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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南通江天化学品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16号，江天公司成立于 1999年 9月，是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起

来的以生产有机化工原料、化工中间体和新型材料为主的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产品有多聚甲醛、高浓度甲醛、氯甲烷、乙二醇半缩醛、轴

浆（三嗪）。 

江天公司注册资本 6015 万元，控股大股东为南通产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朱辉。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南通市人民

政府授权经营的工业和商业领域国有资产的独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

化工、机械、医药、纺织、轻工、房地产等实体产业和金融、保险、

商贸等现代服务业。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

民币，实力雄厚。 

现有职工 185人，其中管理人员 27人，专业技术人员 35人，大

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职工总数的 80%以上，专业研发团队 20 多

人。 

江天公司生产设施一流，工艺技术先进。现建有三套高浓度甲醛

生产装置年生产甲醛 28万吨、一套 3万吨/年喷雾造粒多聚甲醛生产

线、两套 5000吨/年合成氯甲烷生产装置、一套 1000吨/年轴浆三嗪

生产装置及其与各生产线配套的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设施。其中高浓

度甲醛生产装置均采用瑞典 PERSTORP 公司铁钼法生产工艺，该工艺

流程短、能耗低、收率高、回收热量多、自动化程度高，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年产 5000 吨氯甲烷生产装置采用国内一流的生产技术，生

产的高纯产品主要用于高端用户的需要。3 万吨/年多聚甲醛生产线

引进丹麦先进的喷雾干燥技术，该工艺节能效果显著、产品含量高、

分子量和粒度分布均匀、溶解速度快。 

江天公司南侧为吉兴路与南通美亚热电厂；北侧为江天公司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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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东侧为中央路与南通帝人公司规划用地；西侧为南通和平日化

有限公司与南通汇羽丰公司；西南侧为江山农化氯气站（氯气泄漏后

对本江天公司将产生影响）。中央路和吉兴路均是四车道水泥路，交

通运输便利，消防、救护等外部救援条件较好。 

2. 环境管理状况 

2.1 环境管理机构及措施 

2.1.1 江天公司环境管理组织机构 

江天公司成立了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总经理担任，实行

“一把手负责制”，落实环保目标管理责任制，切实做到了“领导到

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 

江天公司设置安全环保部作为环保主管部门，负责监督考核江天

公司各部门的环保管理。江天公司各部门经理为本部门的主要责任

人。江天公司安环部设置环保管理员，负责江天公司的环境保护工作，

江天公司并配备环境监测设备和人员，对主要污染物进行日常监测。

目前，江天公司环保管理员 5人，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环保管理团

队。 

江天公司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和内控污染物

排放标准，确立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将环境保护考核指标纳入公司各

部门的目标责任书内，做到了环保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严

格考核，薪酬挂钩。 

2.1.2 环境体系认证情况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

体系和质量体系，获得了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并通过了江苏省安全标准化二级企业的考

核。为了确保体系运行的有效性，2013 年度公司对 2 个体系文件整

合为《生产运作管理体系》。江天公司体系办每年开展内部审核，同

时开展体系外部认证审核活动，对发现的问题迅速整改，不留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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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江天公司的环境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认证项目 取证日期 有效日期 认证机关 

ISO9000 2012.7 2018.7 CNAS 

ISO14001 2011.12 2017.12 方圆 

    

ISO9001/ISO14001 证书 

2.1.3 清洁生产开展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江天公司将清洁生产

理念与生产、管理和经营紧密结合起来，按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2010年江天公司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 

2.1.4 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江天公司高度重视环保管理培训工作，先后参加了 2015 年度排

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的培训、污染防治的培训、环境统计年报的填写培

训、危险废物管理培训、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培训、建设项目环评管理

专题培训等，以及时了解、掌握国家新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  

定期组织公司管理人员及员工学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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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及内部环境管理文件，开展环境应急演练，并将学习效果纳入考

核， 从而提高相关岗位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 

2.2 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江天公司定期发布年度环境报告书，披露重大环境事件。  

江天公司采取调查走访、信息公示公告，定期或不定期与当地环

境相关方进行环境信息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关注重点，通报江天公

司的环境管理和治理情况，双向互动，信息畅通。  

江天公司污水排放在线监测系统与南通市环保局进行了联网  

报告期内，江天公司未收到社会公众对企业公开发布环境信息的

投诉。 

2.3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2.3.1 报告期内环境违法情况 

近三年来，江天公司无重大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行为发生，未受

到行政处罚。从 2008年以来一直是绿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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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企业应对环境信访案件的措施与方式 

江天公司建立环境信息收集预警处理机制，设立环保信息咨询平

台，落实专门人员，收集网络舆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主动沟通，公

开环境信息，江天公司未收到环境投诉和争议。 

2.3.3 环境监测及评价 

江天公司建有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污染处理设施，报告期内江天

公司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稳定，江天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排污口进

行了规范化建设，按要求安装了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2015 年度江天公司分别委托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白云化工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监测。结果如下： 

