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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层致辞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环境保护方针是：

清洁生产，节能降耗；

清污分流，减量减排；

产污治污，达标排放；

循环利用，持续发展。

公司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环境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强化员工的环保意识，

积极开展环保合理化建议，节能减排。

公司在新、改、扩建项目中严格落实“三同时”；科学管理，积极采用先进

工艺、技术和材料，如采购低硫煤等，通过加强采购、生产、销售全过程控制，

努力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清洁生产，尽可能的减少污染物排放。

2021 年，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多项环境管理制度，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

宣传和培训活动，不断强化全体员工环保意识，将企业“做好环境保护事关企业

的生死存亡”的重要理念融入到公司每位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之中。

依据国家环保部《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的相关要求，我

公司组织编制了《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环境报告书》，我们

希望通过 2021 年度本公司的环境报告，将公司的环境信息系统透明、真实地传

达给公众，以实现企业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环境信息交流，进一步履行社

会责任和义务，并诚恳接受社会、公众和各级环境管理部门门的监督指导。

二、公司概况及编制说明

(一)、公司概况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尔特”）是从事高浓度磷复

肥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性企业，主要产品为各类测土配方专用肥、缓释

肥、氯基复合肥、硫基复合肥、粉状磷酸一铵、粒状磷酸一铵、高端硝氯基复合

肥、高端硝硫基复合肥、花卉肥等，中间产品包括硫酸、磷酸、盐酸、铁粉等。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司尔特早在 2003 年就获得“全国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2008 年，第一批通过国家新一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009 年，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产学研联合示范企业”；2010 年，还被列入“安



徽省第二批创新型企业”。目前，公司的综合实力已跻身中国磷复肥行业十强、

中国化肥行业百强、安徽企业百强行列，并已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全国配方肥定

点生产企业，被安徽省农委推荐为首批安徽省配方肥料生产企业。

(二)、公司结构情况

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图

公司设置了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由总经理担任环境总负责人，负责企业环

境管理的总要求和环境方针、目标的制定。环保管理部为公司日常环境管理部门，

其他部门分别在某些环保事项中担任协助管理的角色。

(三)、报告编制说明

1、报告涵盖的范围

2021 年度环境报告是公司按照新《环境保护法》“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及《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的要求，结合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在年度环境报



告中持续公开环境保护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报告时限

本报告的报告时限是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3、报告编制依据

本报告书根据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国家环境保护部《企业事业单位环

境信息公开办法》、 和《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中的相关要求编制。

4.发布方式

本报告书由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

5、编制部门及联系方式

编制部门: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环保管理部

联系电话: 0563-4442367

三、环境管理状况

(一)、环境管理体制及措施

1、环境管理体制和制度

健全的体制是环保管理的有力保障。管理层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始终把环

保工作作为公司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在环保管理过程中，公司根据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建立健全

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管理体系，不断加大环保投入，完善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加

强各类污染物监测监控，强化干部员工培训，提高安全环保意识，实施以日常监

督管理为主，目标考核为辅的模式。另外，还结合本公司的特点制度环境方针，

识别公司产品、活动和服务中的环境因素，评价出重大环境因素、制定环境目标、

指标和管理方案并加以实施，实现环境方针和环境目标。

2、开展环保相关教育及培训情况

我公司非常重视环保管理规范及各环保相关岗位管理人员的培训。公司以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环境管理体系及公司内部环境管理文件为依据，要求各环保相

关岗位管理人员定期学习，并将学习效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

(二)、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1、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公司环保信息公开力度也逐年提

升，建立了对自行监测数据、重要环保事项即时公开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公司

自 2020 年起，及时发布向社会公开自行监测信息。

2、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为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公司管理层经常以上门征求意见、座谈、电话问询、

邀请来公司考察、外出取经等多种形式同同行业先进企业、环保技术科研单位、

行业主管部门、环保行政管理等单位进行环境保护信息咨询和交流，多方听取收

集意见，不断提高和改善企业的环保管理水平。

3、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在与同行业先进企业、环保技术科研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环保行政管理等

单位进行环境保护信息咨询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和收益，同

时我们虚心学习不断完善自我的态度也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好评。

4、环境检测及评价

2021 年，我公司与宣城华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季度废气检测合同。

检测报告表明，废水检测指标包括 PH 值、COD、氨氮、总氮、总磷、氟化物；废

气检测指标包括颗粒物、氟化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硫酸雾。结果表明，公

司外排废水均达到《磷肥工业污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0-2011）中间排标

准后排污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2008），废气排放标准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132-2010）等国家标准。

(三)、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应急处理措施

1、应急预案

为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公司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理能力，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财产和人身伤害。针对我公司可能发生的

