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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董事会致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

点任务，对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进一步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认识 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

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

污染宣战”。 保护环境，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每

个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为此，公司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减少生产过

程对资源的消耗、 对环境的污染，始终坚持“低碳、循环、绿色”

的发展理念，积极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也正是源于对

环境保护工作一以贯之的重视，为公司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续

的发展动力。 面对日益增大的环境压力，公司未来将更加重视节能

减排、环境保护，共建共享生态文明。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是每个公民的期盼。希望通过 2014 年度环境报告书，

系统、透明、真实地传达公司的环境信息，增进公众对公司的了解，

“同呼吸，共奋斗”，建设美丽中国。

二〇一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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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一、企业概况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始创建于 1959 年的南通醋酸化工

厂）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

产食品和饲料添加剂、医药和农药中间体、颜料和染料中间体、基本

有机化工产品四大系列品种，所处行业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鼓励类产业。

公司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能力，建有“江苏省企业技术

中心”、“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等研发机构，先后承担过 “国

家六.五、八.五攻关计划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国家星

火计划项目”等重大科研项目，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并通过“产学研

一体化”模式，与南京大学、湖南化工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公司先后通过了 IS0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的认证。多个产品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级新产品”等殊荣，

“天柱牌”醋酸衍生物系列产品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江苏

省著名商标”。

公司拥有自营出口权，属外向型出口企业，以个性化服务、双赢

理念与国际国内众多一流企业、跨国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以渠道与

终端相结合的模式契合市场，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和市场网络。

http://www.ntac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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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持续改进，不断提高”的

经营宗旨，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以科学发展为

指导，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址位于南通市唐闸镇，为响应省

政府关于化工企业退城进园的要求，公司于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陆

续将各项目搬迁。其中大部分迁建至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工业三

区新厂区，少部分迁建至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南通立洋化学有限公

司）。

公司整体搬迁后环保建成了相关的“三废”处理装置，公司在

生产和环保处理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进，搬迁后产品整体原

料消耗下降，污染物产生量明显减少，环境现状改善。虽然环保运行

成本上升，但由于采用的新设备、新工艺，产品收率上升、消耗下降，

公司整体经济效益比搬迁前得到很大提升。

二、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

1、企业经营理念:低碳、循环、绿色，持续发展。

2、企业文化

核心:以人为本、开拓创新

特色:全员参与、人人有责

目标:和谐发展，绿色醋酸

3、方针政策

质量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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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科技创新，力争质量领先

● 超越顾客期望，追求持续改进。

环境方针

●严格遵守环境法规、努力打造绿色企业；

●强化环境体系管理、全面提高环保质量；

●持续推行清洁生产、节能降耗预防污染。

安全方针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整治隐患、持续改进；

●完善环境、保护健康；

●四全管理，安全发展。

品牌建设

● 江苏名牌产品

● 江苏省著名商标、南通市知名商标

技术力量

●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江苏省第三批科技创新型企业

●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

● 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

三、编制说明

1、报告范围 位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 968 号南通醋酸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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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活动。

2、报告时限 本年度环境报告书报告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

年 12 月 31 日，于 2015 年 4月 2 日发布。

3、本报告书编制单位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郑重承诺，本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均真实、准确、可靠。

四、 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方式

组织机构代码：13829351-2

联系电话：0513-89195524

传真号码：0513-89195521

官方网址：www.ntacf.com

http://www.vile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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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环境管理状况

一、环境管理体制

1、企业环境管理体制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管理工作，由副总经理专职负责环境管理，设

立了专职环保部和污水处理站，站内配备了开展常规环境监测的化验

室，并配有持证上岗的环境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公司的日常环保事务，

各环保设施均配有专职操作员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公司现拥有专职环

保管理人员 5人，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 5人、环境监督员 10余人，

环保操作分析运行人员约 30人。

2、 环保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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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管理措施

1、企业环境经营项目

2014年度，公司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实施了以下环境经营项目:

（1）明确环境经营战略是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明确企业的环境理念、环境方针、环境行动计划;

（3）建立专门的环境经营运营管理体制;

（4）将 3R、节能、温室气体减排等贯穿于企业生产性及非生产性活

动的全部过程中;

（5）通过 ISO14001 认证，环境管理体系不断充实和完善。

（6）实施员工环境教育和与地域社会的环境沟通;

