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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1、法人代表：李叶胜

2、地址：长丰县吴山镇井岗村

3、经营方式：收集、贮存、处置工业危险废物和医疗

废物。

4、经营类别：根据省生态环境厅核发的经营许可证，

公司可处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46 大类危险废物中的 36 类。

具体经营类别有：HW01—HW06、HW08—HW09、HW11—HW14、

HW16—HW19、HW21—HW24、HW26—HW29（收集、暂存）、HW31、

HW32、HW34—HW36、HW38、HW45—HW50。

5、经营规模：危废总处置能力 26100 吨/年，包括处置

工业危险废物经营处置能力为 2.11 万吨/年（其中：焚烧处

置工业危废 6000 吨/年、固化填埋处置 11600 吨/年，物化

处置 3500 吨/年）；焚烧处置医疗废物 5000 吨/年。

6、主要工艺和设备

公司现有 1 台工业危废焚烧炉，1 台医废焚烧炉，搅拌

固化装置，中和、气浮、氧化等装置，分别经焚烧、固化/

稳定化、物化等工艺处置危险废物。

资质有效期：根据新核发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20.3.14 至 2025.3.13。

环保负责人：井伟 联系方式：0551-66705065

二、新产生危废处置情况

危废处置过程中，有自产危废产生，包括：飞灰、灰渣、

污泥、蒸馏残渣、实验室废物、废弃包装物、浮渣、废油、



废有机溶剂。飞灰、灰渣、污泥、蒸馏残渣接送至至固化车

间，经固化处置后送填埋场安全填埋；实验室废物、浮渣送

至物化车间或焚烧车间处置；废弃包装物、废油、废有机溶

剂，转运至有资质企业处理。制定了自产危废管理计划并报

环保部门备案，建立了处置台账、管理制度。

全年新自产危废 3513.418 吨（不含上年末库存 73.436

吨），共处置 3551.698 吨（其中自行处置 2605.189 吨，转

运其他处置企业委托处置 946.509 吨），年末库存 35.156

吨。

新产生的危废种类、数量以及处置去向见下表：

名称种类
产生量

（吨）

处置量

（吨）
去向

库存

（吨）

焚烧灰渣
1414.85

2
1414.822 厂内安全填埋 0.78

浮渣 4 4 厂内焚烧 0

飞灰 611.476 610.176 厂内安全填埋 3.06

污泥 180.3 182.3 厂内安全填埋 0

废弃包装物 488.224 508.59 转运 28.26

实验室废物 2.911 2.091 厂内焚烧/物化 0.02

蒸馏残渣 392 391 厂内安全填埋 2

废 油 140.406 143.999 转运 0

废有机溶剂 279.249 293.92 转运 1.036

三、设施运行情况

回转窑焚烧炉安全运行 342 天，停炉检维修 3 次，其中

大修一次；医废焚烧炉安全运行 348 天，停炉检维修 3 次；



物化设备达产率 89.73%；固化填埋设施运行正常。主要设施

设备制订有年度维修计划定期维修，每日安排设施巡检，发

现问题及时维修，建立设施设备维保档案。填埋场二期建设

完毕，并完成竣工验收。废气处理设施已改造完毕投入使用，

并完成竣工验收。

污水处理站全年正常运行，处理后废水回用于生产工

艺。焚烧炉废气配备在线监测设备 2 套，分别为聚光科技（杭

州）股份有限公司和 sick 公司制造，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

收。在线监测设备委托安徽碧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维

护，24 小时与环保部门联网上传数据，全年运行正常。因设

焚烧设备检维修或在线设备维修，按规定上报维修报告 48

份。

四、环境监测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门的有关要求，2020 年我公司委托安徽

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定期进行环境检测，对照排污许可

证，检测内容包括：烟气排放口的 SO2、NOx、颗粒物、HCL

每季度一次，二噁英每年两次；废水检测 COD、氨氮、BOD5、

SS、石油类、挥发酚、磷酸盐、Cr6+、Pb、As、Cd、Hg 每月

一次；厂界噪声每季度一次；无组织废气每月一次；地下水

每季度一次；固化、物化车间、暂存库有组织废气半年一次。

此外，我公司还安排了废水排放口的 PH、色度、总氰化合物、

总氮、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的检测，以及烟气

重金属检测。另外，根据环保部门要求，对土壤污染情况进

行了检测，检测频次：1 次/年，检测点位 6 个，监测项目：



pH、镉、汞、砷、铜、铅、铬、锌、镍、二噁英（1 个点位）。

以上检测结果全部达标，并及时在生态环境部门网站对外公

示。

2021 年我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检测

项目和频次开展自行检测，具体委托合肥市浩悦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进行检测，具体计划如下表：

检测位置 检测项目
检测

频次

检测

点位

废水总排

PH、色度、SS、BOD5、COD、石油类、挥发酚、总氰化

合物、氨氮、氟化物、粪大肠菌群数、总氮、磷酸盐、

总磷、重金属（总铬、Cr+6、Pb、As、Cd、Hg）

1 次/月 1

雨水排放口 悬浮物、COD、氨氮 1 次/季 1

地下水

水位、浊度、pH、可溶性固体、硝酸盐、亚硝酸盐、

耗氧量、氨氮、挥发酚、氯化物、
1 次/季 6

重金属（Hg、As、Cd、Cr+6、Pb、Cu、Ni、Zn、Mn、Co、

V、Sb、Mo）
1 次/年 6

焚烧炉烟气

颗粒物、SO2、NOx、HCL、CO、 1 次/季度 2

汞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砷+镍

及其化合物，铬+锡+锑+铜+锰及其化合物
1 次/月 2

HF、二噁英 1 次/半年 2

土壤

pH、镉、汞、砷、铜、铅、铬、锌、镍、锰、钒、钼、

钴、锑
1 次/年 6

二噁英 1 次/年 1

厂区无组织

废气

颗粒物、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氯化氢、氟化物、

非甲烷总烃
1 次/月 4

有组织废气
颗粒物、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氯化氢、氟化物、

非甲烷总烃
1 次/半年 3

有组织废气 氨 1 次/半年 1

噪声 厂界噪声 1 次/季度 4

五、应急预案及应急演练情况

2018年6月委托合肥市斯康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



完成，依据《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环保

部 2007 年 48 号公告，以下简称《指南》）中的编制要求，

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

（试行）》（环办应急[2018]8 号）等相关编制依据，编制

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

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并依据环保管理部

门的要求，在应急预案中增加了“土壤专项应急预案”、“重

金属污染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2018 年 7 月份通过了专

家评审， 2018 年 8 月 22 日在县环保局备案，备案号

340121-2018-008-H，备案期限 3 年。

全年共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安全事故等应急演练 9 次，

参演人数达 130 余人。演练内容包括：车间突发停电、在线

设备故障、运输车辆着火、暂存坑火灾演练等等。

六、人员培训情况

组织各类安全环保培训 6 次，培训人数 200 余人，培训

内容包括：环保法律法规、新《固废法》和危险废物规范化

管理培训、应急预案培训、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培训、防灾减

灾培训等，注重提升员工安全环保意识，加强政策法规学习。

七、事故发生情况

全年无事故发生。

八、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2020 年度省、市、县生态环境部门均有到公司进行日常

检查或调研走访，主要针对厂区生产环境、危险废物规范化

管理、排污许可等方面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各项环保要求，



仔细对照危废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做好日常危险废物管理，

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公司已全部落实整改。

九、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

排污许可证已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下发，2020 年按照

排污许可有关要求开展各项工作。

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