(1) 总排口废水：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三级排放标准。 

(2) 有组织废气：工艺尾气中甲醛、甲醇的排放浓度监测结果均

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的二级标准。 

(3) 厂界无组织废气：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下风向 3个监

测点氯甲烷、甲醇、甲醛、氯化氢、氯苯、丙烯腈监测结果均未测出。 

表 2-1 公司废水总排口水质监测统计（单位：mg/L，pH 除外） 

污染物名称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PH（无量纲） 6.8 7.4 7.4 6～9 达标 

甲醛（mg/L） 0 0.2 0.19 5.0 达标 

CODcr(mg/L) 21 104 335 500 达标 

悬浮物

(mg/L) 
12 23 28 400 达标 

氨氮(mg/L) 0.077 0.84 0.416 - - 

公司设置了 35KV双电源和 10KV保安电源，保障公司废水处理系

统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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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应急预案 

为应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风险，迅速有效控制和处置重大突

发性环境事故，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

和财产损失及社会负面影响，江天公司根据生产工艺、产污环节及环

境风险制定了相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小组，

定期做好应急演练，落实预防预警及应急措施，做到从源头至末端全

程控制，以防范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降低环境风险。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标准，江

天公司有重大危险源 2 处，分别编制了《环境应急预案》，成立了应

急机构，并配置了相应的应急器材和专业人员，2015 年开展了二次

现场演练。 

2.3.5 企业新、改、扩建项目环评审批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江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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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2014年度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情况 “三同时”执行情况 

1 

氯甲烷罐区、1000吨轴浆

（三嗪）和罐区 VOC技术

改造项目 

2014.9 月南通市环境保

护局批复 

通环管【2014】077号 

2016年 1月通过

环保竣工验收 

3. 环保目标 

3.1 环保目标及完成情况 

江天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始终坚持“与蓝天碧水相伴，实现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严格执行国家

环境政策，推行清洁生产活动，抓好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努力实现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循环经济，促进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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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

业。  

江天公司环保管理目标是：实现废气、废水、噪声等主要污染物

排放达标合格率 100%；环保设备设施与生产设备同步运转率达 100%；

全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突发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事件为

“零”。  

报告期内，江天公司实现了 2015年度的环保目标。 

3.2 企业的物质流分析 

报告期内，江天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物质流分析见下表： 

表 3-1 公司近三年生产经营情况 

主要产品名称 
产量（吨） 

2013 年 2014年 2015 年 

甲醛（以 37%计） 255375 255400 256710 

多聚甲醛 29985 30000 30000 

氯甲烷 9985 10000 10000 

表 3-2 公司近三年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年度 
工业废水 CODcr 甲醛 

t/a Kg/a Kg/a 

2013年度 52545 8709.01 15.850 

2014年度 43405 7031.6 20.4 

2015年度 41880 10830.17 19.68 

表 3-3 公司近三年消耗情况 

年度 水（吨） 电（万度） 
外购蒸汽

（吨） 

2013年度 490596 3809.5021 3048 

2014年度 512189 3914.7654 2674 

2015年度 511117 3929.5518 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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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会计 

报告期内，江天公司投入大量环保资金用于污染源治理和环境问

题整改，主要投入项目及效果见下表： 

(1) 废气排污费：15048元。 

(2) 固废处置费：332595元。 

(3) 甲醛罐区 VOC改造投资 280万元。 

(4) 轴浆（三嗪）装置的废气处理设施投资 98万元。 

(5) 高浓度废水 Fenton预处理装置投资 50万元。 

(6) 生化系统加盖同时增加除臭设施投资 30万元。 

4. 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4.1 废气排放及削减措施 

报告期内，江天公司主要废气污染源及削减措施如下表： 

表 4-1 江天公司主要废气排放汇总表 

序

号 
装置 主要污染物 处理工艺 运行绩效 

1 氯甲烷装置 氯化氢 碱洗涤吸收 达标 

2 1#甲醛装置 甲醇、甲醛等 催化氧化 达标 

3 2#甲醛装置 甲醇、甲醛等 催化氧化 达标 

4 3#甲醛装置 甲醇、甲醛等 催化氧化 达标 

5 多聚甲醛装置 甲醛粉尘 
布袋除尘、水

吸收 
达标 

6 甲醛罐区 VOC 甲醇、甲醛 二级水吸收 达标 

7 三嗪生产装置 
氯苯、丙烯腈、

甲醛、粉尘 

活性炭+水吸

收 
达标 

4.2 废水排放及削减措施 

报告期内，江天公司主要废水污染源及削减措施如下表： 

表 4-2 江天公司主要废水污染物及削减措施汇总表 

序号 装置名称 主要污染物 处理工艺 削减 运行绩效 

1 氯甲烷装置 盐酸 
中和、生化

处理 

脱析废水由原来的

盐酸含量 1%减少到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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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2 
多聚甲醛装

