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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管理者致辞 

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收集、运输、贮存、处置、

利用危险废物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实行危险废物由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

从而防止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正式成立， 2014 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公司坐落

于天津市南港工业区公用工程区，项目总投资 2.61 亿元，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能力约为 5.53 万吨/年，其中焚烧处理 3 万吨/年，物理化学处

理 2 万吨/年，固化处理 5300 吨/年。公司取得了天津市环保局颁发的《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包括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45 大类危

险废物。 

公司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威立雅先进的危险废物管理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建

立了一整套适用的危险废物管理程序，实行危险的收集、运输、贮存、处置的全

过程管理。每一个管理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程序。 

公司是天津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是天津市招商引资重要配套设施之

一。同时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公司运营开始就承担着处理天津市社会无主

和政府查没的危险废物的责任, 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公司还承担协助政府处理突发公共环境污染事件的任务，公司建立了处理突发公

共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队伍和应急程序，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处理，使事故对环

境的污染降到最低点，从而保障了环境安全。 

公司不断提高危险废物处置技术研发水平，利用多年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运营

管理优势，2011 年建设了国家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工程技术（天津）中心（以下

简称“天津工程中心”），此中心是《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十一五”专项

规划》中仅有的 3 个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中心之一。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危

险废物管理规划和要求，围绕危险废物处置领域急需解决的关键性技术和产业发

展需求，加强危险废物处置技术研发和推进产业化，促进危险废物处置运营和管

理规范化，培养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的运营和管理人才，为国家危险废物管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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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撑，为政府、行业和社会提供技术、信息和咨询服务。 

公司自 2014 年底试运行以来，主要为滨海新区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提供危

险废物的处理服务。天津港 8.12 爆炸事故发生以后，我公司出动 40 余名技术、

管理和操作人员，20 多辆运输罐车到达爆炸现场，承担着爆炸现场高浓度含氰

废水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处置和现场高污染固体废物的搜寻、收集、运输和处理

处置的任务，为事故的应急处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2 企业概况 

2.1 企业名称、地址、创建时间、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创新路以北、规划路以西 

创建时间：2010 年 4 月公司成立。2015 年 10 月正式投入运行。 

法定代表人：周小华 

2.2 企业从事的行业及规模，主要产品及服务 

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市南港工业区公用工程

区，项目总投资 2.61 亿元，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能力约为

5.53 万吨/年，其中焚烧处理 3 万吨/年，物理化学处理 2 万吨/年，固化处理 5300

吨/年。公司取得了天津市环保局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的危

险废物类别包括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45 大类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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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图 1    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环境委员会框架图 

环境管理工作归属部门为环境健康安全部（EHS 部），目前专职或兼职环境保护工作人

员人数为 22 人 

3 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我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于2010年4月16日由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批准。

本项目总投资为 2.56 亿元人民币，环保措施投资 2702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5%。我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通过了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天津滨海工业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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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1 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1.1 污染因子的确定 

 

表 1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单位:毫克/升 

污染物 

依据标准 

(请填写) 

________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年平

均值）mg/L 排放规律 排放去向 

2017 年 2016 年 

常规污 

染物 

COD 500 mg/L 248 283 有规律间断排放 污水排入南

港工业区一

期污水处理

厂，执行地标

三级标准。 

BOD5 300 mg/L 43.65 6.025 有规律间断排放 

氨氮 35 mg/L 14.2 6.97 有规律间断排放 

特征污 

染物 

总汞 0.05 mg/L 0.0006575 0.0004535 有规律间断排放 

总砷 0.5 mg/L 0.02525 0.0000621 有规律间断排放 

 

本企业水环境污染物浓度与所接收并处理的危险废物的性质有关，与处理的工艺不同有

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差异较大。 

3.2.1.2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 

本企业所排放污水全部进入南港工业区一期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本企业

2017 年的水污染物监测数据均符合监测标准，全部达标排放。水环境污染物排

放总量与所接收并处理的危险废物的性质有关，与处理的工艺不同有关，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差异较大。 

3.2.1.3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一般按照污水排放口所装流量计显示的流量数据为准，如未装流量计，则按

自来水用量的 80%计，或者按照物料衡算办法进行估算。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吨)=

排放浓度(毫克/升)*污水排放量(吨)/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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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单位:吨 

污染物 

（单位） 

总量 

要求 

排放量 
数据 

来源
 

2017 年 2016 年 

废水总排放量/t 99400 51962 76561 

常规 

污染物 

COD(t) 50 12.89 21.67 在线监测设备 

BOD(t) —— 2.27 0.46 在线监测设备 

氨氮(t) 3.5 0.74 0.53 在线监测设备 

特征 

污染物 

总汞(kg) —— 0.03417 0.03472 第三方监测 

总砷(kg) —— 13.12 0.00475 第三方监测 

 

本企业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所接收并处理的危险废物的性质有关，与处

理的工艺不同有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差异较大。 

3.2.2 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2.1 污染因子的确定 

    常规污染因子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和烟尘等 

    特征污染物因子：结合原材料和所采取的生产技术确定，一般不能少于项目

环评报告书中认定的污染物因子数量；如企业产生、使用、排放的化学品在附录

“有害物质名单”中，鼓励企业将其计入特征污染物填写。 

监测频率:符合国家和天津市环保部门的规定. 

