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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层致辞

“十三五”期间，国家坚持把探索环保新道路作为主题，深 

化认识，主动实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把握污染防治、生 

态保护和环境管理规律，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难题，以“加快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为目标， 
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 

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为一家国有大型发电企业，我们理应承担保护环境和节能 

减排的社会责任。始终坚持“营造绿色环境构建生态文明”的理 

念，致力打造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保护环境、节 

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加大环保设施治理力度，致 

力于污染物减排，进一步提高环保工艺技术和设备健康水平，持 

续推进清洁生产。正是源于对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如一的重视，为 

公司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续的发展动力。我公司主要采取 

的措施如下：
一是深化节能减排；二是加大环保投入；三是确保环保设施 

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四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从国内外环境保护形势来看，我国将面对日益增大的环境压 

力，国家将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目标，同时对企业开展环境 

保护、节能减排将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面对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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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方面将积极转变理念，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要求；另一 

方面，将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发展低碳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创 

建绿色企业，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2019年度环境报告，将公司的环境信息系统、 

透明、真实地传达给公众，以增进对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的 

了解，为促进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质量做出积极贡献。

总经理：潘先伟 

2020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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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基本信息
2.1企业概况
2. 1.1企业名称、总部所在地、创建时间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为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 

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电厂，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素有“江南 

一枝花”的美誉，始建于1947年8月1日，历经六期扩建，现总 

装机容量为1320MW。2010年2月25日，公司响应“节能减排” 

号召，关停原有的两台125MW机组，按“上大压小”方式建设 

两台660MW超临界机组。两台机组分别于2012年3月27日和 

2012年6月3日投产发电。
公司于1995年在华东电力系统开创“一流火力发电厂”，曾 

荣获国内“电力优秀企业”、电力系统“安全文明生产迖标企业” 

及“双文明单位”、安徽省“先进集体”、“企业管理示范企业”、 
马鞍山市“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全市第三批廉政文化进企业 

示范点”等荣誉称号。2013年，公司荣获“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 

用技术示范工程”、“安徽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示范企业”等荣 

誉称号。
2. 1.2总资产、销售额及员工人数
目前公司在役机俎容量为132MW，截止2019年12月，员工 

总数704人。公司全年实现发电59亿千瓦时，销售收入185929 

万元。公司组织机构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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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能巧鞍山发电有限公司组织结构m

图2-1公司组织机构图
2. 1.3所属行业、主要产品或服务
公司所属行位为火力发电企业，国名经济行业代码4411，主 

要产品包括电力、粉煤灰、石膏等电力副产品。
2. 1.4经营理念及文化
公司沿用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理念及企业文化 

企业愿景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能源投资集团 

企业精神
进取、高效、创新、领先 

管理理念
集约化、专业化、数字化、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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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理念
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2. 1.5企业规模、结构等的重大变化
2019年公司无企业规模、结构等的重大变化。
2.2编制说明 

2.2. 1报告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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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
2. 2. 2报告时限
本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时间范围为2019.01.01-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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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如相 

关的企业诚信体系中。
2. 2. 4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鲍科峰刘顺
0555-5212207/18955578582
327995430@qq.com

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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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管理状况
3.1环境管理结构及措施 

3. 1. 1管理结构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管理工作，设置了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 

成立由总经理担任组长，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及总工程师担任副 

组长，各部门主任任成员环境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对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实施领导。公司安全监察部部是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归 

口管理部门。设环保专职，负责具体环保工作。公司环保管理机 

构见图3-1。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 环保管理领导小组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总经理

图3-1环保管理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图
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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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环境管理体系和制度
公司坚持建立节约型企业的发展观，在生产全过程众节能降 

耗，防治污染，持续改进和防治污染，不断满足环保要求。
1. 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和要求；
2. 建设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生产 

经营活动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
3. 是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理念，在生产实践中，坚持把环境保 

护的理念贯彻到从工程设计、项目建设到生产运行等各个环节， 
把绿色低碳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4. 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度，专门设立了环境保护管理部门， 
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对环保管理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进行责 

任追究和处罚，强化公司内部的环境保护责任制，确保公司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5. 努力实施清洁生产，将清洁生产理念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紧 

