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信息公开表

表 1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710837763370225

单位地址 山东威海乳山市下初镇驻地 地理位置
北纬 36°58′25″

东经 121°31′50″

法定代表人 李天刚 联系电话 0631-6392098

环保负责人 赵光强 联系电话 0631-6392077

行业类别 肥料制造业 邮政编码 264501

生产周期 330 天 电子邮箱 whhbahb@163.com

单位简介

公司占地面积 63 万平方米，现有职工 600 余人，

具有年产黄金 1000kg、硫酸 8 万吨、磷铵 21 万

吨、复合肥 10 万吨、掺混肥 5 万吨、盐酸 4 万吨、

合成氨 3 万吨、甲醇 1 万吨的生产能力。

污染源管理级别 市县区直管

表 2 废水排放信息

废水排放口数量 0 污水排放量（万吨） 0
其中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量
无

直接排入海量（万吨） 无
直接排入江河湖库量（万

吨）
无 排入城市管网量（万吨） 无

其他去向量（万吨） 无 达标排放量（万吨） 0 超标排放量（万吨） 0

表 3 无组织废气排放信息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厂区北侧（合成氨车

间北侧）

厂区南侧（磷肥车间

西南侧）

厂区南侧（磷肥车间

南侧）

厂区东南侧（磷

肥车间东南侧）
标准限值

颗粒物（mg/m3） 0.160 0.266 0.248 0.319 1.0

甲醇（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氨气（mg/m3） 0.08 0.11 0.10 0.13 1.5

酚类（mg/m3） 未检出 0.004 0.007 0.004 0.080

氟化物（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

氯化氢（m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20

硫化氢（mg/m3） 0.005 0.008 0.006 0.008 0.06

苯并[a]芘（ug/m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08

非甲烷总烃（mg/m3） 0.14 0.44 0.43 0.38 4.0

臭气浓度（无量纲） ＜10 ＜10 ＜10 ＜10 20

执行标准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3-93）限值要求；颗粒物、酚类、甲醇、

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限值要求。

检测单位 山东华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2 年 8 月 16 日-17 日

表 4 有组织废气排放信息

采样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mg/m3）
排放速率
（kg/h）

执行标准及标准限值

冶炼车间烟气制酸尾
气排放口

FQ-HBHG-01
0.10

二氧化硫 12 0.36
二氧化硫、颗粒物、NOX 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7/2376-2019。
烟尘：20 mg/m3；二氧化硫：100 mg/m3；
NOX：200 mg/m3

氮氧化物 39 1.18

颗粒物 18.8 0.4

硫酸雾 9.31 0.202
硫酸雾执行《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132-2010；硫酸雾：30 mg/m3

汞 6.1*10-5 1.3*10-6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2375-2019
（其他炉窑）汞：0.01mg/m3；铅：0.5mg/m3；
砷：0.4mg/m3；镉：0.8mg/m

铅 1.92*10-3 2.56*10-5

砷 未检出 0

镉及其化合物 未检出 0

氟化物 2.42 0.05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2375-2019
（其他炉窑）氟化物：3.0 mg/m3

黑度 ＜1 /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2375-2019:烟气林格曼黑度（级）1

15 万吨磷酸工段尾
气排放口

氟化物（氟化氢） 4.13 0.2
氟化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标准限值（表 2，mg/m3）；氟



FQ-HBHG-02 化物 9.0mg/m3

6 万吨磷铵工段尾气
排放口

FQ-HBHG-03

氟化物（氟化氢） 2.59 0.06
氟化物执行《山东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37 2375-2019；氟化物 6.0mg/m3

二氧化硫 66 1.6
氨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氨气：排放速率：35Kg/h；

NOX 17 0.42
二氧化硫、颗粒物、NOX 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7/2376-2019；
烟尘：20 mg/m3；二氧化硫：100 mg/m3；
NOX：200 mg/m3

颗粒物 16.1 0.41

氨气 8.9 0.21

15 万吨磷铵工段尾
气排放口

FQ-HBHG-04

氟化物 / /
氟化物执行《山东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37 2375-2019；氟化物 6.0mg/m3

氨气 / /
氨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氨气：排放速率：35Kg/h；

颗粒物 / /
二氧化硫、颗粒物、NOX 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7/2376-2019；
烟尘：20 mg/m3；二氧化硫：100 mg/m3；
NOX：200 mg/m3

氮氧化物 / /

二氧化硫 / /

合成氨三废炉尾气排
放口 FQ-HBHG-05

二氧化硫 15 0.17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执行《山东省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4-2018》。烟尘：
20 mg/m3；二氧化硫：100 mg/m3；NOX：
200 mg/m3

