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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信息 

1、单位名称：常州市国礼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2、组织机构代码：71400904-X 

3、法定代表人：徐光全 

4、生产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工业园 51 号 

5、联系方式：0519-83638098 

6、主要生产内容及规模 

本公司是一九九九年三月成立的一家民办纺织染整加工企业，地

处常州西郊 340 省道（常金线）邹区段北侧与 312 国道之间的邹区

工业园区内，东面是薛家湾村民小组，南侧是鹤溪河，西面是邹区镇

工业大道，北边是农田村道。企业占地面积 30000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36000 平方米。现有员工近 500 余名，年产值 8000 万元左右。 

下设印花、染色和拉毛等生产车间、财务、人事和后勤等职能管

理部门，污水处理站由后勤管理部门直属领导，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

工作制。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各类纺织品的印花、染色、后整理加工等

业务，主要原辅材料：染料、助剂、煤等。厂内主要生产设备有印花



机、定型机、脱水机、滚花机、拉毛机、水洗机等，配有 1200 万大

卡的染煤导热油锅炉等辅助生产设备。 

 

 

 

 

二、排污信息 

一、污染物排放基本情况 

1、废水 

（1）生活污水 

我公司现有员工约 415 人，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3500t/a，废

水 中  CODCr 、 SSNH3-N 、 TP 、 动 植 物 油 的 产 生 浓 度 分 别 为 

400mg/L、300mg/L、30mg/L、5mg/L、80mg/L，产生量分别为 

1.4t/a、1.05t/a、0.105t/a、0.0175t/a、0.28t/a。 

（2）生产废水 

     我公司生产废水进入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其中 1500t/d（折

合 495000t/a）回用于生产，剩余 42900t/a 处理达标后接管进入市

政污水管网。 

（3）生活污水与处理后的外排生产废水混合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

邹区污水处理厂处。 

2、废气 

①燃天然气废气，主要产生于定型机的加热过程，全部在车间内



无组织排放。由于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污染物产生量很小，不做定

量评价。 

②定型废气主要为非甲烷总烃，目前厂内吸风罩捕集效率约为

50%，非甲烷总烃的无组织排放量约为 16t/a。我公司拟对定型废气

捕集系统进行整改，将捕集效率提高到 75%。整改后，非甲烷总烃

无组织排放量为 5.3t/a，较原有 16t/a 大幅减少。 

③粉尘，各台机械配置布袋除尘器，粉尘经捕集后在车间内无组

织排放，后整理车间粉尘排放量 0.5t/a；染色、后整理车间排放量约

为 0.8t/a；印花、后整理车间排放量约为 1.6t/a。 

④燃煤废气：年用煤 8000t/a，产生燃煤废气通过喷淋脱硫后通

过 4#8 米高排气筒排放，废气中 SO2、NOX、烟尘排放量分别为

13.8t/a、15t/a、6t/a。 

⑤恶臭气体：厂内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气体，主要为 H2S、NH3

等，无组织排放。H2S、NH3 无组织排放量分别为  0.03t/a、0.05t/a。 

3、噪声 

我公司主要设备噪声源强见下表： 

 

二、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稳定达标排放情况 

1、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水 

我公司废水厂内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后尾水接管进邹区污水处

理厂处理，污水中 pH、CODCr、SS、TP、NH3-N、色度排放浓度

执行《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及《纺织

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修改单中表 2 中间

接排放标准，见下表。 

 

邹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入京杭运河，尾水排放执行一级标准 A 标

准； 

 

（2）废气 

定型机燃天然气废气及定型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相关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污水处理站

产生的恶臭气体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  

中相关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燃煤锅炉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制，具体见下表。 

 

(3)噪声 

我公司各厂界噪声执行《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具体见下表。 

 

(4)固废 

①一般固废执行《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污染控 制标

准》（GB18599-2001）。 

② 危 险 固 废 执 行 《 危 险 废 物 贮 存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7-2001）。 



 

2、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2）废气 

① 燃煤废气：根据（2015）钟环监（气）字第（A-041）号，

我公司锅炉排放数据如下。 

 

