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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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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企业概况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六国化工或公司）是集化学肥料等生产、

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国有控股企业。公司的前身为铜陵磷铵厂，于 1987年 11

月建成投产，是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也是我国第一套引进的大型磷铵

装置。

2000年 12月 28日，由铜陵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为主发起人并控股，设立安

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月 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股票代码 600470）。截止 2020年底，公司本部员工总数 1501人，各类技

术人员 331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6人。

公司现有 1个本部、7个控股子公司，分别是六国化工铜陵本部，全资子公

司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吉林六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

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颍上鑫泰化工有限公司、铜陵鑫克精细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国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中韩合资）、安徽中元化肥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秉承“视客户如员工、视员工如客户”的经营理念和“提供优质‘六

国’牌产品，使顾客满意”的质量方针，通过自主研发和产学研合作，不断加

大新产品、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力度，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档次，公司产品

赢得了国内外用户的肯定，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至韩国、印度、台湾等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监督和管理机制，先后通过了 ISO 9001质量认证、

ISO14001环境认证、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认证、ISO 10012测量体系认证、

ISO 50001能源管理认证；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长江经济带磷

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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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单位、全国卓越绩效先进单位、中国农化服务先进单位、AAAA级标准化良好

行为企业等荣誉称号。

“坚持绿色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是公司的核心发展战略。公司将充分利

用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经营管理，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延伸产业链，调整产

业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加快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以磷复肥产业为基

础，以精细化工、煤化工、氟化工和新材料化工为主线的产业结构体系，把公

司打造成绿色、环保型高新技术生产企业。

2.1.1 总资产、销售额及装置生产能力

公司注册资本 52160万元。2020年销售额 39.31亿元。各生产装置设计生

产能力分别为：一期磷铵 16万吨/年，二期磷铵 24万吨/年，三期磷复肥 60万

吨/年，四期 12万吨粉状MAP，年产 28万吨合成氨联产 18万吨尿素生产装置，

年产 20万吨氨水装置和年产 20万吨二氧化碳装置。

2.1.2 所属行业、主要产品或服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复混肥料制造、氮肥制造，主要产品：磷酸二铵、复合肥、

磷酸一铵、尿素。

2.1.3 公司环境方针

依靠科技创新，实施清洁生产，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生产控制，确保三废达标排放，共创人类碧水蓝天。

2.2 编制说明

2.2.1 报告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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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涵盖位于

铜陵市铜港路 8号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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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报告时限

所提供信息时间范围为 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

2.2.3 保证和提高企业环境报告书准确性、可靠性的措施及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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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有关部门记入相关的企业诚信体系中。

2.2.4 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方式

联系电话：0562-2171191

电子邮箱：674579415@qq.com

3.环境管理状况

3.1 环境管理结构及措施

3.1.1 管理结构

2020年公司成立以总经理为主任，分管领导和其他相关领导为副主任，相

关部门、车间负责人为成员的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公司的环境方针、

环境管理制度等。公司设有安全环保部，下设环境监察室，负责日常的环境管

理工作。各车间配有专职安环员。负责车间的日常环保巡检，设备维护、监测

以及台帐管理等各项工作。

3.1.2 环境管理体制和制度

2007年公司通过了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定《管理手册》和《程

序文件》规范生产经营中的环境管理，使公司环境管理程序化、规范化。依据

相关标准的要求，完善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制定了《环保管理规定》、《环

保考核与奖惩细则》、《三废综合利用及污染物排放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环境保

护管理制度。为日常环境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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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公司持续开展清洁生产。自 2016年通过了市经信委和市环保局清洁生产审

核验收以来，公司完成了多项清洁生产项目。2020年，通过实施低温甲醇洗电

机驱动改为透平机驱动项目，采用液力透平回收其高压富液所蕴含的压力能，

节省了能量消耗，降低了吨氨电耗；通过实施技术改造进一步提高氟的回收率，

降低了氟化物的排放浓度，减少了大气污染。这些项目均取得了良好的环境和

经济效益。2020年公司组织开展了新一轮清洁生产，已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单位

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待评审。

3.1.4 产品认证情况

公司主导产品“六国”牌磷酸二铵荣获中国名牌产品、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等称号，“六国”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最有价值商标 500强，

“六国”品牌当选安徽省十大标志性品牌，是我省“经济名片”之一。公司

“LANDGREEN”国际商标成功在印度、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菲

律宾、马来西亚、台湾等 8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为公司走国际化道路打下品牌

基础。

3.1.5 与环保有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公司积极参与上级主管部门以及环保培训机构举办的环保知识培训，提高

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通过采取举办培训班、专题座谈

会、宣传栏、提环保合理化建议、走进街头和社区等多种形式活动，对员工、

市民和周边居民进行环保知识培训教育，提高环保意识。

3.2 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3.2.1 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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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环保信息在企业自行监测信息管理平台、铜陵市生态环境局以及安徽

