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企业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武汉市新洲阳逻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张振昆 地理坐标 
经度：114°47′30″ 

纬度：30°18′3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739367247 

环保负责人 陶家国 联系电话 13871295723 

行业类别 水泥制造 行业代码 3011 

建成时间 2007/08 投产时间 2007/08 

固定资产（万元） 219172 
环保设施固定资产

（万元） 
22150 

企业规模 

（注明职工人数和

年销售额） 

2017 年底职业人数：430 人  2017 年销售额：119478 万元 

主要产品生产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产量 

（万吨） 
主要原辅材料名称 主要污染物 

熟料 344.6066 石灰石、碎屑 SO2、NOX、烟尘 

水泥 431.7490 熟料、粉煤灰 粉尘 

    

排污种类 ■ 废水   ■ 废气   ■ 噪声   □ 固废   □ 其它 

危险源名称 / 放射源名称 / 

排水去向 直接进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 

大气环境功能区类别 二级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Ⅲ类 

应执行排放标准 

废水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废气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表 1标准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三类标准 

污染事故发生情况 / 

注：表格中每个空都必须填报，如果不涉及则打“/” 

 

 



表 2  企业污染防治与监督管理情况表 
污染源管理级别 ■国控      □市控      □县控      ■一般 

水污

染物

产生

及治

理情

况 

名称 总量控制指标 总量来源 

废水（t/a） / / 

COD（t/a） 6.5 排污许可证 

NH3-N（t/a） 0.317 排污许可证 

重金属       （kg/a） / / 

其他特征污染物名称 悬浮物、石油类 排污口规范与否 ■是 □否 

车间预处理工艺 / 

末端处理设施主要工艺及

处理能力 地埋式接触氧化法，处理能力为 600 吨/日 

尾水是否进入集中式污水处理
设施 / 

气污

染物

产生

及治

理情

况 

名称 总量控制指标 总量来源 
SO2（t/a） 443.52 排污许可证 

NOx（t/a） 1848 排污许可证 

其他特征污染物名称 烟（粉）尘 

大气防护距离要求（m）  /          卫生防护距离要求（m） 500 

车间预处理工艺 / 

末端处理设施主要工艺 静电和布袋除尘、低氮+分级燃烧+选择性非催化还原脱硝 

固体

废物

储存

处置

情况 

固废名称 处置利用方式 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处置单位 

废矿物油 / 是  

废电池 / 是  

    

排污

许可

证 

■  正式证 
□  临时证 

发放机关 武汉市新洲行

政审批局 
许可证编号 91420000773936

7247001P 

名称 COD 氨氮 SO2 NOx 

排放浓度 mg/L / / / / 
排放量 t/a 6.5 0.317 443.52 1848 

注：表格中每个空都必须填报，如果不涉及则打“/” 



表 3  企业执行“环评”、“三同时”情况表 

项目名称 
环评类别 
（书、表） 

项目建

设时间 审批单位 
环评审批 
时间、文号 

试生产批复 
时间、文号 

三同时验收批复 
时间、文号 备注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新洲制造厂

技改工程（4200t/d） 报告书 2009/04 国家环境保

护部 
2003/11/28      

环审[2003]328 号 
2009/04/20      

鄂环函[2009]325 号 
2013/11/07     

环验[2013]242 号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新洲制造厂2#

生产线工程（4200t/d） 
报告书 2010/10 湖北省环境

保护厅 
2009/01/12      

鄂环函[2009]47 号 
2013/12/26      

武环试[2013]74 号 
2017/03/29 

武环验[2017]27 号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新洲制
造厂 2×42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纯低

温余热电站工程 
报告表 2010/10 湖北省环境

保护厅 
2007/08/27      

鄂环函[2007]384 号 
2013/12/26      

武环试[2013]75 号 
2017/03/30 

武环验[2017]28 号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降低氮

氧化物排放项目 
报告表 2014/06 武汉市环境

保护局 
2014/09/25      

武环审[2014]25 号 / 
2015/05/26      

武环验[2015]19 号  

        

        

        

        

        

注：表格中每个空都必须填报，如果不涉及则打“/” 



表 4  环保部门监察执法与风险防范管理情况表 
排污申报

与排污费

征收 

是否执行 
排污申报 

■  是 
□  否 申报类别 

■废水         ■废气 
■噪声         □其他 

是否按规定缴纳环保税 ■  是     □  否 

限期治理 
年份 限期治理内容 验收文号 

/ / / 
   

环境监管 现场监察 ■有 □无 监督性监测 ■有 □无 
在线监控

监测 ■有  □无 

环境信访 
信访时间 投诉类别 信访处理情况 

/ / / 
   

现场监察 

监察时间 主要内容 
2019/09/03 正常生产情况下环境保护工作 
2018/11/29 正常生产情况下环境保护工作 
2018/12/06 正常生产情况下环境保护工作 

行政处罚 
处罚时间 处罚事由 执行情况 

/ / / 
   

环境风险

防范 

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主要

内容 

1、氨水罐发生意外泄漏的紧急处理 
2、柴油库发生爆炸的紧急处理 
3、厂区污水处理站设备故障时，废水的紧急处理 

应急池容积

（m3） 
1200 其他应急物资落

实情况 已落实 

环境污染事

故应急演练 

演练时间 演练内容 
2018/6/26 氨水泄漏的紧急处理 

/ / 

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

投保情况 

投保公司 起保时间 终保时间 保费 保额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市新洲支公司 
2018/07/30 2019/07/29 30000 元 300 万元 

注：表格中每个空都必须填报，如果不涉及则打“/” 



表 5  企业内部环境管理情况表 
企业环境保护

部门名称 
环保工安室 专职环保人员     1 人 自备实验室 ■有  □无 

环境监测 
开展情况 

委托监测 自行监测 

委托机构 监测频次 监测项目 监测周期 监测项目 

武汉环景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 
4 次/年 废气、废水  

噪声 
每周 废气 

在线监测情况 

污水在

线监测 
□有 
■无 

流量      （台）；pH      （台）；化学需氧量         （台）； 
氨氮：      （台）其它         （台） 

废气在

线监测 
■有 
□无 

烟气流量  4    （台）；烟温  4   （台）； 
氧含量   2    （台）一氧化氮   2  （台）；氯化氢  /      

（台）；一氧化碳   2   （台）；二氧化硫    2     （台）；

其它   /     （台） 

其他 
□有 
■无 

 

环境管理制度

主要内容 
废弃物清理控制程序、收尘机管理控制程序、污水管理控制程序、空气污染防

治控制程序、化学物质管理控制程序、紧急事件准备与应变控制程序 

环境信息公开

情况（公开内

容、公开方式） 

已在湖北省环保厅和我司的网站上，对我司环保基本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

信息进行公开 

清洁生产 

是否需开展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 
□是   ■否 审核间隔要求 3 年 

审核年份 审核报告编制单位 验收文号 

2017 湖北大学 武发改环资

[2017]660 号 
注：表格中每个空都必须填报，如果不涉及则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