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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公示 

一、 企业基本信息 

公司专注于以甲醇下游深加工为产业链的高端专用精细化学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颗粒多聚甲醛、高浓度甲醛、

超高纯氯甲烷及 1,3,5-三丙烯酰基六氢-均三嗪等，目前公司产品应

用于合成树脂、胶黏剂、混凝土外加剂、农药除草剂、香精香料、染

料、电子化学品以及纺织染整助剂、表面活性剂等多个领域。 

公司具备突出的技术实力和研发能力，公司多年来一直注重产品

生产技术的革新与工艺的改进优化，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公司注重新

产品的研发，不断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提高产品定制化水平，在满足

客户多样性需求的同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公司自设立以来，依托先进的工艺技术、对生产流程的精细管理

以及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公司在中高端及大型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

品牌形象，并通过推出不同浓度、含量、型号的多种精细化学品，满

足不同领域、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是行业内产品应用领域较广泛、

品种规格较齐全、客户认可度较高的厂商之一。同时，公司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不断提升生产的绿色、智能及节能化水平，先

后荣获“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江苏省节水型企业”、南通市

环境信用评级“绿色等级企业”等资质及称号。 

江天公司南侧为吉兴路与南通美亚热电厂；北侧为荣钰公司；东

侧为中央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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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企业环境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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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公司项目环保手续履行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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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

称 

批复产量

（t/a） 
批复时间及文号 

建设 

情况 

投产 

情况 

实际建成

产能

（t/a） 

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1 
高浓度

甲醛 

60000 
审批时间（1999.6.16） 

通政环 [1999]84号 
已建 已投产 60000 已验收 2001.3.22 

90000 审批时间（2006.5.15） 已建 已投产 90000 已验收 2007.8.14 

130000 
审批时间（2011.11.1） 

通环管[2011]091号 
已建 已投产 130000 已验收 

2013.4.13 

（通环验[2013]0013 号） 

30000 

（60000

改 90000） 

审批时间（2016.9.19） 

开发环复（书）2016097 
已建 已投产 已拆除 已验收 

固废、噪声：2018.9.12（通

开环验[2018]045号），废

水、废气：2018.2.1（自主

验收） 

120000 
审批时间（2016.9.19） 

开发环复（书）2016097 
已建  120000 已验收 2020年 

2 氯甲烷 

5000 
审批时间（2000.5.30） 

通政环[2000]62号； 
已建 已投产 5000 已验收 2001.8.17 

5000 

审批时间（2007.3.20） 

通环表复[2007]038号 

审批时间（2009.1.23） 

通环表复[2009]30号 

已建 已投产 5000 已验收 2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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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审批时间（2014.9.22） 

通环管[2014]077号 
已建 已投产 10000 已验收 

2017.4.17 

（通开环验[2017]038号） 

3 
多聚甲

醛 

10000 
审批时间（2001.1.5，

2007.6.16技改批复） 
已拆除 

20000 
审批时间（2008.9.25） 

通环管[2008]103号 
已建 已投产 20000 已验收 

2010.5.12 

（通环验[2010]0040 号） 

25000 

通环管[2011]091号、 

通开发环复（书）

2016081 号

（2016.8.26） 

已建 已投产 25000 已验收 
2017.4.17 

（通开环验[2017]037号） 

35000 

通开发环复（书）

2016097 号

（2016.9.19） 

已建  35000 已验收 2020年 

4 
无水甲

醛 
1300 审批时间（2005.6.1） 已拆除 

5 
稀甲醛

提浓 
30000 

审批时间（2010.8.25） 

通环表复[2010]060号 

已建 已投产 30000 

已验收 
2011.7.15 

（通环验[2011]0078 号） 
6 

盐酸全

脱析 
20000 已建 已投产 20000 

7 
乙二醇

半缩醛 
2000 

审批时间（2011.11.1） 

通环管[2011]091号 
已建 已投产 2000 已验收 

2013.4.13 

（通环验[2013]00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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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嗪（轴