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平台公开，并通过厂外大屏对外公开实时监测信息。

3.2.2 环境利益相关者

供应商、客户、员工、相邻企业、周边居民、外包商、铜陵市生态环境局、

访客等。

3.2.3 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由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收集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截止目前，

未收到过此类评价。

3.3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3.3.1 报告时限内生产经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情况

2020年公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

3.3.2 环境检测的资质机构检测情况及评价

2020年委托安徽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定期对我公司废水、地下水、废气

以及噪声进行检测，含磷、含氮废水分别满足《磷肥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

（GB15580-2011）、《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13），一般废

气排口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297-1996），锅炉尾气排口满足《火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厂界噪声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标准限值。

3.3.3 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应急预案

公司建有完备的环境应急体系，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环

境风险评估报告》并报铜陵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 340700‐2019‐036‐H。

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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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企业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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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新、改建和扩建项目均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三同时”制度。

4 环保目标

4.1 环保目标及完成情况

4.1.1 上一年度各项环保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2020年公司环保目标：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限额以内；环保设施、装置运转率达到 100%，事故隐患

整改率达到 100％；新进、转、复岗等各类上岗人员环保教育和日常环保教育率

达 100％；按照上级环保主管部门要求，开展公司环保治理，推进公司重点环保

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司环境治理水平等。均全部达成。

4.1.2 采取的主要方法与措施

（1）修订和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制定环保管理规定、环保考核与奖惩

细则等，确保考核目标的完成。

（2）研发新工艺、新技术，减污增效。

（3）建设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三同时”制度。

（4）建立健全环保领导机构，加强环境保护监管力度。

（5）加强对环保设施的运行监管，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

（6）按相关要求淘汰了燃煤热风炉，采用天然气热风炉，减少环境污染。

（7）通过组织各种宣传和培训活动，强化员工、市民和周边居民的环保意

识，强化环境保护理念。

（8）保证环保资金投入，专款专用。

4.1.3 下一年度环保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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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环保总目标：

（1）环保设施和装置的维护、完好及运转率达到 100%；

（2）环境风险整改率达到 100％；

（3）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标准;

（4）磷石膏处置率达到 100％；

（5）按照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持续开展公司环境整治，推进公司

重点环保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司环境治理水平。

4.2 企业的物质流分析

4.2.1 生产经营中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种类

公司生产过程中主要消耗的资源、能源有原料煤、燃料煤、磷矿、天然气、

电能、蒸汽、水等。

4.2.2产品产出情况

2020年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复合肥：397900.96吨；磷酸二铵：453017.98

吨；磷酸一铵：179312.54吨。尿素：343665.09吨，合成氨：334497吨。

4.2.3 生产经营过程中“三废”的产生量及处理量

废水总排放量：251.57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37.26吨，氨氮排放

量 2.55吨。

废气总排放量：101亿标立方米，其中颗粒物排放量：186.78吨，氮氧化

物排放量：32.07吨，二氧化硫排放量：11.27吨。

磷石膏产生量：139.357万吨，综合利用量：182.9329万吨，处置量：155.1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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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锅炉炉渣产生和综合利用量：54634.64吨，锅炉炉灰产生和综合利

用量：29957.51吨。

4.2.4 企业环境保护设施的稳定运行情况

公司废水由专业水处理机构——铜陵六国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处理，2020

年废水处理系统运行正常。

公司废气排口均设有配套的除尘设施，洗涤系统等，环保设施运转率 100%。

废水、废气监测合格率 100%。

4.3 环境会计

4.3.1 企业环保活动费用

公司优先确保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对环保设施进行整改完善，并对

环保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

2020年度，公司主要环保投资项目为：环保技改费、环保综合整治费、环

保设施运行费、固废及危废处置费、环境监测费、排污费及环保宣传教育费用

等。

4.3.2公司环境管理工作及环境效益

（1）员工环保培训

公司不定期组织员工进行环保培训和活动，如环境管理体系学习、应急预

案演练等，进一步提高了员工环保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现场的环境管理

公司组织人员开展现场环保检查，检查结果上网公布并限期整改，安全环

保部跟踪整改结果和考核。检查结果按照闭环要求进行管理。定期的现场检查

有效减少了环保隐患，从而降低了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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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的环保活动

