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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经理致辞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社会共

同关注的焦点，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国家号召“节能减排”、

创新环境保护新模式的形势下，环境保护更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企业尽自己所能保护环境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企业不仅存在于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也存在于自然生态环境中，既

有通过优质产品和优良服务满足客户需求的义务，也有履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责任。为此公司一直坚持依靠科技创新，实施清洁生产，合理利用资源，发展

循环经济。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持续改进，有效指导和促进了企业环境

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逐步实现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预防控制的转变，提高

了资源利用率，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取得了一定的环境绩效。在环保工作上公

司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严格按照国家环保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的环保方针，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和环境风险管控。 2、加大环保技术升

级，保证环保资金投入。3、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强化员工环保意识。4、持续

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开展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环境和经济

效益双赢。5、规范运行环保设施，持续推进污染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6、

持续提高环境绩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竭诚希望通过 2021年度企业环境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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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事业。

总经理：



2

2.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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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肥料、化学制品、

化学原料、精细磷酸盐、双氧水、磷石膏制品等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上

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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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部现有员工总数 1261人，各类技术人员 335人，

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5人。

公司现有 1个本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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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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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颍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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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9001质量认证、

ISO14001环境认证、ISO28001职业健康安全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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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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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文明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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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建设智慧科技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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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强和巩固磷复肥主业在

行业内的地位，重点突出扩链强链补链，重点打造农资农业与生物工程一体化、

电子化学品、化工新材料三个核心板块，把公司打造成绿色、环保、智能、高

效的一流化工高新技术生产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1.1 总资产、销售额及装置生产能力

公司现有总资产 58亿元，年销售收入 6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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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日—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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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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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年 12月 30日通过了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第三轮清洁生产审核验收。2021年，通过实施磷石膏预处理项目，新增磷石

膏再浆压滤系统，降低了滤饼中的水溶磷含量，提高了磷利用率，使石膏残磷

总量<1.0%，水溶磷≤0.4%，水份＜17%，从而使磷收率提高至 95.16%，避免

了磷资源的浪费，取得了良好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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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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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厂外环境信息公开牌对外公开实时监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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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众通过扫码可直接获取公司在线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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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公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2021年 5月 12日，铜陵市生

态环境局以铜环罚〔2021〕14号文对我公司处以 100万元罚款。行政处罚已执

行到位，违法行为已整改完毕。

3.3.2 环境检测的资质机构检测情况及评价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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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方案》（〔2019〕56 号）、《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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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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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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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新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

2021年 10月 8日完成了长龙山振兴、伯乐矿坑暨六国化工磷石膏生态治理修

复项目自主环保验收；2021年 11月 22日完成了磷石膏堆场生态治理修复（二

期）项目自主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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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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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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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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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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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蒸汽等。

4.2.2产品产出情况

2021年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复合肥：374457.54吨；磷酸二铵：407901.18

吨；磷酸一铵：154830.10吨。尿素：318780.22吨，合成氨：316110吨。

4.2.3 生产经营过程中“三废”的产生量及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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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总排放量：359.63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63.79吨，氨氮排放

量 3.05吨。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颗粒物 135.79吨，氮氧化物 47.28吨，二氧化硫 69.94

吨。

磷石膏产生量：144.67万吨，综合利用量：162.55万吨，处置量：131.84

万吨。

气化、锅炉炉渣产生和综合利用量：42646.79吨，锅炉炉灰产生和综合利

用量：3564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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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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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公司环保投入约 2亿元，主要包括环保技改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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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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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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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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开展了多项环保整改，如：“湿法磷酸工艺磷石膏预处理技术开发

与应用项目”、“雨污分流工程设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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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实施了液体二氧化碳产品环保升级改造项目，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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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减少 2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21年还实施了磷铵装置节能减排技术开发

与应用项目，每年可减排氨 6.75吨，颗粒物 1.578吨，氮氧化物 6.465吨。减

少大气环境污染。

5.3物流过程的环境负荷及消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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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共取水 557.11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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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含磷、含氮废水共产生 359.63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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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产生的主要一般工业固废有磷石膏、气化煤渣、锅炉灰渣，危险废物

有废矿物油、废包装物、废分子筛、废催化剂、废铅酸蓄电池。2021年委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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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的机构利用或处置废矿物油 45.08吨，废包装物 5.76吨，废分子筛 13.14

吨，废催化剂 40.72吨，废铅酸蓄电池 5.16吨。

5.7.2 综合利用情况及最终处置情况

磷石膏由资源开发公司负责外售给下游生产企业综合利用等，用于制造水

泥缓凝剂、石膏粉、石膏板，当年综合利用量大于产生量。同时公司实施磷石

膏堆场生态治理修复（二期）项目，2021年共回填磷石膏 131.8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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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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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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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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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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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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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