密结合起来，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提高资源利用率，从源头削减 

污染；
6. 坚持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确保环保工艺更新和设备健 

康水平的不断提升。
3.1.3环境体系认证及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1. 环境体系认证情况
公司通过GBT19001质量管理体系、GBT14000环境管理体系、 

GBUSOOl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 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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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本着对社会负责任 

的态度，将清洁生产理念与生产、管理和经营紧密结合起来，按 

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并于2016年6月完成清洁生产报告 

编制工作，同年获得马鞍山市环保局批准。同时积极准备，做好 

下一个五年的清洁生产工作。
3. 1.4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培训公司，每年开展环保教育培训工作，

旨在通过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促进企业环保管理规范化、常态 

化。根据公司人力资源部安排，2019年10月邀请马鞍山市生态 

环境局专家对全厂环保管理人员，班组长、生产一线人员开展环 

保培训。对环保管理法律、法规及日常管理进行了专业的讲授， 
极大的提高了职工的环保管理水平，丰富专业知识。

V _ I

图3-2环保培训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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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3. 2.1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公司在马鞍山市生 

态环境局公开企业基本信息；排污信息；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 

运行情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执行情况，突发环境 

应急预案等。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且按照方案确定的指标和频次开展了自行 

监测，将监测结果在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上进行 

了公布，对2019年自行监测情况进行总结上报。
3. 2. 2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公司利益相关者为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访客、供应商、承 

包商、临近企业与居民。与上述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 

况见表3-1:
表3-1与利益先关者交流情况

利益相关者 交流内容 是否主动告知 告知方式 是否被动告知 告知方式
马鞍山市生 态环境局 废排放情况 是 月度运行报告 

表，季度排污 申报表
马鞍山市生 态环境局 固废、危废 排放情况 是 固废、危废每 月登记上报

临近居民
公司应急联 络电话和投 诉电话 是 当面交流

供应商 公司环保管 理制度 否 是 环保知识培训告知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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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目前暂未收到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不满意的投诉、建议 

等信息
3.3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3. 3. 1生产经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情况。
公司2019年无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情况。
3. 3. 2企业应对环境信访案件的处理措施与方式
公司对于接到环境信访案件认真配合政府调查。根据政府和 

公众要求和建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落实整改措施。
3. 3. 3环境检测及评价
公司1/2号机组排口设有在线监测设施，监测项目有监测项 

目：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烟尘排放浓度、净 

烟气流量、含氧量、烟气温度。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火力发电及锅炉》 

(HJ820-2017)标准要求，公司委托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开展手工监测汞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度、氨、颗粒物等。
根据在线数据，自行监测报告及生态环境局监督性监测报告， 

公司2019年污染物排放数据均满足国家要求。
3.3.4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应急预案
公司生产过程中使用到的原辅材料中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主 

要包括酸、碱、液氨等，涉及的环境风险源主要包括酸碱加药区、 
氨区等。为了确保环境安全，保障企业员工和周边居民安全和健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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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企业事业单 

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指南》等文件的要求，公司于2018年11月编制了《皖 

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邀请专家对 

应急预案进行评审，报送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审批。2019年 

6月28日开展氨区泄漏事故突发环境事件综合演练。

图3-3液氨演练图片
3.3. 5企业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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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建设项目为供热改造项目和煤场全封闭改造项 

目，均已按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工作。
供热项目于2018年10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 

年12月取得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的环评批复，2019年12月开展 

环评验收工作。
煤场全封闭改造项目于2019年07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11 -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2019年环境报告书

并于2019年09月取得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的环评批复，目前项 

目正在实施中。

骤山市生态环境局
马环审（2019) 188号

关于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储煤场全封闭改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哏公司：

你公司报迭的《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緒煤场全封闭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 

下：
图3-4储煤场全封闭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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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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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目标
1. 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2. 不发生水淹泵房和贮灰场溃坝事故，灰场设施完好，不发 

生污染纠纷。
3. 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环保处罚事件为0次。
4. 环保设备迖标排放，二氧化硫浓度<35mg/m3，烟尘浓度 

<10mg/m3，氮氧化物浓度<50mg/m3。
5. 环保排污总量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颗粒物<693t/a，二氧 