安环部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开展环保相关工作和活动，如：“安全生

产月、六▪五环境日暨环保宣传周活动”、“安全环保知识竞赛”、环境隐患排

查和风险管理等。充分调动员工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4）现场的环保整改

2020年完成了多项环保整改任务，如：“磷酸新、老系统尾气排放口合并

项目”、“MAP 尾气排放口整改”等，有效降低了环境风险，确保了污染物达

标排放。

5 企业能源消耗及消减措施

5.1 能源的构成及来源

公司主要使用的能源有天然气、水、电力、蒸汽。其中蒸汽一部分由公司

自产，一部分为华兴化工的余热蒸汽；水由铜陵六国威立雅水务公司提供。

5.2废气排放及消减措施

公司主要废气污染物来源于各生产车间排口产生的颗粒物、氨、氟化物以

及锅炉产生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废气排放

符合相关排放标准。2020年公司对磷酸生产装置实施脱氟技术升级改造，通过

在磷酸生产过程添加脱氟剂，提高了氟的回收率，降低了氟化物的排放浓度，

减少了氟化物年排放量，脱氟效果显著，减少了大气污染。2020年 9月开始实

施磷铵装置节能减排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料浆法，对磷铵老

生产装置（一期年产 16万吨粒状磷酸二铵装置）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开发与应用，

改造完成后可减少氨、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

5.3物流过程的环境负荷及消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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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采用皮带、泵、车辆来完成原材料、成品的输送，通过制定《货

物承运车辆防泼洒管理暂行规定》等管理规定，采取密闭运输等方式来控制运

输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5.4 资源循环利用率及提高措施

公司以循环利用资源为先，提高资源利用率。如：磷石膏综合利用、磷石

膏堆场淋溶水回用至生产系统，余热蒸汽的再利用等。

5.5 水资源消耗量及节水措施

2020年共取水 600.45万吨，通过实施清污分流，清水收集并回用；工业

水循环使用等措施来减少新鲜水资源消耗。

5.6 废水产生量及消减措施

2020年含磷、含氮废水共产生 251.57万吨：采用化学法和 A/O法分别对

含磷、含氮废水进行处理。废水主要污染物有氨氮、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

等，经在线监测及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废水排放低于排放标准限值。经处理

后的含磷废水优先回用于磷复肥生产系统，减少外排废水量。

5.7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5.7.1 产生总量及减量化措施

公司主要固体废物是磷石膏、气化煤渣、锅炉灰渣、废矿物油、废包装物、

废催化剂、石棉废物、危废沾染物。截止 2020年底，已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利用

或处置废矿物油 32吨，危废沾染物 103.2吨，废催化剂 21.9吨。现阶段正着

力于磷石膏的资源化和减量化。

5.7.2 综合利用情况及最终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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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石膏由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综合利用，用于制造水泥缓凝

剂、石膏粉、石膏板，以及磷石膏直接外售给下游生产企业综合利用等，当年

综合利用量大于产生量。同时实施长龙山振兴、伯乐矿坑暨六国化工磷石膏生

态治理修复项目，2020年共回填磷石膏 155.19万吨。

气化、锅炉炉渣、锅炉炉灰均直接外售至铜陵山凌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综合利用。

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5.7.3 相关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制定有《危险废物收集处置管理办法》，规定了危险废物的处置要求

和处理程序，并对员工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和教育。安全环保部定期现场核查制

度执行情况。

5.8危险化学品管理

5.8.1 产生、使用和储存情况

公司对使用、生产的化学品进行辨识分类，严格按照危化品监管要求进行

危化品使用、生产、储存的管理。

公司按照相关法规制定了《化学品管理程序》，确保危化品生产使用等过

程符合规范，并设有储罐专门进行危化品储存。

5.8.2减少危险化学品向环境排放的控制措施

储存场所设有报警器，能及时发现泄漏并及时处置，如发生危化品泄漏，

严格按照相关应急预案执行。各区域废水均能通过泵将废水调入事故应急池，

经事故应急池收集后再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至长江或回用。



13

5.9 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5.9.1 厂界噪声污染状况

厂界噪声主要来自生产设备运转，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公司厂界噪

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

5.9.2采取的主要控制措施

公司主要采取选择购买低噪声、无噪声的生产设备，并在噪声源周围采取

减噪等措施来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6 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系

6.1 与消费者的关系

公司通过营销公司向消费者传达公司的环保理念以及环保方面的经验做法，

向消费者传达产品环保信息。

6.2 与员工的关系

按照环境管理要求，明确各级员工环保责任制，通过不断深入学习环保法

律法规及其他要求。员工能够熟练掌握公司环保理念、污染物种类和控制标准、

环保设施操作和控制、环境隐患排查和事故应急等。公司对生产经营单位和职

工实施考核、评比和表彰。公司员工环境保护意识、操作技能和事故应急能力

较强。

6.3 与公众的关系

主要通过开展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活动，以征询公众对我公司工程

项目建设、环境保护的意见和要求，充分采纳公众的合理建议，尽量避免或降

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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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与社会的关系

我公司始终坚守与环境共同和谐发展的道路，通过不断提高环境保护管理

水平，落实污染治理措施，提高公司清洁生产、节能减排能力，履行应尽的环

境保护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

2021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