0

3.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流向和利用情况

3.1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贮存信息表

名称 种类 成分 等级 产生量

贮存点

名称及

类型

贮存点

面积
贮存点经纬度坐标

累计

贮存

量

炉渣
焚烧

残渣

MnO、SiO2、CaO、Al2O3、

Fe2O3 以及少量废金属
1类 45282.64 渣坑/1

类
200m2 经度：117°35′11.21618″

纬度：33°12′9.76213″ 0

污泥
有机

污泥
水及有机物等 1类 1029.5 脱泥间

/1类 50m2 经度：117°35′11.82451″
纬度：33°12′5.74526″ 0

3.2工业固体废物流向、处置信息表

名称 处置方式 最终去向 运输方式 运输单位 委托处置单位

炉渣 委托利用
制砖及建

筑材料
密闭汽车运输

蚌埠雄森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蚌埠雄森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污泥 自行处置 入炉焚烧
装袋后用叉车运

输
/ /

3.3危险废物信息表

名称 废物代码 主要有害成分
危险特

性

产生量

（吨）

贮存量

（吨）

贮存点面积

（m2）

贮存点经纬度坐

标

累计贮

存量

（吨）

飞灰 772-002-18 重金属、二噁英 毒性 6708.347 83.646

飞灰养护车

间/300
2号飞灰养

护间/500

经度：117.596191
纬度：33.20668

经度：117.596703
纬度：33.208009

83.646

废矿

物油
900-218-08 废矿物油

易燃性

毒性
1.62 0 危废暂存间

（一）/20
经度：117.596703
纬度：33.208009

0

废活

性炭
900-039-49 恶臭气体 毒性 6.58 0 危废暂存间

（二）/20
经度：117.596191
纬度：33.20668 0



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环境报告书

— 16 —

3.4危险废物流向、处置信息表

名称 处置方式
最终去

向

利用处置

量（吨）
运输方式 运输单位 委托处置单位

飞灰
委托处置

（运输及处置豁免）
填埋 7270.3 三防汽车运输

安徽珂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五河县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配套

填埋场

废矿物油 委托贮存 贮存 1.62 危废专用车辆
巢湖市国泰运输有

限公司

巢湖市亚庆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废活性炭 委托利用 利用 6.58 危废专用车辆
合肥吉通货物运输

有限公司

濉溪县博亿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

3.5委托方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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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化学品管理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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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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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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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急预案》执行，有效减少了危化品向环境的排放。

5.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5.1厂界噪声污染状况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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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西面为农田，东侧为韩沫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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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类

标准的限值要求，噪声监测数据见表 4-3。

表 4-3 2021年 4季度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位置 监测时间
监测值
dB(A) 执行标准

排放限值
dB(A)

厂界噪声监

测点1号 厂界东侧 2021年1月19日 昼间：53.5
夜间：43.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昼间：60
夜间：50

厂界噪声监

测点2号 厂界南侧 2021年1月19日 昼间：54.6
夜间：43.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昼间：60
夜间：50

厂界噪声监

测点3号 厂界西侧 2021年1月19日 昼间：55.5
夜间：43.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昼间：60
夜间：50

厂界噪声监

测点4号 厂界北侧 2021年1月19日 昼间：54.0
夜间：42.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昼间：60
夜间：50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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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环境报告书

— 19 —

6.公司2021年污染物排放情况

类别 名称 年排放量（吨） 许可量（吨）

大气污染物

颗粒物 3.33 12

氮氧化物 110.89 144

二氧化硫 37.13 58.676

硫化氢 8.37 /

一氧化碳 3.08 /

固体废物

飞灰螯合物 7270.3 /

炉渣 45282.64 /

废矿物油 1.62 /

废活性炭 6.58 /

污泥 1029.5 /

生活垃圾 82.4 /

五、生态环境应急信息

1.生态环境应急信息

文件名称：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备案机关：蚌埠市五河生态环境分局

备案编号：340322-2021-021-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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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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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风险源主要包括酸碱加药区、氨区、渗滤液处理站、飞

灰固化车间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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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要求，根据生产规模的变化，公司于 2021

年 9月修订了《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并邀请专家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报送蚌埠市

五河县生态环境分局备案审批。2021年月 10开展厂内飞灰

泄漏应急预案演练。

图4-1飞灰泄漏演练图片

六、其他环境信息

1.企业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三同时”

制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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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年建设项目为渗滤液处理站扩建项目，该项

目已按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工作：2020年 12

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1年 2月取得蚌埠市五河

县生态环境分局的环评批复；2021年 7月项目建成竣工；2

021年 10月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2.碳排放信息

本公司未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管理的温室气体

重点排放单位，无碳排放相关信息。

3.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信息

本公司未纳入安徽省强制清洁生产审核名单内，暂未

进行强制性清洁生产。

4.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本公司 2021年未受到生态环境行政部门的处罚。

5.本年度临时报告情况

本公司 2021年未产生临时报告。

6.相关投融资的生态环保信息

本公司无投融资相关的生态环保信息。

7.企业的物质流分析

7.1生产经营中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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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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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公司 2021年资源消耗情况

能源种类 用途 消耗量（吨）

生活垃圾 发电 190339

消石灰 脱硫 1828

氨水 脱硝 484

螯合剂 飞灰固化 141

活性炭 烟气吸附净化 90

7.2产品或服务产出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发电，2021年发电量 8198万千瓦时。

同时为蚌埠市五河县无害化焚烧处置生活垃圾 19万吨，实

现了良好的环保效益。

7.3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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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与利益相关者关系

本公司 2021年应在排污许可证管理平台上公布 5次排

污许可执行报告，包括 4次季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1次 20

21年年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

本公司 2021年实际在排污许可证管理平台上公布 5次

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包括 4次季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1次

2021年年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报告主要内容为污染物的

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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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环

境信息。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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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炉

排放口的烟气流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

化碳、氯化氢实际排放浓度等。

在厂区显著位置树立环保大屏，滚动显示 1号炉排放口

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氯化氢浓度

值及炉膛温度实时值。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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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蚌埠市生态环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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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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