化硫<2310t/a，氮氧化物浓度<2310t/a。
2019年各项环保目标均已完成。
4. 1. 2采取的主要方法和措施
1. 认识环保目标的重大意义
环保目标是根据集团公司要求和公司环境保护现状而提出 

的，为发挥目标管理的有效作用，环保目标和实施措施要经过广 

泛宣传，做到全公司上下完全清楚；各单位以及下属班组应将其 

层层分解，展开落实，制定出相应的措施；要自上到下落实责任， 
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目标管理体系，做到一级保一 

级，一级对一级负责，落实公司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2. 环保目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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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各级人员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层层分解环保职责。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总体要求， 
把环保工作列为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发现并研究解决有关 

环保工作的重大活动和重要问题。把环保业绩作为重要的考核内 

容，对干部考核、选拔及思想政治工作评比。
3. 落实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监督考核
(1) 推进环境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各部门要进一步明确环保工作职责和内容，规范自身管理标 

准，将环保管理融入日常工作中，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管理效果。
(2) 强化职工环保意识

提高人员环保意识、贯彻执行国家、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标准和公司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严格落实以岗位责任制 

为中心的各项环保制度，特别是环保设施运行规程，确保设备环 

保稳定运行。
(3) 切实加强环保治理设施管理

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环保设施与主体设备同步运 

行，充分发挥污染治理设施的治污减排效果。
4. 1.3下一年度各项环保目标
1. 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2. 不发生水淹泵房和贮灰场溃坝事故，灰场设施完好，不发 

生污染纠纷。
3. 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环保处罚事件为0次。
4. 环保设备达标排放，二氧化硫浓度<35mg/m3，烟尘浓度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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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g/m3，氮氧化物浓度<50mg/m3。

5.环保排污总量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颗粒物<693t/a，二氧 

化硫<2310t/a，氮氧化物浓度<2310t/a。
4. 1. 4公司2019年环境绩效情况

表4-1环保绩效情况
发电量 万千瓦时

二氧化硫 排放绩效 克/千瓦时
氮氧化物 排放绩效 克/千瓦时

烟尘排放绩效 克/千瓦时
2019 年 591824 0.064 0. 175 0.009

2018 年 594063 0.045 0. 142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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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019年公司生产过程使用的主要能源包括煤炭、石灰石、液

氨等，主要资源和能源消耗情况见表4-2。
表4-2公司2019年资源消耗情况

能源种类 用途 消耗量（吨）
煤炭 发电 2564879

石灰石 脱硫 62320

液氨 脱硝 155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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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产品或服务产出情况
公司主要产出为发电，2019年发电量591824万千瓦时。 

4.2.3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公司2019年各项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大气污染物排放 

满足超低排放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 

情况见表4-3。
表4-3公司2019年污染物排放情况

类
别 名称 年排放量

废
气

废气量（104Nm3) 2031036
S02 (t) 380
NOx (t) 1038
烟尘（t) 53

固废
粉煤灰（t) 529158.62
炉渣（t) 60959. 88
石膏（t) 115406.4

4. 2. 5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2019年，公司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制定了碳排放监测计划上 

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完成公司2018年碳排放数据核查工作。公 

司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6371939吨C02。
4.3环境会计
4.3. 1企业的环保活动费用
公司的环保活动费用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对环保设施

16 -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2019年环境报告书
的投入，主要用于环保设施新建改建项目如煤场全封闭改造项目， 
二是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的原材料采购如液氨、石灰石。三是环保 

设施运行维护检修，相关环境应急设施等如CEMS维护费用。 

4.3.2各项环保活动取得的环境效益
公司2019年通过环保管理，加大资金投入，各项污染治理设 

施正常运行，全年实现S02去除量30216吨，NOx去除量4785 

吨，烟尘去除量5342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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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5.1产品节能降耗
2019年公司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工作，将节能降耗工作列入年 

度工作计划，每月控制发电煤耗指标，合理掺烧燃煤，2019年供 

电煤耗306.98g/Kwh，比2018年下降2.72g/Kwh，全年节约标煤 

19335 吨。
5.2废弃产品及包装容器的回收量
2019年公司全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原料为船运煤炭，无 

