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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层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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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2.1 企业概况

2.1.1 企业名称、总部所在地、创建时间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是一家集铜金属采

选、冶炼、加工、贸易为一体的上市公司，公司股票于 1996 年 11 月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最早上市发行股票的铜业企业。公司坐落于我国青

铜文化发祥地之一，素有“中国古铜都”之誉的安徽省铜陵市，是新中国最早

建立起来的铜工业基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主要产品阴极铜产量国内第一，

位居世界铜精炼企业第五位。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作为铜陵有色一家子公司

是集熔炼、精炼、制酸以及公用工程等在内的绿色工厂。采用世界先进的“闪

速熔炼、闪速吹炼”工艺（简称“双闪”工艺）替代现有的铜冶炼工艺，实现

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大幅提升。是继美国肯尼科特铜冶炼厂、山东阳谷祥光铜业

之后世界第三座采用“双闪”工艺的铜冶炼厂，所用工艺具备高效、清洁、环

保的特点。设计能力：年产 40 万吨阴极铜、145 万吨硫酸，年处理铜精矿 157

万吨。公司位于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湖六路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依江而

建，交通物流便捷，占地面积约 2074 亩、创建时间：2009 年初，国家出台了

《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快发展步

伐，做大做强主业，2009 年 3 月，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决定投巨资

建设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该项目分为“双闪”和“奥炉”两个厂

区，先期进行“双闪”厂区建设，简称“双闪”项目。

2009 年 5 月，“双闪”项目可研报告获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董事会评审

通过。2010 年 1 月，项目环评报告获得国家环保部批准，具备开工条件。2010

年 3 月 18 日，金冠铜业分公司注册成立并正式开工建设，2013 年 1 月 18 日，

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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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总资产额、销售额及员工人数

2017 年公司总资产达 652700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1840710.86 万元。

截止至 2017 年底有员工 930 人，组织机构详情见图 2-1。

图2-1 公司组织机构图

2.1.3 所属行业、主要产品或服务

公司属于铜冶炼行业，主要产品为阴极铜、硫酸。设计能力：年产 40 万吨

阴极铜、145 万吨硫酸，年处理铜精矿 157 万吨。

2.1.4 公司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

金冠铜业分公司企业文化

一、公司使命：高效利用资源，贡献社会进步

内涵：公司以铜矿资源的冶炼为主业，致力于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为社

会进步贡献力量。

二、公司愿景：技术领先、成本最低、绿色环保，打造世界铜冶炼行业的

样板工厂

内涵：公司在未来发展中，将充分发挥工艺技术领先、设备能力先进、企

业规模效益凸显等优势资源，坚持绿色发展、创新引领和成本领先的战略，夯

实管理基础，提升管理效率，挖掘内涵潜力，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拓展企业的

赢利能力和发展空间，全力打造世界铜冶炼行业的样板工厂。

三、核心价值观：求实、创新、合作、自强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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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踏实工作，追求实效；立足实际，科学决策；诚信为本，守法经

营。

创新：面对挑战，坚持思想与观念创新，在工作中持续改进；坚持产业与

产品创新，不断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坚持技术与管理创新，不断研发与运

用新技术、探索先进的管理方法，在创新的实践中使企业焕发出新活力。

合作：坚持员工之间的团结，相互支持与关爱，打造和谐共进的企业团

队；坚持与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用业绩和诚信回报合作者；坚持与社会和社

区合作，发展和睦友善的“互助双赢”的协作关系。

自强：奋力拼搏，永不懈怠，勇于赶超跨越，坚持绿色发展、创新引领和

成本领先的战略，夯实管理基础，提升管理效率，挖掘内涵潜力，提高发展质

量，不断拓展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发展空间。

经营理念：

与世界同步 与客户共赢

铜陵有色是一个融入国际化的企业集团。公司要不断追踪世界发展潮流，

吸收世界先进经营理念，以先进技术和工艺创造出一流国际化产品，满足世界

客户的需求；同时，与客户携手合作，诚信互惠，实现“双赢”。

2.1.5 公司获得荣誉情况

2017 年，公司在安徽省企业环境信用年度评价中被评为环保良好企业，获

批并成为铜陵市第一家“省级职业卫生基础建设示范企业”，通过了标准化 4A

级良好行为企业谁，荣获集团公司“铜冠卓越绩效奖”和“安徽省劳动竞赛先

进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公司被评选为安徽省“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安