（3）噪声 

公司通过各种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以达标排放（见下） 

（4）固废 

⑴、生产车间内拟单独设置一般工业固废堆放区，规格按照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以



及《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等 3 项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环保

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的要求设计建设。 

⑵、生产车间内单独设置危险固废堆放区，规格按照符合《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以及环保部公告 2013 年

第  36 号要求设计建设，并加强现场管理。 

 

三、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一）废水 

1、污染防治措施 

⑴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概述 

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和清、浊分流原则；雨水由厂区内雨水管道

系收集后排入厂区外工业大道雨水管网。 

⑵厂内废水处理装置设置情况 

工艺流程简述 

根据综合印染废水的特点，采用“厌氧+中沉+二级生化+物化

气浮+滤布滤池+RO 反渗透”的深度治理工艺。废水经过新增的厌

氧处理系统，进入原有的预沉淀池处理后再进入两级生化处理，生化

处理采用高效的活性污泥系统，利用活性污泥的强大的吸附能力，作

为好氧微生物的载体，安装高效无堵塞曝气器，在充分供氧的条件下，

去除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再经生物接触氧化池进行二级生化处理后，

出水经特定的混凝剂反应后后进入气浮池，进行高效固液分离，再经



滤布滤池去除悬浮物，出水一部分流入清水池回用于普通产品生产

线，一部分进入  RO  系统深度处理后用于高档产品生产线。 

2、污染防治措施建设运行情况 

本公司厂区内部管网建设已全部完成，厂内废水处理装置建设完

成并已稳定运行。本公司废水均顺利接管。 

（二）废气 

1、污染防治措施 

定型废气通过吸风罩收集后经静电+喷淋装置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我公司燃煤锅炉配套了两套碱喷淋设施用于脱硫，

平日一用一备。 

2、污染防治措施建设运行情况 

废气处理装置均已投入使用，由于部分定型废气捕集装置捕集效

率较低，导致定型废气无组织排放量较多，所以需要对部分废气收集

装置及管道进行更新。 

（三）噪声 

1、污染防治措施 

①我公司将行政办公区与生产区分开布置，高噪声与低噪声区域分

开布置。 

②高噪声设备相对集中，并布置在厂房的一隅。 

③我公司选用的设备噪声较低、振动较小。 

2、污染防治措施建设运行情况 

我公司目前噪声防治措施均已建设完成并已稳定运行。 



（四）固废 

污染防治措施，我公司目前实际生产过程中，污染防治措施如下： 

⑴生活垃圾及混入其中的含油抹布手套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⑵废煤渣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⑶废次布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⑷污水处理站污泥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⑸废包装材料由供应商回收； 

⑹除油废液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 

（一）项目基本情况 

我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主要从事各类纺织品的染色、印花、后

整理及浆染纱。公司位于邹区工业大道 51 号，邹区镇工业园区内，

厂区占地面积 30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6000 平方米，现有员

工 415 人。年工作 300 天，两班制生产，每班工作 12 小时。 

我公司于 1999 年 2 月申报“60 万米/年染色，纺织后整理项目”，

1999 年 3 月 17 日取得了批复，2011 年 10 月 11 通过了该项目的

“三同时”验收。 

2001 年  4 月申报了“3000 吨/年浆纱，600 万米/年针、纺织

品后整理项目”，但由于市场原因停产。2002 年 8 月 20 日，“浆染

联合线 3 条、染缸  22 只、溢流染色机 5 台、后整理  1 条”通过

了“三同时”验收。 



2003 年 9 月申报“染色、后整理、印花、浆纱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表”，2003 年 9 月 19 日取得了武进区环保局审批意见。

2009 年 5 月，我公司通过了常州市武进区环保局组织的部分验收，

验收产能为“9500 吨/年染色、300 万米/年纺织品后整理”。 

2009 年申报了“1000 吨/年化纤布、3500 吨/年纺织布项目环

境影响申报（登记）表”，并于 2009 年 3 月取得了武进区环保局出

具的审批意见。由于常州市行政区划调整，目前我公司属于钟楼区环

保局管辖。 

我公司各产品环保手续见表 1，全厂实际产品方案见表 2 

 