废弃产品及包装容器。
5.3能源消耗及节能情况
2019年公司生产过程使用的主要能源为燃煤，均由船运输至 

公司码头进行装卸，2019年消费总量为256万吨原煤。能源利用 

效率较2018年上升0.87%。
2019年公司主要节能降耗措施
1. 加强与省调的联系、沟通工作，保持两周一次去合肥做电 

量沟通工作及时掌握电网运行信息，合理安排开停机方式；实时 

跟踪负荷走势，做到“以班保日、以日保周、以周保月”，努力提 

高机组负荷率。机组负荷300MW以下时，值长及时联系加负荷， 
并做好记录。

2. 严格执行《1、2号炉受热面吹灰规定》、《劣质煤掺烧技术 

措施》，主汽温度未达到设定值时提高过热度设定，注意控制金属 

壁温不超限。低负荷期间通过燃烧器摆角调整。优化小指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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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鼓励主汽温压红线运行.
3.严格执行马电安监37号文《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非 

直接生产用电、用水、用汽节能管理办法》，加强日常监督抽查考 

核。
5.4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公司主要生产原料为煤炭，脱硫过程原料为石灰石，温室气 

体排放主要为C02, 2018年经碳排放核查的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 

放量为634076t/CO2，脱硫过程中排放量为25781 t/C02。
主要削减措施：
1. 提高燃煤利用率，降低供电煤耗，减少原煤消耗量。
2. 合理搭配煤种，增加热值量高的原煤占比，减少原煤消耗 

量。
3. 提高脱硫系统石灰石利用效率，添加脱硫增效剂，降低石 

灰石消耗量。
4. 及时修订碳排放监测计划及监测制度，严格按要求开展碳 

排放监测统计工作。
5.5废气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5. 5.1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公司为燃煤发电企业，主要原料为煤炭，燃煤经锅炉低氮燃 

烧后经过SCR脱硝、电除尘、脱硫塔、湿式电除尘后经过烟囱排 

放到大气，2019年公司主要废气排放种类为S02, NOx，粉尘。 
排放情况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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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2019年烟气排放情况
脱硫 脱硝 烟尘

综合 出口 排放 综合 出口 排放 综合 出口 排放机组 效率 浓度 量 效率 浓度 量 效率 浓度 量
% mg/m3 吨 % mg/m3 吨 % mg/m3 吨

1
号机 98. 70 23. 30 219 78. 92 26.87 674 99.99 2.89 31

2
号机 98. 78 24.43 161 85.50 30.23 364 99. 99 3.42 23

5. 5. 2处理工艺及达标情况
公司烟气S02处理为石灰石-石膏法脱硫，NOx处理为低氮 

燃烧器+SCR，粉尘为电除尘+湿式电除尘脱除，2019年除开停机 

期间短时超标，其余时段均满足国家标准，开停机超标情况均向 

环保部门报备。
5.6水资源消耗量及节水措施
5.6. 1来源、构成比例及消耗量
2019年公司生产用水由有长江取水提供，生活用水由首创水 

务公司提供，年水资源消耗总量为493240吨，重复用水量为 

605340 吨。
5.6.2重复利用率及提高措施
公司2019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10%，主要耗水单位 

是脱硫过程中水分随烟气蒸发。
主要节水措施
1. 脱硫用水有原来工业用水改为复用水，节约新鲜水消耗 

量，提高复用水利用率。
2. 含煤废水进一步综合利用，用于煤场喷淋、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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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废水产生量及削减措施
5.7. 1废水产生总量及排水所占比例
公司2019年废水产生量约为605340吨，各类废水经过减量 

化、梯级化利用，部分用于厂区绿化、道路冲洗，部分用于煤场 

喷洒、冲洗、废液回喷，各类废水全部进行综合利用，生产废水 

无外排。
5.7.2废水处理工艺、水质达标情况及排放去向
公司生产性废水主要包括工业废水、脱硫废水、含煤废水、 

生活污水，各类废水设有对应的工业废水处理系统、脱硫废水处 

理系统、含煤废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用于处理，处理 

后进行回用。
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工艺为化学加药、混凝、沉淀工艺。处理 

后的废水进入复用水池进行综合利用。
脱硫废水系统工艺为三联箱加药、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后 