徽省第十一届“文明单位”和铜陵市第十九届“文明单位”，公司党委被评为

省国资委先进基层党组织，被集团公司授予“先进党委”荣誉称号。

2.1.6 企业规模、结构等的重大变化

2017 年度企业规模、结构等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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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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冠

铜业分公司。

2.2.2 报告时限

本报告书的报告时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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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有关部门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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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2-5868705

传真号码：0562-5868599

电子邮箱：chenq@jgty.net

网址：http://tyl.t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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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管理状况

3.1 环境管理结构及措施

3.1.1 管理结构

公司设有安环部，专门负责处理本公司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同时，公司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网络，明确规定了公

司领导及员工在环保方面的责任与义务，见图 3-1。

3.1.2 环境管理体制和制度

健全的制度是环保工作的有力保障。为切实发挥环保的监督管理职能，真正使环保任务落到实处，公司建立健全了环境保

护保证体系，并且制定了各项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如《环境保护管理标准》、《环境保护管理考核实施细则》、《环境因素识

别、检测与评价管理办法》、《环保设施（污水污酸处理）运行考核标准》、《危险源辨识、评价与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固体废弃物处置管理办法》、《危险废物环境事故应

急预案》、《废气和粉尘排放管理办法》、《危险废物管理规定》、《废水处理控制程序》、《回用水管理标准》、《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运输、装卸管理标准》等。

3.1.3 获 ISO14001 认证及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公司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014001 环境管理系统证书见附件 2。目前，公司尚未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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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公司环境管理体系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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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公司注重开展员工的环保培训工作，年初制定详细的环保教育培训计划，

定期组织环保管理人员学习最新环保相关文件及制度。

新进厂、换岗、复岗的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三级教育并且考核合格后方可安

排上岗作业，教育覆盖率达 100%。按照年初制定的环保教育培训计划，对一线

作业人员进行专项环保教育培训。

同时，公司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各级环保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如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性审核能力培训、固体废物培训等。

为提高从业人员环保意识，贯彻良好的环保管理理念，公司开展了一系列

通俗易通的环保宣传活动，包括：开办宣传栏、开展环保知识演讲、开展环保

知识咨询日、开展环保知识有奖问答、观看影片、悬挂条幅、张贴标语和宣传

画等活动，有效的传播了环保文化，丰富了一线作业人员的业余生活，为公司

的和谐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环保相关教育及培训资料见附件 3。

通过学习，及时了解、掌握最新的政策、法规以及国家对企业在环境保护

与节能减排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提高了公司环境管理岗位从业人员的职业技

能，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提升。

3.2 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3.2.1 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通过铜陵市环保局官方网站（链接：http://www.tepb.gov.cn）进行环境

信息公开和市级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进行环境信息公开，网站

截图见附件 4。

3.2.2 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工厂利益相关者为铜陵市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开发区建设和环境管理

局、访客、客户、上级单位、周边企业和居民。与上述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

息交流情况如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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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与上述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利益相

关者
主要交流内容

主动交流 被动交流

是否需要 交流方式 是否需要 交流方式

地方环

保行政

主管部

门、环

境监测

部门

三废产排与治理情况 是 月报、年报 是 现场检查

生态保护与水体保持情况 是 月报、年报 是 现场检查

环境风险防范情况 是 月报、年报 是 现场检查

环境管理情况 是 年报 是 面谈

生产情况 是 书面报告 否 —

访客

环境管理情况 是 年度环境报告 是 登记告知

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是 年度环境报告 是 登记告知

环境方针 是 书面告知 否 —

客户
绿色采购要求 是 书面告知 否 —

环境方针 是 书面告知 否 —

上级

单位

环境管理情况 是 面谈、书面告知 否 —

三废产排与治理情况 是 月报、年报 是 书面报告

环境管理情况 是 汇报材料、面谈 是 面谈、书面告知

环境方针 是 公示牌、网站 是 索取时告知

周边

企业

环境风险防范情况 否 — 是 索取时告知

应急响应措施及联络方式 是 书面告知 否 —

环境方针 是 公示牌、网站 是 索取时告知

周边

居民

建设项目环评信息 是 书面问卷 是 索取时告知

三废产排与治理情况 是 书面告知 否 —

应急响应措施及联络方式 是 公示牌、宣传资料 是 索取时告知

环境问题申投诉途径 是 公示牌、宣传资料 是 索取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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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公司未设专门的“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的收集机制，所以