颗粒物 7.5 0.17

氮氧化物 139 1.60

氨气 6.57 0.08
氨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氨气：排放速率：35Kg/h

汞及其化合物 4.98*10-4 1.13*10-5
汞及其化合物、烟气林格曼黑度（级）执行《山
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4-2018》汞及其化合物：0.05 mg/m3

烟气林格曼黑度 ＜1 / 烟气林格曼黑度（级）：1.0

复合肥转化吸收排放
口 FQ-HBHG-06

氯化氢 / /
氯化氢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表 2 标准：氯化氢 100mg/m3、
排放速率 2.20kg/h

复合肥尾气排放口
FQ-HBHG-07

二氧化硫 / /
氨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氨气：排放速率：75Kg/h

氮氧化物 / /
二氧化硫、颗粒物、NOX 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 2376-2019；
烟尘：20mg/m3；二氧化硫：100mg/m3；NOX：
200mg/m3

颗粒物 / /

氨气 / /

检测单位 山东华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2 年 8 月 10 日-15 日



表 5 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的排放标

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0 分贝，夜间≤50 分贝

排放方式 达标排放 实际监测数值

厂界东：昼间≤ 56.1 分贝，夜间≤47.4 分贝

厂界南：昼间≤56.4 分贝，夜间≤46.6 分贝

厂界西：昼间≤57.1 分贝，夜间≤47.3 分贝

厂界北：昼间≤56.5 分贝，夜间≤46.4 分贝

检测单位 山东华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2 年 8 月 15 日

表 6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

固体（危险）废

物名称
固废类别 危废编号 产生量（吨） 转移量（吨） 贮存量（吨） 处置或者回收情况

炉渣 一般固废 / 2444.70 1700.52 744.18 外卖做建筑材料

磷石膏 一般固废 / 35016.08 55347.42 -20331.34 外卖做装潢石膏板

废催化剂 危险废物 HW50（261-173-50） 0 0 0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废油漆桶 危险废物 HW49（900-041-49） 0 0 0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废机油 危险废物 HW08（900-210-08） 27.62 27.62 0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废树脂 危险废物 HW13（900-015-13） 0 0 0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废滤布 危险废物 HW49（900-041-49） 0.08 0 0.08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铜粉 危险废物 HW33（092-003-33） 60.157 67.407 -7.25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表 7 土壤监测信息

采样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mg/kg） 标准限值（mg/kg） 执行标准

威海恒邦化工有

限公司

PH 4.68 / /

氰化物 未检出 135

GB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筛选值 第二类】

砷 5.46 60

镍 19 900

铬（六价） 1.0 5.7

铜 12 18000

铅 16 800

汞 0.264 38

镉 0.10 65

四氯化碳 未检出 2.8

氯仿 未检出 0.9

氯甲烷 未检出 37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9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5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66

顺-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596

反-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54

二氯甲烷 未检出 616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5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10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6.8

四氯乙烯 未检出 53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840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2.8



三氯乙烯 未检出 2.8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0.5

氯乙烯 未检出 0.43

苯 未检出 4

氯苯 未检出 270

1,2-二氯苯 未检出 560

1,4-二氯苯 未检出 20

乙苯 未检出 28

苯乙烯 未检出 1290

甲苯 未检出 1200

间-二甲苯+对-二甲

苯
未检出 570

邻-二甲苯 未检出 640

硝基苯 未检出 76

苯胺 未检出 260

2-氯酚 未检出 2256

苯并[a]蒽 未检出 15

苯并[a]芘 未检出 1.5

苯并[b]荧蒽 未检出 15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151

䓛 未检出 1293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1.5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15

萘 未检出 70

检测单位 山东华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2 年 5 月 9 日



表 8 环境监测信息

监测方式 委托监测、手工和自动监测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山东华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监测点位图 企业监测点位图 自行监测计划方案 工位频次明细表

