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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董事会致辞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

题。由于长期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和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综

合承载能力极限的步步逼近，加剧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绿色低碳发展已经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动力，环境资源的主要消耗者与工业三废的主要产生

者，义不容辞的成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中坚力量。我公司一直坚持发展循环经济、

搞好清洁生产的原则，努力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公司依靠科

技创新，一方面不断推进工艺改造，大力发展节能高效、环保型生产技术，从源

头上实施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持续推进废水处理工程，大力发展公司循环经济。

公司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持续改进，不仅有效地指导和促进了企业环境管

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建设，而且使企业逐步实现了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预防控制

的转变，使公司的环境绩效日益提高。

“十二五”期间，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将进一步推进环境管理体系运

行，持续开展清洁生产工作，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进一步建

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全面完成环境保护体系建设工作；持续推进清洁生产，进

一步提升工艺技术和设备的节能减排水平；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持

续推进循环经济，促进废旧物资的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强

化环境保护理念；进一步优化环境管理体系，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我们希望通过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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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

司的全体利益相关者理解并支持我们的环保理念和行动，以进一步推动安徽国风

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事业。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李丰奎

二○一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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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企业概况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

销售木塑环保新材料的科技企业，是国有上市企业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公司位于合肥市包河工业园区，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是国内唯一一

家规模化引进欧洲全自动化生产线的厂家，年生产能力达到3.5万吨，成为中国

最大的木塑产业基地之一。公司通过与北京化工大学、安徽大学、中科院等高等

科研机构紧密合作，以及国际上14家著名木塑技术和设备制造公司全面的技术交

流，形成了自主的核心技术，拥有多项授权专利，目前已经开发出50多个品种的

木塑产品。2009年主持制定国内第一个木塑行业《园林景观用聚乙烯塑木复合型

材》标准。公司在全国7大区域的58个城市建立了销售网点，同时产品出口美、

日、韩、俄、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为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国风

塑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通过募集方式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23日，同年11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000859。公司注册资本现为56880.7485万元。

二、编制说明

1、报告界限

本年度环境报告涵盖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生产部门。

2、报告时限

本环境报告书报告期限为 2013年 1 月 1 日至 2013年 12 月 31 日，于

2014年 5月发布。预计下一版的环境报告书将于 2015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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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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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方验证情况

本环境报告书技术支持单位为安徽省科学技术咨询中心。

5、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方式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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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环境报告书的编制流程及审核运转流程如下图：

编制单位：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园北京路与延安路交叉口

电话及传真：0551-63367573

网址：http://www.guofeng-wpc.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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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环境管理情况

一、环境管理体制及措施

公司具备完整的环境管理制度及管理机构，制造与安全部负责公司日常的环

保管理工作，负责“三废”的监测工作。总工程师直接分管环境保护工作，安徽

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制定了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固废排放等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环境管理机构见图3-1，环境管理制度汇总见表3-1。

图 3-1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环境管理机构图

表 3-1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

机构

环境管理

人员（人）
管理制度

制造与安

全部
2

（1）《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2）《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环保档案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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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开始对企业年度环境报告定期

公开，将在公司网站上向公众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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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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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

2、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公司经常与客户就产品质量及环保问题进行沟通，按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

构；就厂区环境、周围区域环境的保护与民众协商，共建美好家园。

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公司自建设期间起认真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建设项目

“三同时”制度、验收监测制度，履行试生产申请、批复手续，验收申请、批复

手续；认真做好验收调查工作。

通过走访合肥市环保局，公司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要求、未受

到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第四章、环保目标

一、环保目标、指标及绩效

环境管理方针：遵守环保法规，持续预防污染，实现清洁生产，打造循环经

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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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管理上坚持

“依法经营、职责明确、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标准，实现环境

和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企业精神：诚信为本，同心拼搏，高效务实，创造卓越。

持续预防污染：是管理体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勇于创新、不懈追求的企业

精神。

全员节约能源：发动公司全体员工自觉采用最先进的管理方法，使技术、人

力、物力、财力达到最佳组合，以最小的消耗，创造最大的效益，使能源节约与

效益最大化有机结合。

控制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争创国内名牌企业，

持续进行污染预防，是本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推行清洁生产降低污染物排放,

确保环保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履行社会职责，树立“安全、绿色、清洁、负

责”的社会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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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进取、创新发展是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旨。安徽国风木塑科