暂时没有这类评价。

3.3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3.3.1 近 3 年生产经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

为情况

公司近 3年内未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事件。

3.3.2 企业应对环境信访案件的处理措施与方式

如公司接到环境信访案件，将认真配合政府调查，根据政府和公众要求和

建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落实改进措施。

3.3.3 环境检测及评价

公司污染物主要是废气，废气排放口已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废气在线

监测设备自动监测气体流量、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浓度、铅及其化合物浓度、

砷及其化合物浓度、硫酸雾浓度。

为履行企业自行监测的职责，金冠铜业采取自动+手工的污染物（废气）自

行监测手段。自动监测委托安徽省蓝盾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手工监测由公司

下属的分析化验中心完成。

噪声手工监测，每季度一次。废水主要是清净下水，采用手工监测，每月

一次。

通过网络完整对外公布自动、手工监测数据，按要求及时发布。即采取手

工监测方式的监测内容，在每次监测完成次日公布监测结果；采取自动监测方

式的监测内容，实时公布监测结果。

公司废水、废气及噪声执行标准见表 3-2、3-3 和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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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废水排放执行标准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 监控位置 标准来源

总汞 0.05

车间排口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7 -2010）表 2

总镉 0.1

总砷 0.5

总铅 0.5

总镍 0.5

pH 6-9

厂区

总排口

SS 30

COD 60

氨氮 8

总磷 1.0

石油类 3.0

氟化物 5

硫化物 1.0

总铜 0.5

总锌 1.5

表3-3 废气排放执行标准 单位：mg/m3

污染源 污染物 执行标准
标准值

（mg/M3）
备注

废气

SO2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 25467 -2010）表 5

400
因《铜、镍、钴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中没有氮氧化

物的限值要求，所

以执行《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

颗粒物 80

硫酸雾 50

铅及其化合物 0.7

砷及其化合物 0.4

NOX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表 2
240

表3-4 噪声排放执行标准 单位：dB(A)

噪声种类
声环境

功能区类别

噪声限值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3类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

通过铜陵市环保局网站公布的污染物监测数据，公司各污染物均达标排

放。网站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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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应急预案

为完善应急救援管理机制，健全应急救援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应急处理能

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害，公司编制了安全、环保的综

合应急救援预案、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及现场处置方案并在安监局、环保局备

案，应急预案备案表见附件 5。现场储备了充足的应急物资和机械设备，保证

了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援能力。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组织开展了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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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二氧化硫烟气）泄露中毒事故和突发环境污染应急预案综合演练，应急演

练资料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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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开工建设以来，本着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对新、改、

扩建项目都进行详细的论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进

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项目实施中严格执行环保设计方案，建设

项目均按国家相关法规做到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现有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见

下表 3-5。

表3-5 建设项目环评与“三同时”执行情况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文号 验收批复文号

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环审［2010］8 号 自主验收，无批文

环评批复及自主验收文件见附件 7，环保设施图片见附件 8。

3.3.6 排放口规范化及自动监控情况

按照《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

《关于开展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环发[1999]24 号）、《环境保护

图形标志－排污口（源）》（GB15562.1 -1995）、《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

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关于

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第 95 号）等规范化要求，公

司废气排放口、危险废物堆放场均设置了规范的提示性标志牌，并注明排污单

位名称、排污口性质及编号、排污口主要污染物种类等。

为长期、有效、实时、准确的掌控公司废气排放情况，公司废气外排口在

线监测数据与市环保部门实现联网，所监测技术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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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排污费缴纳情况

2017 年度，公司按照所在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要求，严格执行排污申报登

记制度，按照排污费缴纳通知书、排污核定通知书、排污核定复核决定通知书

的有关要求，依法缴纳排污费。排污申报资料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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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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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环保目标完成情况见表 4-1。

表4-1 2017年度环保目标及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2017 年度环保目标内容 完成情况

1 废气综合排放合格率 100% 完成

2 清净下水排放合格率 100% 完成

3 硫的捕集率>99.98% 完成

4.1.2 采取的主要方法与措施

公司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新环保

法，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环保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管

理制度及应急预案，环保管理程序清晰适宜，各级环保责任落实到位，环保设施

设专人管理及维护。

4.1.3 下一年度环保目标

2018 年公司环保目标见表 4-2。

表4-2 2018年度环保目标

序号 2018 年度环保目标内容

1 废气综合排放合格率 100%

2 清净下水排放合格率 100%

3 硫的捕集率>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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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环境绩效的比较