的废水进入废液回喷和煤场喷淋冲洗。
含煤废水系统工艺为膜处理工艺。处理后的废水用于煤场喷 

淋冲洗循环使用。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为生物处理工艺。处理后的废水部分用于 

绿化、部分进入复用水池综合利用。
目前各类废水均进行综合利用，不外排。各类废水监测均符 

合国家要求，2019年第四季度废水监测数据见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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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2019年第四季度废水监测数据

日期 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2019.
10.26 脱硫废水排放口

pH 无量纲 7.48

总砷 pg/L 3.2

总铅 mg/L 0.2L

总汞 Hg/L 0.02L

总镉 mg/L 0.05L

流量 m3/h 5.0

悬浮物 mg/L 56
2019.
11.05 直流冷却水排放口 游离氯 mg/L 0.05

L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

5.8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5.8. 1产生总量及减量化措施
2019年全年粉煤灰量粉煤灰529158.6吨，炉渣60959.88吨， 

石膏115406.4吨。
5.8.2综合利用情况及最终处置情况
各类固体废物全部进行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率100%。粉煤灰 

由马鞍山市金企物资有限公司、马鞍山伟泽贸易有限公司、马鞍 

山伟泽贸易有限公司等进行综合利用，炉渣由马鞍山石溪野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和马鞍山市海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综合利用，石膏 

由含山县卓信商贸有限公司和芜湖市福万建材有限公司综合利 

用，主要综合利用方式为建筑材料、水泥原料等。
5.8. 3相关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制定 

了《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对生产及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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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按照固体废物要求进行分类类、收集、贮 

存。建立有相关台账记录，并对日常生产过程中进行监管，确保 

满足国家规定要求。
5. 8. 4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公司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矿物油、废脱硝催化剂等，危险废 

物管理纳入固体废物管理，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在 

公司危废物内，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签订转移 

协议，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进行网上备案后进行转移。2019年 

公司共转移废矿物油7.75吨，未产生废脱硝催化剂。
5.9危险化学品管理
5.7. 1产生、使用和储存情况
依据《危险化学品名录》进行辨识，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会使 

用到酸、碱、液氨等危险化学品，公司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制 

度》对危险化学品的购买、发放、保管进行规范化管理，对氨区 

按重大危险源进行管理，定期组织安全检查，上报各类隐患并落 

实整改，使各类危化品处于可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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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国庆前安全检查 

5.9.2减少危险化学品向环境排放的控制措施 

公司通过加强对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设备的管理，避免因“跑、 
冒、滴、漏”造成的危化品泄露；如发生危险化学品泄露，由各 

区域接受过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理培训的应急小组人员严格按照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有效 

减少了危化品向环境的排放。
5.10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5. 10.1厂界噪声污染状况
公司按照自行监测的要求每季度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公司 

厂界南面与马鞍山港口集团毗邻，北面为马钢公司铁道，西面背 

靠长江，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有关规定，公司 

只需东面两侧厂界噪声进行监测。公司每季度均对厂界噪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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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公司厂界噪声能迖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的3类标准的限值要求，噪声监测数据见表 

5-3 〇
表5-3 2019年4季度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曰期 点位 检测结果dB (A)

昼间Leq 夜间Leq

2019.11.05

▲ 1#厂界1号门 53.2 44.9

▲2#厂界2号门 53.6 44.9

▲3#厂界3号门 51.7 46.0

备注 昼间气象条件：晴风速：1.5m/s;夜间气象条件：晴风速：
1.5m/s；

5. 10. 2采取的主要措施
公司在购买设备的同时就将噪音作为选择的一个条件，无噪 

音或少噪音优先考虑；对于已有的噪声源，在其周围建造隔离设 

施，加强定期监测，以避免对社区居民造成影响。与当地环保部 

门和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各项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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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利益相关者关系

6.1面向公众的环保交流与宣传
(1) 在所在地主要媒体上公布主要的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 

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防治污染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新 

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环境信息。
(2) 在重点企业自行监测及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上公布：企 

业基本信息、废气（噪声）点位、监测项目、监测方式、监测频次、 
标准值、企业停运记录等。具体由#1、#2机组排放口的烟气流量、烟 

尘、S02、NOx实际排放浓度及允许值等。

七、结语
我公司会尽力保证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在报告编 

制过程中，得到了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皖能集团及各子公司的 

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以此报告为契机，共同推进 

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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