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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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化学肥料等生产、

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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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公司本部员工总数 1550 人，各类技术人员 348

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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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

环保生态肥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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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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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销售额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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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磷酸一铵 12 万吨/年，合成氨 28 万吨/年，联产尿素 18 万吨/年，氨

水 20 万吨/年和二氧化碳 20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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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一铵、

复合肥、合成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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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报告时限 



   所提供信息时间范围为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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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2-380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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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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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化工环保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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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六国化工环保千分制考核细则》、《危险废物收集处置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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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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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进行锅炉超低排放

项目，建设 2 套 SCR 脱硝装置，1 套烟气氨法脱硫装置，1 套烟气脱白装置，完

成 1 套锅炉烟气电除雾装置升级改造，大幅度减少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尘

的排放；对磷矿进行分级，降低磷石膏的磷含量，提高了磷的回收率；通过技术

改造进一步提高氟的回收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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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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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公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为有效降低外排尾气中氟化物

的排放浓度，选择脱氟剂对磷酸生产尾气进行试验，由于试验过程尾气氟化物排

放浓度会有波动，造成 10 月 22 日第四季度磷酸老系统监测数据超标。我公司在

完成技术改造工作后，未再出现超标排放污染物的情形，铜陵市生态环境局已出

具《关于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守法情况的说明》。 

3.3.2 企业应对环境信访案件的处理措施与方式 

2019 年未发生环境信访案，如公司接到环境信访案件，将认真配合政府调



查，根据政府和公众的要求及合理建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改进。 

3.3.3 环境检测的资质机构检测情况及评价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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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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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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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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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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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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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复合肥：243617.86 吨；磷酸二铵：342526.48

吨；磷酸一铵：168421.54 吨。尿素：316119 吨，合成氨：29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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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58 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33.61 吨，氨氮排放

量 0.86 吨。 

废气总排放量：119185.22 万立方米，其中颗粒物排放量：114.68 吨，氮氧

化物排放量：52.42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242.25 吨。 

磷石膏产生量：121.72 万吨，综合利用量：200.21 万吨，处置量：138.61

万吨。 



气化煤渣产生和综合利用量：28628.44 吨，锅炉灰渣产生和综合利用量：

275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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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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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公司主要环保投资项目为：环保技改费、扬尘综合治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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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环保投资约为 5153.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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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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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完成了多项环保整改任务，如：“锅炉尾气超低排放升级改造项目”、

“磷石膏生态治理修复项目”、“磷铵车间粉尘无组织排放整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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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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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对磷酸二铵生产装置增设洗涤流量计，加强尾气洗涤，

并将洗涤水流量数据上传至公司能管中心平台，对洗涤流量进行精准控制。洗涤



量异常时，及时进行洗涤喷嘴检查和清理，确保尾气洗涤效果。同时加酸洗涤降

低氨排放量，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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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共取水 5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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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含磷、含氮废水共产生 2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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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机械油、废铅酸蓄电

池、废弃的离子交换树脂、石棉废物、废包装物、危废沾染物。2019 年转移废

矿物油 37.08 吨，废铅酸蓄电池 1.46 吨，废弃的离子交换树脂 6.38 吨，石棉废

物 7.36 吨，废包装物 1.16 吨，危废沾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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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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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共回填磷石膏 136.81 万吨。 

气化煤渣、锅炉灰渣均直接外售至安徽时约商贸有限公司和铜陵山凌劳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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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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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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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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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