环境绩效与前三年比较情况见表 4-3。

表4-3 与前三年环境绩效的比较

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 年 2017年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粗铜（折标煤）/(kg/t) 48.26 59.40 48.27 54.39

阳极铜（折标煤）/(kg/t) 35.27 37.90 34.29 34.88

铜回收率

铜冶炼总回收率/% 98.51 98.27 97.58 98.74

粗铜冶炼回收率/% 98.65 98.45 97.73 98.79

硫的回收

硫的总捕集率/% 99.98 99.97 99.97 99.98

硫的回收率/% 98.07 98.00 98.00 97.77

耐火材料单耗/(kg/t 粗铜) 8.28 8.71 9.07 5.86

单位产品新水耗量/(t/t) 15.42 15.96 1553 16.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t/t) 0.54 0.61 0.56 0.59

化学需氧量产生量（t） 24.51 24.63 23.95 21.83

废气产生量（万m3） 302126.21 435100.01 406243.32
313911.227

7

二氧化硫（SO2）产生量（t）
840230.680

8
906606.08 993256.00 938025.00

烟尘产生量 t 闪速熔炼 113157 124568 120692.72 114616.4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7 97 97 97

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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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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 能源、水资源消耗情况

公司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见表 4-4。

表4-4 企业近三年能源、资源消耗情况

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水（吨）

阳极铜(冶炼) 2048000 1983600 1991500

阴极铜(电解) 215700 392500 724700

硫酸 1545700 1591800 1643300

电（万Kwh）

阳极铜(冶炼) 32168.82 33515.04 31637.43

阴极铜(电解) 15853.62 16257.73 15667.48

硫酸 10814.51 11679.47 11015.55

天然气Nm3 阳极铜(冶炼) 33401200 28954800 31465100

4.2.1.2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

公司主要原辅料为铜精矿、石英砂和石灰石，近三年消耗量见表 4-5。

表4-5 公司近三年主要原辅料消耗情况表

原辅料名称 2015年 2016 年 2017 年

铜精矿（吨） 1470023 1664606.38 1525593.45

石英砂（吨） 225976 239010.82 243393.83

石灰石（吨） 44370 47205.38 42374.02

4.2.2 产品或服务产出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阴极铜、阳极泥、浓硫酸，近三年产品产量见表 4-6。

表4-6 公司近三年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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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15年 2016 年 2017 年

阴极铜（t） 376301 410202 391477.34

浓硫酸 98%（t） 1416564 1551963 1465664.06

阳极泥（t） 3328 3826 3346.80

4.2.3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生产经营过程中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的排放量见表 4-7。

表4-7 公司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

污染物类别 污染物名称 2017年排放量

废水
工业废水处理量（中和）吨 847339

工业废水排放量（清净）吨 1091286

废气 工业废气排放量（万m3） 313911.2277

固废

烟灰

烟灰产生量（吨） 302.497

烟灰贮存量（吨） 19.987

烟灰利用量（吨） 136.1

烟灰处置量（吨） 162

铜砷滤饼

铜砷滤饼产生量（吨） 1705.38

铜砷滤饼贮存量（吨） 8.57

铜砷滤饼利用量（吨） 438

铜砷滤饼处置量（吨） 1268.76

废矿物油

废矿物油产生量（吨） 30.1

废矿物油贮存量（吨） 3.73

废矿物油利用量（吨） 2.96

废矿物油处置量（吨） 26.63

铅滤饼

铅滤饼产生量（吨） 53.89

铅滤饼贮存量（吨） 0.22

铅滤饼利用量（吨）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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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滤饼处置量（吨） 20.04

废触媒

废触媒产生量（吨） 95.86

废触媒贮存量（吨） 0

废触媒处置量（吨） 95.86

石膏

石膏产生量（吨） 66335.54

石膏贮存量（吨） 100

石膏处置量（吨） 66335.54

中和渣

中和渣产生量（吨） 13485.22

中和渣处置量（吨） 0

中和渣贮存量（吨） 13485.22

尾矿

尾矿产生量（吨） 1005242.93

尾矿贮存量（吨） 2600

尾矿处置量（吨） 1004642.93

4.2.4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2017 年电力消耗 58320.46 万 kwh，天然气消耗 31465100 立方米。按照 1