浆） 
1000 

审批时间（2014.9.22） 

通环管[2014]077号 

已建 已投产 1000 已验收 
2016.1.27 

（通开环验[2016]009号） 

9 

甲氧基

胺盐酸

盐 

300 未建 未投产 - 未验收 - 

10 

多聚甲

醛解聚

液 

2000 

通开发环复（书）

2016097 号

（2016.9.19） 

已建设 1500 已投产 1500 已验收 2020年 

11 
三嗪（干

粉） 
1000 

在建 
未投产 1000 未验收 - 

12 水杨醛 5000 在建 未投产 - 未验收 - 

13 
防霉杀

菌剂 
18000 

通开发环复（书）

2017030 号

（2017.5.16） 

在建 
未投产 - 未验收 - 

14 

水性纺

织固色

剂 

2000 已建 700 已投产 700 已验收 
2020.4.3 

（通开环验[2020]022号- 

15 
冶炼萃

取剂 
3200 在建 未投产 - 未验收 - 

备注：带底色部分为目前建成在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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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税： 

2021年度，江天公司共计缴纳环境保护税 65656.82 元。 

环境责任险： 

2021年度，江天公司购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市分公司提供的环境责任险，保险金额为 3000000元，保费金额 37037

元。 

环保信用评价： 

2021年度，江天公司环保信用评价为绿色企业。 

三、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废水排放： 

2021年总计排放污水 216140t，COD 排放 26.084519t，氨氮排放

0.475278t，总氮 2.824204t，总磷 0.016527t。 

废气排放： 

2021年度总计排放 VOCs4.744372t，颗粒物 0.39648t。 

江天公司委托南京泰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

每个月对公司废水、废气进行例行监测，检测结果均在江苏省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进行公布。 

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见下表： 
 

固废排放达标情况  

年度 固废名称 
固废

类别 
产生量（吨） 

处置量

（吨） 

库存

量

（吨

） 

处置单位 
达标

情况 

2021年度 

废包装物 HW49 25.914 27.714 0 

南通升达 

达标 

废机油 HW08 0.68 0.68 0 达标 

污泥 HW06 507.977 516.247 0 达标 

蒸馏残渣 HW11 18.22 18.22 0 达标 

废活性炭 HW49 14.702 14.702 0 达标 

实验室危废 HW49 0.819 0.819 0 达标 

废陶瓷环 HW49 1.86 1.86 0 达标 

废包装桶 HW49 7.768 7.778 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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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钼催化剂 HW50 24.451 24.451 0 内蒙古熙泰 达标 

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及处理情况： 

2021年度共计产生一般工业固废 94.62t，均委托海门市春锋固

废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四、 环保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江天公司污水处理设施为；PH调节+化学氧化+沉淀+水解酸化+

二沉池+多介质过滤等，最终处理达标后排放至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富民港排水有限公司。 

甲醛项目中，从吸收塔出来的多余尾气进入尾气处理器，经由催

化氧化后通过 25m高的排气筒排放；多聚甲醛项目中的甲醛尾气经袋

式除尘器除尘，再经尾气洗涤塔洗涤处理，出来的尾气再经过 ECS 催

化氧化后，通过 42m 高的排气筒排放；联合厂房项目中的尾气经深度

催化氧化，再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出来的尾气通过 35m高的排气筒排

放。 

各个噪声源均有隔音、消音、减振装置。 

公司设立了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仓库。 

江天公司建立了主要环保设备的运行台账和维修记录制度，企业

环保设施运行记录完整，主要环保设施做到了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行。 

五、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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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企业环保机制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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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公司设置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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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司安全部设置环保管理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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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环保管理团队。 

2021年公司开展了 LDAR检测，共检测 39619 个密封点次，设备

完好率 99.99%。在未修复前，排放量达到 1593.10kg，经修复后，排

放量减少 958.21kg，修复后排放量为 634.89kg ，综合减排率达

60.15% ，取得较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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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安全环保目标责任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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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江天公司生产使用的危险物质主要是甲醇、甲醛、氯甲烷、盐酸、

乙二醇、丙烯腈、氯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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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218—2018）》标准，

江天公司有重大危险源两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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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开展了两

次现场演练。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信息公开公示 

 9 / 10 

 

  

 

八、 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1、 环境体系认证情况 

江天公司建立了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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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公司体系办每年开展内部审核，

2021 年 10 月 25 日委托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体系外部认

证审核活动，对发现的问题迅速整改，不留隐患，使江天公司的环境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2、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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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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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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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规范化建设，按要求安装了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2021 度江天公司委托南京泰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江苏恒安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江天公司废水废气进行监测，结果均符合排放标准。 

九、 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以电话、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与江天公司联系，

并及时将意见反馈给我们。 

环境信息公开公示单位：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 16 号 

邮编：226009 

联系人：任建军 

电话：0513-83599138 

传真：0513-83599155 

电子邮箱：renjianjun@ntjthx.com 

网址：www.ntjt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