技有限公司从不认为工作已做得最好，但有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用最好的原料、

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生产最好的产品，取得最好的效益是安徽国风木塑科

技有限公司最大的目标。科学管理、规范高效是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的追

求。企业的竞争就是管理的竞争，企业的成功也是管理的成功。安徽国风木塑科

技有限公司结合自身实际形成自己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特色。踏实苦干、团

结拼搏是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的精神。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安徽国风木

塑科技有限公司人笃信用心血和汗水能够铸造事业的辉煌，不进则退的危机意

识、爱厂如家的责任意识、团结拼搏的集体意识凝聚成的这种精神，是安徽国风

木塑科技有限公司最为宝贵的财富。诚实做人、守信做事是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

限公司的原则。

环保目标：

1、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2、不发生环保行政处罚事件；

目前，企业已投产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的执行情况汇总见

表4-1。

表 4-1 企业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主要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1

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水

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并
按标准要求规范设置排污口。

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污水经包河工业园污水

管网排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验收监测期

间，本项目厂区总排口废水各项指标的日均浓度

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
级标准的相应限值要求和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进

水水质要求。

2

落实《报告表》大气污染物防治

措施，在产尘工序安装高效收尘

器，工艺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二级标准；规
范设置排气筒。

基本落实。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造粒环节除尘

器出口废气中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和最大排放

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相应限值要求。
排气筒高度为 15米，符合规范要求。颗粒物无组
织排放的监控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 16297-1996）相应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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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

声、吸声、减振等措施进行噪声

治理，加强厂区和厂界周围绿化，

确保厂界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

声标准》（GB12348-90）中Ⅱ类
标准。

本项目的噪声通过将设备置于厂房内，并加强设

备本身减振，同时在此厂房周围加强绿化，来降

低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

厂界噪声各监测点位的昼间噪声等效声级均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4

加强固体废弃物的环境管理。对

废边角料等进行综合利用。生活

垃圾纳入环卫收集系统送城市垃

圾处理厂处理。

落实。

5
加强环戊烷等化学危险品的管

理，完善环境锋线应急预案和事

故防范、减缓措施

因本项目实际建设中取消了中空发泡板生产线，

故原料相应取消了环戊烷。企业已制定了环境风

险应急预案，并已报当地环保部门备案。

6
项目建设须贯彻“以新带老”。确

保现有年产 1万吨木塑项目污染
源全面达标排放。

按照“以新带老”要求，将原有生产线造粒环节

的龙门架投料方式全部改造成螺旋上料方式，并

安装了布袋除尘器。将挤出环节的投料方式改为

料筒真空吸料方式。

二、物质流分析

公司2013年的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见下表。

表 4-2 公司 2013年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2013年

原料

竹粉 吨 2846

PE 吨 1420

碳酸钙 吨 422

辅料

硬脂酸锌 吨 852

颜料 吨 15.4

相容剂 吨 92

润滑剂 吨 82

抗氧化剂 吨 128

抗菌剂 吨 10

能源
水 吨 26

电 度 1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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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会计

公司已经于2012年8月委托安徽绿华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清洁生产

审核工作。该轮清洁生产共产生无低费方案34项，中高费方案3项，其中可实施

的无低费方案34项，已全部实施；可实施的中高费方案3项，已经实施完成1项，

另外2项已经部分实施和计划实施。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已实施的34项无/

低费方案，共计投入资金29.7万元，实现经济效益112.3万元，其中调整设备运行

时间经济效益最为明显，年节约用电成本40万元，另外竹粉替代木粉经济效益也

达到了30万/年，产生的环境效益中，节约用水约200吨，减少废品量400t，减少

原料消耗约200t，节约用电8.78万度。3项可以实施的中高费方案共投入50.385万

元，全部完成后可实现经济效益20.34万元，每年可节约新鲜水用量41405吨，节

约用电85140度，同时大大改善了国产线造粒车间的工作环境。

第五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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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塑型材。