监测年度报告 自行监测年度报告电子版 未自行监测原因 无

手工监测结果数据 季度监测报告 自动监测结果数据 威海市、乳山市生态环境局自动监控平台

表 9 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废水处理装置 2007 年 4 月

生产酸性废水及生活污水→中和搅

拌槽→石灰中和→澄清池→返回生

产系统

1200 吨/天 800 吨/天 14 年 良好

表 10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冶炼车间烟气制酸尾气

处理装置
2007 年 4 月 双氧水法脱硫 28000m³/h 22000m³/h 15 年 良好

15 万吨磷酸工段尾气处

理装置
2010 年 8 月

一级文氏管水洗涤、三级空塔水

洗涤
150000m³/h 120000m³/h 11 年 良好

6 万吨磷铵工段尾气处

理装置
2007 年 4 月

一级文氏管酸洗涤、 一级空塔

水洗涤
70000m³/h 56000m³/h 15 年 良好

15 万吨磷铵工段尾气处

理装置
2010 年 8 月

一级文氏管酸洗涤、二级空塔水

洗涤
135000m³/h 100000m³/h 11 年 良好

合成氨三废炉尾气处理

装置
2010 年 5 月 双氧水法脱硫 170000m³/h 140000m³/h 15 年 良好

复合肥盐酸吸收尾气处

理装置
2007 年 4 月 二级降膜吸收、二级填料塔吸收 16000m³/h 12000m³/h 15 年 良好

复合肥尾气处理装置 2007 年 4 月

烘干尾气：旋风除尘、 重力除

尘、一级空塔水洗涤。

造粒尾气：一级文氏管酸洗涤、

一级空塔水洗涤

210000m³/h 170000m³/h 5 年 良好

合成氨尾气脱硝装置 2018 年 6 月
低氮燃烧（LNBX）、选择性非

催化还原（SNCR）
170000m³/h 140000m³/h 3 年 良好



表 11 噪声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合理设置车间布局、选用低噪音设备

等

表 12 环评及其它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许可名称 项目文件名称 制作或审批单位 批复文号 验收单位及文号

项目环评报告表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废渣贮存场

工程
乳山市环境保护局

乳环报告表〔2009〕

30 号

乳山市环境保护局

环验〔 〕 号

项目环评报告书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恢复改造工

程
威海市环境保护局

威环发〔2006〕106

号

乳山市环境保护局

环验〔 〕 号

项目环评报告书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 4 万吨/年合

成氨联醇改建项目
威海市环境保护局

威环发〔2008〕93

号

威海市环境保护局

环验书〔2011〕4-1 号

项目环评报告书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综合

利用及产业升级项目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

鲁环审〔2009〕147

号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

鲁环验〔2011〕89 号

表 13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编号：371083-2021-009-M

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正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故，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

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护厂区及周边环境、居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突

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无突发环境事件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

表 14 环境认证信息

认证项目名称 认证单位 认证时间 认证结果 认证文件文号

企业环保信用评价 / / / /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2020.12.11 通过 00220E34112R4M

清洁生产审核 烟台市清洁能源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021.10.29 通过 /

http://www.ccen.info/uploads/soft/150601/1_1151576421.rar
http://www.ccen.info/uploads/soft/150601/1_1151576421.rar


表 15 其它环境信息

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情况 /

缴纳排污费情况 按时足额交纳排污税。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要求，预防、减少、综合治理从生产过程或产品产
生的环境排放物，排放符合法律法规标准；通过系统的风险评估、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预防措
施来使危险最小化，从而确保员工拥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其不受任何伤害并保证健康。

环保方针和年度环保目标及成效

企业不消灭污染，污染将消灭企业。
1.环境污染事故为零。2.污水达到零排放。3.废气排放低于国家和地方标准。4.噪声污染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Ⅱ类标准要求。5.固废处理执行国家有关标准。6.
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转率达到 100%。

环保投资和环境技术开发情况 厂区占地 630000 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约 150000 平方米，绿化率为约 25%。

废弃产品的回收利用情况 生产过程中的废铁、废纸箱等卖废品回收站回收。生活垃圾送垃圾厂统一处置。

年度环境违法情况 无

年度环境奖励情况 无

表 16 排污许可信息

证书编号 行业类别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913710837763370225001P
复混肥料制造，氮肥制造，磷肥制

造，金冶炼
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表 17 雨水排放口信息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名称
排放口地理坐标

经度 纬度

DW009 合成氨系统雨水排放口 121°36′27.14″ 37°3′2.02″

DW010 合成氨系统雨水排放口-02 121°36′15.26″ 37°2′55.18″

DW011 磷肥系统雨水排放口 121°36′39.28″ 37°2′29.47″

DW012 复肥系统雨水排放口 121°36′22.68″ 37°2′24.43″

DW013 磷肥系统雨水排放口-02 121°36′48.13″ 37°2′19.50″

DW014 6 万吨系统雨水排放口 121°36′28.44″ 37°2′29.58″

DW015 金冶炼雨水排放口 121°36′26.60″ 37°2′42.29″

DW016 合成氨系统雨水排放口-03 121°36′27.54″ 37°2′5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