度电可以产生 0.997 千克二氧化碳，一立方米天然气可以产生二氧化碳

1964.28 克。经核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643261.2528 吨二氧化碳当

量。

4.3 环境会计

4.3.1 企业的环保活动费用

2017 年公司环保活动费用为 9563.5 万元，各项环保活动投资汇总表见表 4-

8。

表 4-8 2017 年度公司各项环保活动投资汇总表

序号 环保活动 投资（万元）

1 废水治理 3450

2 脱硫费用 1450

3 除尘费用 4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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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费用（含绿化等方面的投入） 100

合计 9563.5

4.3.2 各项环保活动取得的环境效益

2017 年公司所有环保设施正常有效运行，所有污染物经处理后各项指标达

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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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5.1 与产品或服务相关的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

5.1.1 产品节能降耗、有毒有害物质替代

2017 年度无。

5.1.2 产品获得环境标志认证情况

2017 年度未获得环境标志认证。

5.2 废弃产品的回收和再生利用情况

5.2.1 产品生产总量或销售总量

公司主要产品为阴极铜、阳极泥、浓硫酸。2017 年公司产品生产总量为

1860488.2 吨，各产品产量见 4.2.2 产品或服务产出情况章节中表 4-6。

5.2.2 废弃产品及包装容器的回收量

公司无废弃产品产生。不合格中间产品返回工序重新处理。如闪速熔炼炉生

产的不合格冰铜，采取开路的方式返回精矿库作为冷料重新配比进闪速熔炼炉，

避免进入冰铜堆场与质量合格的冰铜混合，确保进入闪速吹炼炉冰铜粉品质合

格，进最大可能降低冰铜粉品质对炉况的影响；高杂质中间产品采取外售方式，

减少杂质循环富集。如阳极炉烟灰及铜砷滤饼等中间产品其富含高浓度铅、砷、

镉及汞等重金属元素采取外售，减少系统中的杂质成分富集，确保阳极板化学质

量合格以及产品质量的合格。

5.3 能源消耗及节能情况

5.3.1 消耗总量

公司生产过程使用的主要能源为水、电和天然气，近三年消耗情况见表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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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近三年能源消耗情况

名称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水 t 3809400 3967900 4359500

电 万 kWh 58836.95 61452.24 58320.46

天然气 Nm3 33401200 28954800 31465100

5.3.2 构成及来源

能源全部外购，其中生活水由铜陵首创水务提供、生产水由铜陵有色动力厂

提供；电由铜陵市供电局提供；天然气由铜陵港华燃气提供。

5.3.3 利用效率及节能措施

公司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优化工艺条件，使各生产系统在最优化的条件下

操作，提高能效水平和生产效率，产品的综合能耗得到有效控制；部分生产设备

选用具有优良工作性能和节能效果的进口设备；供电设备选用国家推荐节能型

号，选择合理的无功功率补偿，优化用电方案，最大限度降低电能损耗；合理安

排生产计划，连续运转，减少启动能耗，节约能源；冷却水循环使用，废水处理

后由生产线回用或用于绿化，减少水资源浪费；车间、办公区选用高效节能光

源；平时加强节能工作的宣传，提高员工的节能意识。

节能实例：如锅炉蒸汽余热的回收利用，科学合理的新增高压及低压余热发

电机组各一套回收蒸汽的能力，余热发电并入厂区电网供设备使用，节约商业用

电。冶炼系统水淬工艺成功研发及运用复合型熔体粒化装置，优化了熔体粒化

机理，熔体粒化水渣比由原 12.5 降至 6 以下，系统直接节能高达 52%；以及根

据设备运行工况，实施部分设备间断运行。

5.4 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5.4.1 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公司主要能源为电力和天然气，间接排放温室气体。2017 年温室气体排放

量为 643261.2528 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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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削减排放量的措施

降低能耗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径，所以公司加大能源管理力度，

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设备先进性，与 ISO14001、清洁生产理念相结合，将

节能工作做到实处，科学地强化能源管理，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从而降低能

源消耗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

现。

5.5 废气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5.5.1 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公司主要的大气污染物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闪速熔炼烟气、闪速吹炼烟气、

阳极炉烟气（氧化期）。烟气中主要含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

2017 年工业废气排放量为 313911.2277 万 m
3
。

5.5.2 废气处理工艺

闪速熔炼烟气、闪速吹炼烟气、阳极炉烟气（氧化期）经余热锅炉→除尘室

→电收尘→动力波烟气净化→两转两吸制酸→尾气脱硫塔脱硫后达标排放，脱硫

效率可达到 99.98%。竖炉烟气、保温炉烟气、环集烟气经环集脱硫塔脱硫后与

制酸尾气合并经 128 米环保烟囱排放。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5-1。

图5-1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5.5.3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尘的排放量及减排效果