二、废弃产品的回收和再生利用情况

公司的原材料本就是废弃材料，项目为资源利用性项目，公司对生产过程产

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均进行了利用。

三、能源消耗及节能情况

公司2013年共耗电3254004千瓦时，企业的能源以电为主。

公司首轮清洁生产总计投入资金 384.24万元，预期可以实现，节约新鲜水

用量 4.16万 t/a，节约用电 17.294万度。

四、温室气体排放及削减措施

公司无温室气体排放。

五、生产过程中废气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造粒、挤出、切割和表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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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节产生的粉尘以及食堂油烟。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造粒环节采用了螺旋上料和真空上料装置，并安

装了布袋除尘器。对挤出、切割和表面处理环节一律采用布袋收尘装置，大大减

少了粉尘的散逸；其中切割、表面处理等环节采用的是移动式小型布袋收尘器，

全厂共设置了小型布袋收尘器 33台，配置相应的风机，其中 10台 XL-2.8A型

风机，风量为 900m3/h，无锡市大众微特风机厂生产，18台 XL-2.8型风机，风

量为 900 m3/h，无锡市特顺风机厂生产，4台 7500 m3/h，安吉豪威竹木机械厂制

造，打磨用除尘器风机型号为SR-RP950A 青岛威特动力木业机械有限公司生产。

公司近来将原有生产线造粒环节的龙门架投料方式全部改造成目前的螺旋

上料方式，将挤出环节的投料方式改为料筒真空吸料方式；食堂安装了油烟净化

设施对油烟进行处理。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上料造粒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是粉尘，废气量设

计为 10000m3/h，粉尘浓度为 1050mg/m3，经布袋除尘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浓度为

105mg/m3。

表 5-1 企业废气污染物处理排放情况 单位：mg/m3

序

号

产生废气

设施或工

序

有组织

源/无
组织

源

主要废

气污染

物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
排气筒高

度

（m）设施名称
台（套）

数

处理能力

（m3/h）
设计运行时

间（h/a）
实际运行

时间（h/a）

1
国产线造

粒

有组

织
粉尘

布袋除尘

器
1 10000 5760 5600 15

2 国产挤出

无组

织

粉尘
布袋除尘

器
18 900 5500 5500

移动式除

尘器，无

排气筒

3
进口线切

割
粉尘

布袋除尘

器
5 900 5500 5500

4 二次加工 粉尘
布袋除尘

器
10 900~7500 5000 5000

5 上料 粉尘 通风 — — — — —

2013年5月，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对各厂

区的工艺废气等进行了监测，监测数据表明各厂区的废气污染物均能够做到达标

排放。

六、物流过程的环境负荷及削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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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公路运输的物料及产品运输车辆，车辆定期维护，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七、资源（除水资源）消耗量及削减措施

公司首轮清洁生产预期节电17.294万kwh/年。

八、水资源消耗量及节水措施

公司首轮清洁生产预期节约新鲜水用量4.16万t/a。

九、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表面处理等环节产生的

废边角料和生活垃圾。废边角料目前采用回收集中破碎循环再生产的方式，无废

品废弃或外卖。厂区内建设垃圾临时存放点一个，生活垃圾由包河工业园管委会

指定的环卫部门统一上门清运处理。

十、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的噪声主要来源于造粒机和破碎机以及生产车

间配套设置的引风机、空压机、水泵等，其噪声级在75~100 dB（A），通过将设

备置于厂房内，并加强设备减振，同时在此厂房周围加强绿化，来降低噪声对外

环境的影响。

第六章、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系

一、与消费者关系

公司计划通过在产品包装上的产品信息中补充环境标志相关提示，为下游企

业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并计划通过环境体系认证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各项环境管

理水平。

二、与员工的关系

公司通过完善员工劳动环境安全和卫生的方针、计划及相关行动。公司通过

网站、厂宣传栏以及系统公告栏、部门例会等为重要宣传媒体，以宣传标语及部

门各级宣传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环境保护及安全的目的、意义及相关知识，以

期给社会、公司以及每位员工带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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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公众的关系

总体来说，公司基本执行了所在地环境管理部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方针，

积极参加环保局组织的环保活动和宣传，公司计划下一步进一步加强企业与所在

地社区及公众的环境活动交流。

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

2014年 5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