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致辞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

济、工业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发展低碳社会成为全人类

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存已经成

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企业尽自己所能保护

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既有通过优质产品和优良服务

获取利润的权利，也有履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责任。安

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充分认识并

接受自身的环境保护责任，公司向全社会做出承诺，通过实

施贯彻有效的环境管理，完成各项环保目标，并坚持遵守以

下环境保护方针：

（1）公司的环境保护方针覆盖全公司所有的活动和领

域，公司所有经营活动将严格遵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

要求。

（2）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业再制造作为战略决策

的第一要素。建立并保持一个机构，来实施和促进公司所有

的环境保护活动。不断健全完善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并确

保其有效运行。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开辟环保信息沟通的

渠道。

（3）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

耗，并以工业再制造为己任，不断加大再制造能力建设，提



高再制造水平，节约自然资源、能源。

（4）采用无害的原材料和生产技术，避免有害物质的

产生购买和使用环境友好的产品及服务。妥善收集和处置各

类污染物，确保污染物排放满足相关环境法律法规及其他标

准的要求。

（5）积极将自身的科技研发及生产能力投身绿色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不断改进产品质量，造福社会。

（6）确保环境保护方针传达到全体员工，培养员工的

环保意识，自觉改进、预防环境影响。为保护环境、构建和

谐社会，公司愿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履行社会责任，确保环境安全。

我们希望通过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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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利益相关方理解并支持

我们的环保理念和行动，以进一步推动公司的环境保护工

作。

2、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2.1.1 企业概况

公司坐落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太白镇工业园，前身

是创办于 90 年代初的当涂县龙山桥钢铁总厂；通过改制，

于 2000 年 3 月成立马鞍山市长江钢厂；2008 年 9 月，变更

为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4 月 27 日，公司与

马钢股份公司联合重组，进入马钢总体发展规划，掀开了长



江钢铁发展的新篇章。

公司是安徽省重要的建筑钢材生产基地，主营业务为黑

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与产品销售。

公司宗旨：为社会作贡献；为企业求发展；为员工谋福

利。

公司经营理念：诚信为本；共谋发展。

2.1.2 总资产、销售额或产值、员工人数

截止 2020 年末总资产 107.74 亿元，工业总产值

1562699.36 万元，员工 4214 人。

2.2 编制说明

2.2.1 报告界限

本报告书内容涵盖全公司的信息。

2.2.2 报告时限

公司每年发布上一年度的环境报告书，本报告书所有数

据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2.3 保证和提高企业环境报告书准确性、真实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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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5-2919971

3、环境管理状况

3.1 环境管理机构及措施

3.1.1 环境管理体制和制度

公司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保

护管理体系，公司成立能源环保管理委员会，下设能源环保

管控中心负责具体环保事宜。具体组织机构图如下：

具体制度有《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管理

责任制》、《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和

视频监控管理办法》、《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污染物

防治管理办法》、《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事

件问责管理办法》、《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环保专业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固体废

物管理办法》、《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环保



管理办法》、《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放射源管理办法》。

公司按年度与各分厂签订环保管理责任书，落实管理责任，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管理体系，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落实到

位，环保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3.1.2 获得 ISO14001 认证情况

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获得 ISO14001 认证。

3.1.3 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培训与宣传工作，定期学习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的相关环境管理制度。

3.2 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3.2.1 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公司在生态环境部门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

平台公布废气、废水监测数据。

公司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企业排污许

可证信息包括：大气污染排放信息，水污染排放信息，自行

监测要求，执行守法报告等内容。

公司将所有监测数据公布于公司二号门环保信息公示

屏。

3.2.2 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公司对环保设施停运、环保监测数据等全部公示于二号

门公示屏上。对于重大项目环评报告及时公开在生态环境部

门网站。



3.2.3 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自公司首次公布环保信息以来，披露的信息未接受到反

对意见。

3.3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3.3.1 最近 3 年生产经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

违法事件情况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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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受到任何环境行政处罚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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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检测结果及评价

报告期内公司环保设施运行稳定，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公司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公司废水、废气及噪声

等排放进行监测，新建项目在验收前开展验收监测，监测结

果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3.3.4 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应急预案

1.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按照导则要求编制了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9 年 6 月在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备案。

2.环境应急措施

通过预案的编制与实施，完善公司应急管理架构，健全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警与响应机制，提高环境风险防范和突

发环境事件应对能力，实现对火灾、爆炸、污染物非正常排

放等环境安全隐患的科学管理，确保在突发环境事件情况下

能够及时、有序、高效地组织应急救援工作，防止污染扩展

影响到周围环境，将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损失和社会危害减

少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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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公司“三同时”执行率 100%。

3.3.6 企业生产工艺、设备、产品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符合

情况

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相关规定，公

司所使用生产工艺、运行的生产设施以及生产的产品与现行

产业政策及环保部门发布的相关产业环保政策各项要求相

符合，建设符合国家当前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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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2020 年度环保目标及完成情况

序号 目标 完成情况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三同时”

执行率 100%
完成

2 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100% 完成

3 环境事故为零 完成

4 环保设施同步运行率 100% 完成

5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99.2% 完成

6 危险废弃物安全处置率 100% 完成

7 二氧化硫排放量≤1514 吨 完成

8 氮氧化物排放量≤4611 吨 完成

9 颗粒物排放量≤2288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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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组织全体