置 
稀甲醛废水 生化处理 

减少排放量，部分配

置 37%甲醛 
达标排放 

3 甲醛装置 
地面冲洗水、

机封水 
生化处理 

常年无排放，泵机封

水自身虹吸循环 
达标排放 

4 三嗪装置 
工艺废水 

Fenton 预

处理+生化

处理 

减少排放 达标排放 

地面冲洗水 生化处理 减少地面冲洗 达标排放 

5 

公用工程 

脱盐水制水后

的高电导率水 
排放 

转换为循环水补充

水 
无排放 

6 
循环水电导率

控制排放水 
排放 

转换为消防水补充

水 
无排放 

4.3 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表 4-3 江天公司噪声源及控制措施表 

序

号 
装置名称 

生产装置内 

主要噪音源 
处理工艺 运行绩效 

1 
1#甲醛 

循环风机 减震、隔声 达标 

2 加压风机 减震、隔声 达标 

3 
2#甲醛 

罗茨风机 减震、隔声 达标 

4 循环风机 减震、隔声 达标 

5 
3#甲醛 

罗茨风机 减震、隔声 达标 

6 循环风机 减震、隔声 达标 

7 多聚甲醛 循环风机 减震 达标 

8 三嗪 离心机 减震 达标 

9 

公用工程 

空压机 减震、密闭隔声 达标 

10 螺杆冷冻机组 减震、房间隔声 达标 

11 循环水泵 
减震，布置在厂

区中央 
达标 

12 冷却风扇 
布置在厂区中

央 
达标 

13 氯甲烷 压缩机 减震、房间隔声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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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江天公司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

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循环经济的环境目标，在整个工业生产

流程中系统地节约资源和减少废物，达到实现经济增长下的污染物减

量化，从而实现环保、效益的“双赢”。报告期内，江天公司固体废

物处置如下表： 

表 4-4 江天公司固体废物处置表 

序号 废物名称 
产生量 

（t/a） 

处置情况 

（t/a） 
处理率 

库存

（t） 
备注 

1 废包装物 15.42 7.66 50% 7.76  

2 水处理污泥 145.746 91.62 62.9% 54.126  

3 废机油 1.5 1.5 100% 0  

4 废有机溶剂 2.327 0 0% 2.327  

5 废包装桶 1018只 0 0% 1018只  

6 废活性炭 5.869 0 0% 5.869  

所有库存危废均已至南通开发区环保局申请延期储存。 

4.5 危险化学品管理 

公司制定了《化学危险物品管理办法》，制定了应急预案，对危

险化学品的采购、运输、存储等过程进行严格控制，最大限度减少其

对人身和周围环境的风险和危害。  

 危险化学品的申购和采购：采购危险化学品前按有关规定办理

报批手续，购买后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对危险化学品严

格控制库存数量，原则上用多少，买多少。  

 危险化学品存储：主要贮存场所甲醛罐区、氯甲烷罐区、盐酸

罐区、氯苯罐区、丙烯腈罐区、化学品仓库等符合化工设计规范，各

种危险化学品按安全距离分别存放。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装卸：危化品由符合要求的危化品运输车

运输，并且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应的说明及应急预案；从事危险货物运

输、装卸的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岗位培训，凭专业岗位操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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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岗作业。 

 安全检查与紧急处理：危险化学品的管理进入台帐，建有健全

的安全检查制度，对危险化学品仓库和使用现场进行安全检查与监

督。公司有重大危险源应急救援预案并报安监局备案，定期举行应急

救援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5. 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系 

5.1 与消费者的关系 

江天公司出厂产品按照国家安全规范要求，提供了安全技术说明

书和产品使用说明书，并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 

5.2 与员工的关系 

江天公司高度关注员工职业健康。江天公司各装置实现 DCS 和

PLC控制，自动化程度高，降低劳动强度，改善作业环境；对职业危

害场所定期进行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定期发放劳动防护用品；开

展职业健康体检，建立员工职业卫生档案。 报告期内，江天公司无

一例职业病发生。 

5.3 与公众和社会的关系 

 2015年度江天公司组织公司员工进行义务献血。 

 参加了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慈善募捐。 

 公司团组织定期到开发区敬老院进行老年关怀。 

 公司团组织员工进行学雷锋活动。 

 参加了产控集团的义卖活动。 

6. 编制说明 

6.1 本环境报告界限 

本企业环境报告书涉及的所有内容和环保数据（除特别说明）仅

涵盖位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16 号，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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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环境报告的编制及提供信息的时间范围、发行日期 

1、本报告由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报告书编制组编制，

经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后发布；  

2、本报告书的报告期间为：201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

日；  

3、本次报告发布日期：2016年 2月 15日；  

4、本报告书将在江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向社会公众发布。 

6.3 本环境报告书的编制流程及审核运转流程 

环境报告书编

制组

复

核

资料收集

大纲编写

公司环境报告书

文本及相关说明

公司环保委员会会审

办公会审议

发布

初

审

6.4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及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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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13-83599138 

传真：0513-83599155 

电子邮箱：renjianjun@ntjtc.cn 

网址：www.ntjtc.com 

6.5 意见及信息反馈方式 

如对本报告书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欢迎来函、来电咨询。  

来函咨询地址: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16号  

邮编: 22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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