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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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尘排放量及减排效果一览表

种类 2017 年排放量（t） 减排效果

二氧化硫 152.624 达标排放

氮氧化物 58.98 达标排放

烟尘 37.01 达标排放

5.5.4 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及削减措施（包括重金属）

公司不统计废气中铅及其化合物和砷及其化合物的排放量。削减措施：主要

通过加强管理来实现。

5.6 物流过程的环境负荷及削减措施

5.6.1 降低物流过程环境负荷的方针及目标

选择优秀的运输承包方，降低物流过程的环境负荷。

5.6.2 总运输量及运输形式

2017 年总运输量约为 367.185 万吨，运输形式是公路和水路。

5.7 资源（除水资源）消耗量及削减措施

5.7.1 消耗总量及削减措施

2017 年公司主要原辅料消耗共计 181.1361 万吨。削减措施：采用先进的生

产工艺，优化工艺条件，提高回收率；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减少批次物耗；加强

宣传，提高员工的节约意识。

5.7.2 各种资源的消耗量及所占比例

2017 年铜精矿消耗量为 1525593.45t，占比 84.22%；石英砂消耗量为

243393.83，占比 13.44%；石灰石消耗量为 42374.02，占比 2.34%。

5.7.3 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及削减措施

对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原辅料消耗总量进行汇总，如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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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2017年主要原辅料消耗量汇总 单位：t

原辅料名称 2017 年消耗量

铜精矿 1525593.45

石英砂 243393.83

石灰石 42374.02

削减措施：（1）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优化工艺条件，提高原辅料利

用率。（2）加强物资使用和储存管理，杜绝物资浪费。（3）依据生产过程的设

计，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为手段，推动生产过程的精细管理、精确控制，确保

生产过程质量及产量，提升生产效率以及综合效益。

5.7.4 资源产出率/循环利用率及提高措施

公司采用国际先进的装备进行生产活动，公司生产工艺先进，资源利用率、

回收率国内领先，铜回收率 98.7%以上。公司以循环利用资源为先，车间产生的

固废处置利用率 100%。

5.8 水资源消耗量及节水措施

5.8.1 来源、构成比例及消耗量

生产水由铜陵有色动力厂提供。2017年生产水用量 4359500 吨。

5.8.2 重复利用率及提高措施。

水重复利用率为 97%，主要提高措施是公司重视水资源管理，冷却塔、冷却

池均循环用水，生产废水经处理后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全部回用厂区冲渣，零外

排。

5.9 废水产生量及削减措施

5.9.1 废水产生总量及排水所占比例

2017 年工业废水产生总量为 1938625 吨，排放量为 1091286 吨，排放比例

为 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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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废水处理工艺、水质达标情况及排放去向

在处理含重金属离子水方面设置硫化工段（废酸处理站）→石膏工段（石膏

站）→中和工段（废水处理站）三段处理方式，处理后的水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全

部回用厂区冲渣，零外排。

1、来自净化工段的废酸用泵打至硫化工段的硫化反应槽，并加入硫化钠溶

液充分反应后，溢流至浓密机进行沉降，浓密机上清液溢流至硫化滤液槽，用泵

至石膏进行处理。（因此工段会产生硫化氢气体，所以硫化工段的设备槽罐等都

是密封的）

图 5-2 硫化工段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2、硫化工段后的上清液进入石膏工段反应槽并加入石灰石乳液反应后，溢

流至石膏浓密机，其上清液泵至中和工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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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石膏工段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3、全厂各处冲渣废水、场地清洗水、初期雨水与石膏工段的上清液一起进

入中和工段，经加入硫化亚铁、石灰乳液曝气反应后，再次加入石灰乳液充分反

应并加入凝聚剂溢流至浓密机沉降，浓密机上清液经膜过滤器后至回用水池，回

用于全厂。

图 5-4 中和工段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5.9.3 化学需氧量、氨氮、特征污染物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公司外排废水主要是循环水冷却水，为清净下水，基本不含污染物。

5.10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5.10.1 产生、综合利用及最终处置情况

固废分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一般固废主要有石膏、中和渣和尾矿，产生

及综合利用情况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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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一般固体废物产生及综合利用情况