（7）将环境经营与企业人事管理和业绩评价相关联;

（8）通过年度环境报告公开环境信息等

2、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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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清洁生产理念与生产、管理和经营紧密结合起来，自愿

按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公司从 1998 年开始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公司陆续完成了双乙烯

酮、山梨酸等产品的清洁生产，通过清洁生产山梨酸产品比期初物料

消耗得到明显下降。2010 年搬迁开始，公司对全厂进行了清洁生产

审核，共提出清洁生产方案 26个，截止 2012 年底共实施清洁生产方

案 22个，通过这些方案的实施，每年残液产生量减少 3775 吨，废水

产生量减少 41400 吨，溶剂挥发量减少 468 吨，减少废气排放 26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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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大气污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公司 2013 年开展了第七轮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为双乙苯胺生产车

间，共提出清洁生产方案 10个，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7个，通过以上

方案的实施，废水排放量减少 15400 吨/年，COD 产生量减少 308 吨/

年，减少废气 14000m
3
/年。

3、企业开展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公司的各生产线均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上述认证 2014

年度均已通过年检。

4、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公司积极致力于对员工的环保宣传教育，提高整体环境保护意

识。 2014 年度，公司举行环保知识培训班 6次、清洁生产培训班 1

次、环境保护宣传活动 5次，在公司宣传栏设立环境保护宣传专窗并

及时将最新环保形势和环保政策在公司内部刊物《醋酸报》刊登报道。

2014 年公司订阅《中国环境报》6份。

5、环保信用评级

2014 年度，本公司环境信用南通市环境保护局预评级为绿色。

6、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近三年生产经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等情况

2012-2014 年度，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发生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和重复环境信访案件。

（2）环境监测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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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等对

公司的废水和废气进行监督性监测、飞行监测和其他监测 10 余次，

监测结果显示，各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均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公司污水

处理站配有规范化排放口及在线监控监测系统，并与省、市级环保部

门联网，环保部门可随时调阅公司污水中的污染物排放数据。

（3）排污费缴纳情况

公司已经依法领取排污许可证。公司 2014 年度共缴纳排污费

60624 元（废气）。

7、环评审批及“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所有新扩建项目均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

制度。公司近三年主要建设项目环评和“三同时”验收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
时间

环评
审批单
位

“三同时”
验收时间

“三同
时”验收
单位

建设情况

年产21448吨双乙烯
酮项目

2008.10.2
0

南通市
环境保
护局

2012.3.9
南通市环
境保护局

已建

年产10237吨氰基吡
啶项目

--- ---- 取消

年产 5000 吨吡啶硫
酸铜盐项目

--- ---- 取消

年产 8000 吨双乙甲

酯项目

2009.6.14
南通市
环境保
护局

2012.3.9

南通市环

境保护局
已建

年产 2000 吨双乙乙

酯项目
已建

年产22000吨山梨酸
（钾）项目

2013.4.24

南通市环

境保护局
已建

年产 3000 吨脱氢醋
酸钠项目

2009.12.1
1

南通市
环境保
护局

已建

年产 2000 吨脱氢醋
酸钠项目

已建

年产 5000 吨双乙苯
胺类项目

已建



11

年产20000吨高纯双
乙甲酯联产 5000 吨
双乙烯酮、11000 山
梨酸钾、醋酸及吡啶
衍生物科研中心项

目

2014.1.13
南通市
环境保
护局

--- ---- 在建

8、应急处置与应急预案

为及时有效处置公司区域内发生的突发性环境和生态破坏事件，

规范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确定潜在事故或紧急情况突

发时的应急措施，以便及时响应，预防或减少可能伴随的环境影响、

伤害或损失，公司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 年公司

对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完善，经专家评审后报市环保局备案。2014

年度 6月开展了 1次事故应急演练。污水处理站设有事故应急池，厂

区东北角设有初期雨水收集池。 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为总指挥的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与各成员及现场负责人形成了完整的

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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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污染物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一、废水

2014 年度，公司废水排放总量约 116 万吨/年。污染物种类主要

为 COD 和氨氮，年排放量分别为 406.3 吨、20.9 吨，较去年实际削

减 2.5% 和 9.1% 。对车间高浓度废水采用物化法预处理，分质多道

去除率可达 50%，后序废水及其他低浓度废水采用厌氧、兼氧、好氧

的生化处理法，去除效率达 85%。各类特征因子均可达到《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表 4中的三级标准和开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二、废气