危险事故，编制完善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开展了事

故应急演练。

为提高救援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抢险救援队伍的整体应急水平，各厂、罐区



定期开展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

四、环保目标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公司依据排污许可证要求建立了自行监测制度和方案，实现环境监测数据和

资料管理的制度化，确保了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年度自行监测方案，其

中，废气检测委托具有符合国家相应资质的单位定期监测，要求保障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

委托监测单位为宣城华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废水检测指标包括 PH 值、COD、

氨氮、总氮、总磷、氟化物；废气检测指标包括颗粒物、氟化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硫酸雾。根据监测结果可知，公司 2021 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均达到现

正执行的排放标准，无超标情况发生。

检测结果如下图：











（二）、废水防治措施与自行监测

综合污水处理系统专门用于处理复合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包括设备冲

洗水及生活污水），主要采用“石灰中和+铁盐絮凝沉淀”处理方法，设计处理

量 3600 吨/天。处理后的废水达磷肥工业污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0-2011）

中的间排标准后回用于车间或通过管道送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并在外排池设置

了在线监测设备，数据同步传送给宣城市环保局，及时监测污水排放情况。

监测结果如下图所示:

五、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一）废气种类及污染防治措施

1、硫铁矿制酸装置

(1)干燥窑尾气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及碱法脱硫后通过 30m 高排气筒高空



排放。

(2)二转二吸尾气经有机胺法脱硫后通过 100m 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2、硫磺制酸装置

该装置尾气吸收装置依托硫铁矿制酸装置，工艺尾气经氨法脱硫后通过

100m 高排气筒排放。

3、磷酸装置

反应尾气及转台式过滤机盘面上逸出的少量废气集中后经一级文丘里洗涤、

二级洗涤塔和一级除沫器除沫处理后通过 40m 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4、硫基复合肥装置

(1)氯化钾转化工段盐酸吸收尾气采取二级降膜吸收，三级填料吸收，处理

后尾气通过 30m 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2)复合肥造粒尾气、干燥尾气经旋风除尘、一级洗涤塔、一级除沫、二级

文丘里洗涤后通过 50m 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5、氯基复合肥装置

氯基复合肥尾气经旋风除尘、重力除尘、一级洗涤塔等设施处理后通过 30m

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6、粉状磷酸一铵装置

磷铵装置喷雾干燥尾气采用“重力除尘+二级洗涤塔”处理工艺，处理后尾

气经 50m 烟囱排放。

7、硫酸钾装置

(1)制酸工段尾气

尾气经 4级清水阶梯吸收后由引风机引出通过 2根 40m 高排气筒排放；

(2)硫酸钾产品破碎筛分粉尘

废气经布袋除尘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3)曼海姆炉废气

废气经碱法脱硫后通过 20m 高排气筒排放。

（二）废气种类及污染防治措施

1、我公司建设了两套污水处理系统（硫酸污水处理系统和综合污水处理系

统），硫酸污水处理系统专门用于处理硫酸生产时产生的酸性废水，经硫酸污水



处理系统处理的污水全面达标后，供给硫酸生产装置继续使用，很好的做到的节

能减排。

硫酸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2、综合污水处理系统专门用于处理复合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包括设

备冲洗水及生活污水），主要采用“石灰中和+铁盐絮凝沉淀”处理方法，设计

处理量 3600 吨/天。处理后的废水达磷肥工业污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5580-2011）中的间排标准后回用于车间或通过管道送入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并在外排池设置了在线监测设备，数据同步传送给宣城市环保局，及时监测

污水排放情况。

3、2021 年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量约 33 万吨，主要污染物为磷酸盐、氨氮、

氟化物、COD。根据在线监测数据及第三方监测结果表明，处理后的废水指标远

远低于磷肥工业污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0-2011）中的间排标准。



综合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三）固废种类及处理设施

1、一般固体废物

磷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磷石膏供给建材厂制作石膏板及水泥缓凝剂；硫铁矿

制酸过程中产生的硫铁矿渣外售作炼铁原料；煤渣外售制作建筑材料；变废为宝，

再创价值。

2、危险废物

硫酸污水处理站处理废水后产生的干化污泥委托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处置。

硫酸厂更换的废催化剂委托内蒙古熙泰再生资源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四）厂界噪声污染状况及主要控制措施

公司噪声主要是冷却塔、球磨机、空压机及各类风机、泵的工作噪声。公司

选用低噪声设备，在风机进口安装消声器，空压机基座安装减震垫等措施以减少

噪声。根据 2021 年每季度的第三方监测数据，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六、总结

本报告参照国家环保部《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进行编制。

2022 年公司将在董事会领导下，继续完善环保规章制度，加强环境保护管理，

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积极履行环保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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