（二）项目选址及生态红线保护规划管控要求相符情况 

1、项目选址与相关规划相符性及用地规划相符性分析 

①我公司已于 2002 年取得当时的武进市规划局出具的同意建

设意见以及规划红线图。因此，用地性质符合要求。 

②我公司目前进行印花、染色、后整理的生产，不属于《限制用

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

中限制和禁止用地项目。 

2、项目选址与生态红线保护规划管控要求相符性分析 



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的通知》（苏

政发[2013]113 号），常州市共有陆域生态红线区域面积  905.71 平

方公里，其一级管控区面积 68.88 平方公里，二级管控区面积  

836.83 平方公里。对照《常州市生态红线区域名录》，我公司所在地

均不在常州市辖区“淹城森林公园、长江魏村饮用水源保护区、长江

（常州市区）重要湿地、滆湖（武进区）重要湿地、太湖（武进区）

重要湿地、长江西石桥饮用水源保护区、新孟河（新北区）清水通道

维护区、新龙生态公益林、小黄山生态公益林、宋剑湖湿地公园、滆

湖重要渔业水域、小河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滆湖饮用水源保护区、

横山（常州市区）生态公益林”中一、二级管控区之内。 

因此，我公司的选址与《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相符。 

（三）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1、与《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11 本）》（2013 年修正）相符性

分析我公司目前从事印花、染色、后整理的生产，不属于《产业结构

调整目录（2011 本）》（2013 年修正）的限制、禁止条款。 

2、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

（苏政办发[2013]9 号）相符性分析我公司目前从事印花、染色、后

整理的生产，不属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2 年本）》（苏政办发[2013]9 号）及《关于修改<江苏省工业

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部分条目的通知》（苏

经信产业[2013]183 号）中限制及淘汰类。 

3、与《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 



(2010 年本)》相符性分析根据《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

备和产品指导目录 (2010  年本)》，未经改造的 74 型染整设备

（2011 年）、使用年限超过 15 年的国产和使用年限超过 20 年的进

口印染前处理设备、拉幅和定形设备、圆网和平网印花机、连续染色

机（2011 年）属于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 

因此，公司使用的设备及产品不在上述落后产品之列。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一）本公司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情况 

