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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表

一、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浙江牧羊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6691776925 法定代表人 金浩

生产地址 桐乡市高桥街道工

业园区

监管类型 □国控 省控 市控

所属行业 制革 联系电话 15968321499

生产经营和管理

服务的主要内容

（填写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皮革销售；皮革制品加工；皮革制品销售；服装制造；服装

服饰批发；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牲畜销

售；鲜肉批发；鲜肉零食；使用农产品零售

主要产品 生产规模

高档绵羊革 1000万张

高档山羊革 500万张

高档胎牛革 285万张



二、排污信息

水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2个

排放口名称
排放口位

置
排放方式

上一年度实

际废水排放

总量（吨）

核定的年度

废水排放总

量（吨）

主要/特征污染物名

称(mg/L)

排放浓

度

监测

方式

监测

时间

执行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及浓

度限值(mg/L)

是否

超标

工业废水排

放口

位于厂区

内污染治

理设施东

南角

纳管 167551.08 1019105

化学需氧量 178.6 自动 2021.4.30 300 否

氨氮 23.37 自动 2021.4.30 35 否

总铬 0.65 手工 2021.4.6 1.5 否

PH值 6.97 自动 2021.4.30 6-9 否

悬浮物 52 手工 2021.4.6 120 否

色度(稀释倍数) 16 手工 2021.4.6 100 否

总氮 37.211 自动 2021.4.30 70 否

总磷 0.172 自动 2021.4.30 4 否

硫化物 0.074 手工 2021.4.6 1 否

BOD 24 手工 2021.4.6 80 否

动植物油 1.05 手工 2021.4.6 30 否

氯化物 1280 手工 2021.4.6 4000 否

车间排放口 厂区北
厂区内部

污水池
无 无

总铬 0.81 手工 2021.4.12 1.5 否

六价铬 ＜0.004 手工 2021.4.12 0.1 否



大气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填写数字几个）

排放口名称 排放口位置 排放方式
主要/特征污染物

名称

核定的排放

总量（吨）
排放浓度

监测

方式

监测

时间

执行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及浓度限

值（mg/m3）

是否

超标

无锅炉

备注：1、排放口名称，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填写，如××××型锅炉、××××型吸收塔等；2、排放口位置，如“位

于厂区内污染治理设施东南角”等；3、排放方式，如连续排放、间歇排放等；4、主要/特征污染物名称，填写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中确定的污染因子名称；5、核定的年度污水排放总量，是指排污许可证或排污权交易证书上经环保部门许可的排放

量；6、排放浓度，填写最近一个时段的监测数据；7、监测方式，填写“自测”或“环保检测”；8、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及浓度限值，是指国家或省规定的污染因子排放浓度限值。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名称 是否危险废物 处置方式 处置数量（吨） 处置时间 处置去向

含铬污泥 是 综合利用 17.174(2020） 2020.12.21 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污泥 否 综合利用 2133.32（2020） 2020全年 嘉兴新嘉爱斯热电有限公司

废化料包装物 是 委托处置 0.73 2020.12.21 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废化料包装物 是 委托利用 1.24 2021.5.11 嘉兴市桐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皮革碎屑 是 委托利用 33.2 2021.1.22 温州新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备注：1、固体废物名称，根据本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确定的实际固体废物填写，如含铬污泥、治理设施污泥、废桶、

煤渣等；2、处置方式，根据本单位实际填写自行处置、委托处置等；3、处置数量，填写最近一个时段处置的数量，时段

可以为月、季、年；4、处置去向，填写固体废物最终到达的场所，如××××处理中心、××××公司、×××填埋场等。

噪声（周边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单位应当公开，其他单位自愿公开）

厂界位置
监测的噪声值（dB）

执行的厂界噪声排放标准限

值（dB）
超标

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厂界北 54 49.8 65 55 否

厂界东 52.5 49.6 65 55 否

厂界南 52.3 47.2 65 55 否

厂界西 53.4 50.1 65 55 否

备注：1、敏感建筑物，是指居民点、学校、医院等；2、监测的噪声值，根据本单位实际监测，如夜间不生产，则不用测。



其他污染类型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类别 防治污染设施名称 投运时间 处理能力 运行情况 运维单位

水污染物

污水处理设施 2008.3 1200t/d 正常 本单位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2008.5 / 正常 创源运维单位

大气污染物

喷浆废气治理设施 2020年 12月 10万 m³/h 正常
本单位

污水站恶臭治理设施 2020年 12月 20000m³/h 正常
本单位

污染源工况自动监控系统 2020年 12月 正常 魔云运维单位

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标识标牌 2017.7 正常
本单位

地面防渗、硬化 2017.7 正常
本单位

噪声

其他



备注：1、水和大气防治设备包括处理设施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2、处理能力，是指设计的处理能力；3、运维单位，

根据实际填写“本单位”或“委托×××公司”。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环评审批单位 环评审批时间 环评审批文号 竣工验收单位 竣工验收时间 竣工验收文号

浙江牧羊人实业有限公司年产高档绵羊革 1000万张、高

档山羊革 500万张技改扩建项目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

分局
2018年 11月 21日

嘉（桐）环建【2018】

0237号
验收中

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备注：填写企业自成立以来所有的环评和审批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名称与环保审批名称保持一致。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部门 桐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备案时间 2020.09.04



主要内容

(1)通过调查了解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类型、环境危险源的基本情况以及可能产生的环境危害后果及严重程度，全
面分析企业环境风险情况；
(2)全面评估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的现有应急能力，加强企业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管理能力，全面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的
发生；
(3)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机制，提高企业应对公共危机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
有效处理事故源，控制事故扩大，减小事故造成的损失；
(4)降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环境危害。通过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环境应急监测、事故信息的及时
发布、受影响人员迅速转移等措施，将事故所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
(5)通过应急预案的编制，促进企业提高环境风险意识，并通过应急物资、设备的落实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完善，
降低企业环境风险发生概率。



六、环境自行监测方案（列入国家重的企业填写本表）

主要内容

（企业自行监测方案应包括企业基本信息、监

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执行排放标准

及其限值、监测方法和仪器、监测质量控制、

监测点位示意图、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七、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认为有其它环境信息需要公开的填

写本表）

其他应当公开的

环境信息



附件 3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备案表

单位名称 浙江牧羊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金浩 联系电话 15988375666

信息公开负责人 张兴 联系电话 15968321499

环境信息公开方式（请

按照实际公开方式勾

选，并在后面填写具体

方式，例如公示牌、电

子屏、门户网站、微信

公众号、微博等）

1. 公告或者公开发行的信息专刊□

2. 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

3. 信息公开服务、监督热线电话□

4. 本单位的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开栏、信息亭、电子屏幕、

电子触摸屏等场所或者设施□

5. 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信息的方式□

具体方式：例如厂门口电子屏幕、××企业微信公众号、××

企业微博等。

环境信息公开内容（完

成公开的内容请打勾）

1.基础信息；☑ 2. 排污信息；☑ 3. 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

和运行情况；☑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

行政许可情况；☑ 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 环境

自行监测方案；□ 7.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自行监测委托单位

注：备案时请提供相关公开方式的照片或截图，并注明公式位置或者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