序号 废物名称 产生量（吨/年） 综合利用情况

1 石膏 66335.54 外售作为水泥的掺合原料。

2 中和渣 13485.22 外售窑厂用于制转

3 尾矿 1004642.93 外售作为水泥的掺合原料。

危险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见表 5-5。

表 5-5 危险固体废物产生及最终处置情况

序

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种类 数量（吨/年） 接收单位

1 铜砷滤饼 HW48 1268.76
林西金易来砷有限公司、郴州钖涛化工有

限公司

2 烟灰 HW48 16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新技术公司

3 废离子交换树脂 HW13 0 铜陵正源环境公司

4 废触媒 HW48 95.86 铜陵正源环境公司

5 废矿物油 HW08 26.63 马鞍山市关东润滑油有限责任公司

5.10.2 相关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固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各级环保管理制度、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程序

等。

5.10.3 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管理危险废物，落实危废贮存场所“三

防”措施，完善台账管理，严格执行危废转移报批、联单管理，将危险废物交予

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并签订危废处理协议。危废协议见附件 10。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 2017 年环境报告书

30

5.11 危险化学品管理

5.11.1 产生、使用和储存情况

制酸系统包括制酸工段和硫酸储罐区，生产中大量使用 SO2，得到产品

H2SO4。H2SO4具有强腐蚀性，属于危险化学品。采用储罐进行储存，“双闪区”设

有 10000 吨贮酸罐 6台，成品酸通过管道送至装酸码头外运。

5.11.2 排放和暴露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不存在排放和暴露情况。

5.11.3 减少危险化学品向环境排放的控制措施

公司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严格危险化学品的采购、运输、储存、

使用管理工作，建立危化品库房，分区、隔离储存，并附有 MSDS，配备应急

沙、喷淋洗眼器等相应的应急救援器材 。

5.11.4 运输、储存、使用及废弃各阶段的环境管理措施

主要措施包括：（1）加强物流公司运输过程管理，防止装卸过程中发生倾

倒、货物破损现象；（2）对废弃化学品的容器、包装物及收集、储存的设施及

场所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3）制定有关事故应急预案，每年进行事故应急

预案演练，确保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安全。

5.12 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5.12.1 厂界噪声污染状况

噪声主要是 SO2 风机、制氧机、空压机、鼓风机、引风机、循环水泵、输送

泵等运行时产生的。根据公司季度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厂界噪声能达到《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

值 3类功能区标准。

5.12.2 采取的主要控制措施

噪声设备均设置在车间内，并设有减振基础，有效阻止噪声向外扩散。同时

加强厂区绿化，设置噪声防护距离，加强定期监测，以避免对社区居民造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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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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绿色采购状况及相关对策

5.13.1 方针、目标和计划

购买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绿色环保产品。

5.13.2 现状及实际效果

公司严格对供方的初选和合格供方控制，定期对供方进行评价和选择，评价

内容包含环保内容。采购物资按照接收产品标准或验收规范要求，必须符合环保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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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系

6.1 与员工的关系

按照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要求告知员工岗位职业健康风险点和落

实预防措施，根据职业暴露浓度定期选择符合行业标准的个人防护用品，对接触

职业危害因素的人员进行培训，定期对车间职业危害因素（废气、噪音）监测，

如有新项目会进行监测、风险评估以掌控了解员工的暴露情况，同时定期邀请专

业人员来公司对废气、噪声岗位进行监测，并依据监测结果进行有效的防护措

施。

6.2 与公众的关系

与地区、社团、周边居民共同开展环保活动情况

公司积极参与地区、社团和当地政府组织的各项环保活动，积极开展与周

边地区及有关单位的沟通与交流工作，通报公司的环境信息；同时加强公司内

部的环境管理工作，不断完善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做到持续改进，形成“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环保观。如：2017 年 6 月 5 日，金冠铜业分公司参加了由铜陵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

询和给居民发放宣传手册的方式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



附件 1：公司营业执照



附件 2：ISO14001 环境管理系统证书



附件 3：环保相关教育及培训资料











附件 4：环境信息公开网站截图



附件 5：环境突发应急预案备案表



附件 6：应急演练资料























浓硫酸泄漏应急演练

跑铜现场处置应急演炼

急性中毒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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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环保设施图片



电收尘

烟气在线监测

布袋收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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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危废处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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