我公司运行至今各污染防治措施运转情况良好，未发生环境污染

事故。 

（二）重大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情况 

1、物质风险隐患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04)附录 

A(规范性录)，我公司所涉及的天然气、煤为可燃物质，厂内堆积的

大量成品及原料布匹属于可燃物质，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氨气、硫化氢

也属于可燃气体，遇明火、高热，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2、生产工艺过程风险隐患 

定型生产过程中使用天然气，有引燃纺织品，造成火灾的风险。 

导热油炉有泄露、火灾风险。 

3、设备装置风险识别 

a 我公司所使用压力管道的承压部件在设计、选材、制造、安装过



程存在缺陷，结构不合理使容器某些部件产生过高的局部应力，选材

不当导致脆性，最后导致受压部分疲劳或脆性破裂，安全附件（安全

阀、压力表、温度计、液位计等）不齐全或没有定期检验合格运行均

可导致压力管道爆炸事故。 

b 生产系统中的阀门、管线泄漏、开关不灵一方面影响正常工艺操

作安全，另一方面物料泄漏可造成火灾爆炸、灼伤事故。 

4、储运设施风险识别 

固废堆放场所的废料意外泄漏，若地面未做防渗处理，泄漏物将

通过地面渗漏，进而影响土壤和地下水。原料及成品仓库若防火措施

不完备，纺织品燃烧，将有火灾风险。 

5、公用工程风险识别 

a 变配电站火灾危险性 

发电机、变压器及电气设备的火灾、爆炸:发电、变电、输电、

配电、用电的电气设备如发电机、变压器、高压开关柜、配电装置、

电动机、照明装置等，在严重过热和故障情况下，容易引起火灾。尤

其是充油设备，火灾危险更大，如变压器中的变压器油为可燃液体，

其蒸气和空气混合物形成爆炸性气体，遇明火就可以发生爆炸。变压

器等电气设备中的绝缘材料大多为可燃性物质，容易发生火灾危险。 

b 给排水 

供水：消防用水供水不可靠情况下，一旦发生火灾，无法及时以

大量水冷却，可造成火灾的蔓延、扩大；当物料喷溅于人体上，如人

体部位受到腐蚀品、毒物玷污，应以大量清水立即冲洗，在没有冲洗



水情况下，将延误现场急救时机。 

排水：一旦发生洪涝灾害，将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企业储存一

定有毒有害化学品，这些化学品存在燃爆危险性、腐蚀性及毒物危害

性。当这些化学品的包装物浸泡在水体中，不可避免地将发生泄漏。

而腐蚀性化学品大量进入水体中，其危害成果更是无法估量。 

6、环保设施危险性识别 

a 污水收集系统出现事故，如破裂，使污水不能得到有效收集，直

接进入环境中，对地表水、地下水系统产生一定影响。 

b 突发性泄漏和火灾爆炸事故泄漏、伴生和次生的泄漏物料、污水、

消防水可能直接进入厂内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未经处理后排入园区

污水和雨水管网，给污水处理厂造成一定的冲击并造成周边水环境污

染。 

c 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停运时，厂内的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

大气中会影响周围环境空气质量，严重时会危及人们生命。 

7、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计划委托南昌市环境保护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并纳入正常的备案管理及日常演练。 

 

 

 

 

 

 



六、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一）、我公司卫生防护距离为污水处理站外扩 100 米、印花、后整

理车间外 100 米染色、后整理车间外扩 100 米、后整理车间外扩 50

米形成的包络线。 

（二）、环境管理状况 

⑴环境管理机构 

我公司日常生产过程中设有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环保管理人

员 2-3 名，负责环境监督管理工作，同时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环保培

训。 

⑵环保管理制度的建立 

①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我公司按照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以便全面系统的对污染物进

行控制，进一步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及时了解有关环保法律法规

及其他要求更好地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制度，在可能的情况下早日取

得 ISO14001 认证。 

②排污定期报告制度 

我公司将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污染

物排放情况以及污染事故、污染纠纷等情况。 

③污染处理设施的管理制度 

我公司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管理与生产经营活动一起纳入企业的

日常管理中，建立岗位责任制，制定操作规程，建立管理台帐。 

④奖惩制度 



我公司设置环境保护奖惩制度，对爱护环保设施，节能降耗，改

善环境者实行奖励；对不按环保要求管理，造成环保设施损坏、环境

污染和资历源、能源浪费者予以处罚。 

⑶、废水排污设施规范化 

①排水系统建设要求 

我公司所在园区排水系统建设严格执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

的原则。生产污水采取分质收集并以明管压力输送，污水管网标识污

水来源及去向；雨水采用防渗明沟收集、输送。 

②排放口设置要求 

我公司所在园区设 1 个雨水排放口，1 个污水排放口，各排放

口设置符合《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管

[1997]122 号）、《关于开展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环发

[1999]24 号)等要求。 

⑷、固废（液）堆放规范化整治 

厂区废手套、抹布收集暂存处，进行统一管理。废包装桶暂存处

严格按照危险固废暂存场所设置要求设置，以满足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措施要求。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执行。同时，将严格执

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等 3 项国家污染物

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中修改单等要求，建立风险管理及应急救援

体系，执行环境监测计划、转移联单管理制度及国家和省有关转移管



理的相关规定、处置过程安全操作规程、人员培训考核制度、档案管

理制度、处置全过程管理制度等。同时，将通过“江苏省危险废物动

态管理信息系统”（江苏省环保厅网站）进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将

危险废物的实际产生、贮存、利用、处置等情况纳入生产记录，建立

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和企业内部产生和收集、贮存、转移等部门危险废

物交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