2014 年度，公司废气排放总量约 128500 万标立方米/年。污染物

种类主要为 SO2 、NOX 和烟尘，年排放量分别为 10.24 吨、7.03 吨和

1.0 吨。其他各类工艺废气，分别采用冷凝、水吸收、活性炭吸附、

脉冲除尘等各类治理措施，处理后的污染物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

三、噪声

公司内的噪音主要来自生产设备的运转，根据监督测试以及自测

的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情况表明，近年公司厂界噪声能达到《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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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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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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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环保目标

一、环保目标、指标及绩效

1、2014 年度各项环保目标完成情况

2014 年环境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如下:环保设施稳定运转率达

100% ;固废安全处置率达 100% ;COD 排放量和氨氮排放量较去年实际

削减 2.5% 和 9.1% ;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3.9% ;万元产值能耗较去年

下降 2个百分点；全年无环境污染事故、污染纠纷、群体性环境事件。

2、2015 年度环境保护目标

2015 年度，公司将在环保达标、守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环境绩效

指标的提高、节能减排、环境安全隐患整治等方面，制定了如下环保

目标:（1）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执行率 100%；（2）水气声排放达标率

100%；（3）搬迁项目全部通过环保竣工验收；新项目通过环境影响

评价；（4）万元产值能耗由 0.48 下降为 0.45；（5）双乙烯酮、山

梨酸残渣综合利用率 100%；（6）杜绝重特大火灾爆炸事故。

3、环境绩效的比较

公司 2014 年环境绩效评价内容如下:单位产值能耗、单位产值水

资源使用量、单位产值废水产生量、单位产值 COD 排放量、单位产值

SO2 排放量、单位产值 NOX 排放量、单位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水重

复利用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通过近五年环境绩效指标的比较可

知，经过持续不断的清洁生产，淘汰落后产能和生产工艺，强化环境

管理，公司多项环境绩效指标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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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一、与产品或服务相关的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

1、更新设备，提高分离效率。淘汰为数不多的三足式离心机，

使用全封闭自动下卸式离心机，一方面减少溶剂的挥发量，另一方面

减少物料的散落。

2、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收率，降低原料消耗。采用新型适

用的溶剂回收技术，提高溶剂的回收效率，减少溶剂的挥发量。

3、采用新型环保治理技术，提高污染治理效率。使用环保新技

术、新设备，适用一个，使用一个，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4、精益生产管理，减少人为浪费。加强员工生产技能的培训，

提高操作准确率，减少人为失误产生的物料泄漏。

5、加强设备维护，减少“跑、冒、滴、漏”。完善设备的预保

养制度，定期进行设备维护，杜绝设备老化、损坏产生的物料泄漏污

染。

6、增加“三废”检测频次，及时解决环保问题。正常进行废水

COD、裂解炉烟气的在线检测，保证排放达标，并且每季度进行全公

司所有排气筒的检测，及时掌握污染物排放情况。

7、推行循环经济，将公司内副产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减少排放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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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节能情况

2014 年度，采取的主要节水节能措施如下:

1、改造用水设备，减少浪费：2014 年对厂区的所有水管进行

改造，更换车间外的总供水管和消防管，并采用明沟明管的方式，保

护水管，同时，更换节水型水龙头，更换闸阀，更方便管路检修，及

时发现漏水点，减少浪费。

2、加装水表，提高用水量计量率： 为做好水量统计分析工作，

在车间加装水表，用于考核车间用水，同时便于平衡水量，据统计，

今年共加装水表 45 只，更换失效水表 10 只。同时，对所有水表每

天进行抄表，完善了用水管理和用水数据， 便于分析节水重点部位，

有利于节水工作的开展。经过统计，公司二级 计量率达到 95.41% ，

三级计量率达到 92.81% 。

3、积极进行生产设备改造，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公司引进新型

离心机，降低单位产品用水量;同时优化工艺和操作，减少单次操作

用水量;建设冷却水冷凝水回用系统，实施清污水浓污水分流并分质

处理，逐步提高回用水比例。

4、优化工艺技术，为节水减排奠定技术基础。 积极进行技术

创新，改变生产工艺，增加套用次数，即节约了用水，同时又减少了

加热的蒸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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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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