数据采集:优先选择经过验收并运行稳定的自动在线监测数据,其次采用

人工监测数据或物料衡算数据或产排污系数数据,参加环境统计的企业,相关数

据应与环境统计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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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统计表 

 

排放口

名称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mg/m3) 

最高允

许排放

速率 

（kg/h） 

排放速率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kg/h）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排放口

1（焚烧

车间烟

囱） 

常规

污染

物  

SO2 200 30.68 64 39 1.14 2.43 

NOx 500 127.55 132 12 4.74 5.01 

烟尘 65 7.09 7.57 60 0.26 0.29 

特征

污染

物 

氯化氢 60 5.2 7.14 3.8 0.19 0.17 

排放口

2（物化

车间烟

囱） 

特征

污染

物 
氯化氢 100 2.975 10.74 0.26 0.013 0.042 

 

  本企业大气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浓度监测数据和排放速率与所接收并处理

的危险废物的性质有关，与处理的工艺不同有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差异较

大。 

3.2.2.2 污染物排放量的确定 

    火电厂(工业锅炉)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n

i 1

【煤炭消耗量(吨)*平均硫分*

转换系数*(1-综合脱硫效率)】 

火电厂(工业锅炉)氮氧化物排放量(吨)= 


n

i 1

【煤炭消耗量(吨)*产污系数

*(1-综合脱氮效率)】 

综合脱硫(硝)效率以自动监测数据及投运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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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吨)= 


n

i 1

【排放速率(千克/小时)*排放时间(小

时)/1000 】 

 

表 4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污染物 
排放量 

数据来源 
2017 年 2016 年 

常规污染物 

SO2（吨/年） 9.32 18.77 在线监测设备 

NOx(吨/年) 38.76 38.72 在线监测设备 

烟尘(吨/年) 2.15 2.22 在线监测设备 

特征污染物 氯化氢(吨/年) 1.69 1.74 第三方监测 

即：污染物排放速率 kg/h =废气流量 m3/h*污染物监测浓度 mg/m3*10-6 

本企业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所接收并处理的危险废物的性质有关，与

处理的工艺不同有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差异较大。 

3.2.3 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3.2.3.1 危险废物排放控制 

      表 5  危险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统计表 

 

名称 废物类别 
形态(固、

液、气) 
产生来源 

年排放量 /t 
处置方式 

2017 年 2016 年 

焚烧残渣及

固化后飞灰 

危险废物

HW18 
固态 焚烧炉 15795.485 13400 安全填埋 

污水处理 

污泥 

危险废物

HW48 
固态 污水处理站 424.792 831 安全填埋 

焚烧残渣及固化后飞灰和污水处理污泥都运至有相应废物处理资质的天津合佳威立雅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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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表 6 噪声污染排放及处置情况 

测点位置 
执行标

准 Leq 

昼间噪声排放

dB(A) 执行标

准 Leq 

夜间噪声排放

dB(A) 

等效声级 等效声级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南厂界 70 56.7 52.9 55 49.1 49 

西厂界 65 52.1 49.1 55 45.4 50.8 

北厂界 65 55.6 57.3 55 48.5 50.6 

东厂界 70 53.8 50.7 55 47.7 47.8 

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为加强环境风险源的监控和防范，有效降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同时在突发

环境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小环境污染；建立健全环

境污染事故应急机制，提高企业应对涉及公共危机的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能力，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我公司制定了《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 

4 水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表 7  企业的能源消耗趋势 

 

年份 总计新鲜水  

  取用量 

(万吨/年) 

单位产量综合 

 新鲜水耗 

总计能源 

消耗量 

(以标准煤计) 

单位产量综合 

能耗 

2016 16.22 3.52 990165 0.0215 

2017 15.31 2.85 1052000 0.0196 

本企业单位产量的综合能耗与所接收并处理的危险废物的性质有关，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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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艺不同有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差异较大。 

5 环境公益活动 

我公司作为环保企业，为了宣传环保理念，扩大环保影响，使更多的群众加

入环境保护的阵营，特地开展了以下环保活动。主要有： 

   1、开展环境教室活动，对泰达开发区的居民、学校学生开展环境参观接待。

将我们所从事的危险品处理处置作为一个环保的实例来对群众和孩子们进行宣

传和教育，提高大家对处理危险废物的认识和知识，增强大家对废物处理尤其是

危险废物处理的环保意识。 

  2、开展绿箱子活动，将泰达开发区部分居民、单位收集到的废旧电池，灯

管等，全部免费接收和处理。以实际行动关爱我们的社会和环境。 

  3、开展绿色办公活动，对于开发区部分机关、单位办公过程中产生的危险

废物进行集中收集和处理。体现了我们环保人的爱心和社会责任。 

除此之外，我企业还担当起了环境事故应急处理的重任。在天津市范围内，

一旦发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环境污染、泄漏事故，我们公司都是首当其冲的奔

赴应急处理第一线，以最快的速度将环境污染控制住，并完成善后处理和危险废

物处置。每当这个时候，从企业老总到一线员工，大家的信念都是环境保护第一

位，以最大的努力换取对环境的最小影响。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合佳人”的环

境意识和觉悟。 

由于公司一贯的对环境保护的尽心尽责、默默付出，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

环保组织和人民大众的不断好评，这也是对我们工作和付出的最大肯定和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