员工认真学习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环保主

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公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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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公司将进一步做好环保各项工作，遵照年度工



作计划，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落实各项环保工作，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021 年环保目标为：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三同时”执行率 100%

2) 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100%

3) 环境污染事故为零

4) 环保设施同步运行率 100%

5)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99.8%

6) 工业固废返生产利用率≥20.8%

7) 危险废弃物安全处置率 100%

8) 二氧化硫排放量≤1245 吨

9) 氮氧化物排放量≤2352 吨

10) 颗粒物排放量≤202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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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燃料、水资源消耗情况

4-2 2020 年度能源、水资源消耗情况一览表

水

（万 m3）

电

（万 kw ・h）

铁精矿

（万吨）

焦炭

（万吨）

煤

（万吨）

块矿

（万吨）

39408.2 171610.696 545.795 173.008 65.088 36.886

4.2.2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4-3 2020 年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产污情况

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物名称
产生量

（万立方米）

应处理量

（万立方米）

已处理量

（万立方米）

废气 10050841.902 9686189.643 9686189.643

废水 13475.361 13475.361 13475.361

二氧化硫排放量1198.295吨，氮氧化物排放量4057.502

吨，有组织烟尘 397.261 吨，有组织粉尘 1615.853 吨。

工业固废产生 234.58 万吨，综合利用 234.535 万吨。

4.3 环境会计

报告期内，公司环保经费情况如下: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27453.657 万元，废水治理设施

运行费用 5143.123 万元。

5、生产经营过程的能源消耗量

截止 2020 年末公司能源消耗总量 237.807 万吨标准煤。

6、温室气体排放量

截止 2020 年末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7969954.71 吨。

7、废气排放量

7.1 废气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公司主要排放烟尘、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截止

2020 年末废气总产生量 10050841.902 万立方米；应处理废

气量 9686189.643 万立方米，已处理废气量 9686189.643 万



立方米。

7.2 烟尘、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1198.295吨，氮氧化物排放量4057.502

吨，有组织烟尘 397.261 吨，有组织粉尘 1615.853 吨。

8、水资源消耗量及节水措施

公司取水来源主要是青山河，截止 2020 年末公司用水

总量 39408.2 万立方米，其中取新水量 669.939 万立方米，

重复用水量 38738.261 万立方米，重复用水率达 98.3%。

9、固体废物

9.1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截止 2020 年末公司固废总产生量 2345804.72 吨，委托

处置量 454.88 吨；综合利用量 1870713.3 吨，其中自行回

收利用量 474636.54 吨，委托综合利用 1870713.3 吨。

截止 2020 年末固废返生产利用率 20.23%，综合利用率

99.98%；产品化率 78.17%，不出厂率 98.4%，含铁尘泥返生

产利用率 84.5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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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固废转移报批、联单管理并将公司固废交予合

规单位进行处置并签订固废处理协议。

10、危险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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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行处置

并签订危废处理协议。

11、噪声污染情况及控制措施

每年公司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厂界进行噪声监测，检测

结果均符合国家规范，并将结果公示于二号门公示屏。公司

通过建造隔音屏来达到隔音降噪。

12、推进超低排放改造进度,打赢蓝天保卫战

按照超低排放改造要求，对比公司目前环保现状，规划

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1）2020 年 3 月投资 21279 万元建设烧结机脱硫脱硝

系统改造工程，烧结烟气脱硫采用 CFB 半干法脱硫工艺、脱

硝采用中低温 SCR脱硝技术对烧结机机头废气进行脱硫脱硝

处理，同时用布袋除尘器对烧结废气进行除尘。目前已完成

1#、2#烧结机脱硫脱硝系统改造，正在实施 3#烧结机脱硫脱

硝系统改造。烧结机脱硫脱硝系统改造后，烧结机头颗粒物、

SO2、NOX 排放浓度分别不超过 10、35、50mg/m3，二氧化硫

减排 211.07 吨/年，氮氧化物减排 4236.38 吨/年，颗粒物

减排 608.26 吨/年，确保满足超低排放标准。

（2）投资 91374.48 万元开始建设综合料场环保提升改

造项目，对现有 1#、2#、4#露天料场及 1#料场焦炭卸车区



进行封闭改造，拆除现有 3#露天料场。项目建成后，可大幅

减少原料场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量，颗粒物减排 2940.949 吨/

年。

13、落实长江大保护规划要求，打赢碧水保卫战

全面落实长江大保护规划要求，加快推进雨污分流及水

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实现厂区雨水系统和废水系统分

开。

14、加强固体废物利用与管控，打赢净土保卫战

2020 年 4 月公司投资约 15891 万元开始建设 60 万吨/

年钢渣处理改造项目。项目采用钢渣有压热闷工艺，其整个

处理过程是在半密封和密闭体系下进行，各处理工序建有配

套的除尘系统。项目建成后钢渣品质将会有较大提升，回收

利用率得到提高。满足国家环保排放标准的要求，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升。

长江钢铁公司通过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的实施，可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也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

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能改变厂区及周边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