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环境信息公开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企业事业

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要求，现将我单位 2020 年度环境信息公开

如下： 

一、企业基本信息 

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130193MA07M9UX9E 

法定代表人 金永生 

生产地址 河北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化工北路 9号 

经营内容 危险废物治理 

规模 25000吨/年 

二、污染物排放信息 

排放口名称 污染因子 排放方式 排放限值 执行标准 核定总量 监测情况 

1#废气排放口 

（114°41′

36.02″；

37°58′

20.35″） 

非甲烷总烃 

有组织 

80mg/m³ DB13/2322-2016 / 自动监测 

甲醇 190mg/m³ GB16297-1996 / 手工监测 

氨 4.9kg/h 

GB14554-93 

/ 手工监测 

硫化氢 0.33kg/h / 手工监测 

臭气浓度 2000 / 手工监测 

3#废气排放口 

（114°41′

36.10″；

37°58′

22.91″） 

非甲烷总烃 

有组织 

80 mg/m³ DB13/2322-2016 / 自动监测 

硫酸雾 45 mg/m³ 
GB16297-1996 

/ 手工监测 

氟化物 9 mg/m³  手工监测 

氨 4.9kg/h 

GB14554-93 

/ 手工监测 

硫化氢 0.33kg/h / 手工监测 

臭气浓度 2000 / 手工监测 

4#废气排放口 

（114°41′

36.20″；

烟尘 

有组织 

65 mg/m³ 

GB18484-2001 

/ 自动监测 

二氧化硫 200 mg/m³ 0.605t/a 自动监测 

氮氧化物 500 mg/m³ 1.512t/a 自动监测 



37°58′

22.58″） 

一氧化碳 80 mg/m³ / 手工监测 

汞 0.1 mg/m³ 0.302t/a 手工监测 

二恶英 0.5TEQng/m³ 1.512t/a 手工监测 

污水总排口 

CODcr 

/ 

500mg/L 

GB8978-1996; 良

村南污水处理厂

进水要求 

62.07t/a 自动监测 

氨氮 48mg/L 5.959t/a 自动监测 

总汞 0.05 mg/L 0.513t/a 手工监测 

总镉 0.1 mg/L 1.026t/a 手工监测 

总铬 1.5 mg/L 15.390t/a 手工监测 

总铅 1 mg/L 10.260t/a 手工监测 

总砷 0.5 mg/L 5.130t/a 手工监测 

pH值 6-9mg/L / 自动监测 

总氰化物 1mg/L / 手工监测 

总磷（以 P

计） 
3mg/L / 手工监测 

总氮（以 N

计） 
/mg/L / 自动监测 

氟化物（以

F-计） 
20mg/L / 手工监测 

色度 /mg/L / 手工监测 

总铜 2mg/L / 手工监测 

五日生化需

氧量 
180mg/L / 手工监测 

石油类 20mg/L / 手工监测 

总锌 5mg/L / 手工监测 

 



三、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序号 处理设施照片 处理设施简介 运行情况 

1 

 

水冷降温+活性炭吸附 25m

烟囱排放 

年运行时间：7200h 

目前状态：良好 

2 
碱洗+低温等离子+活性炭

吸附 15m烟囱排放 

年运行时间：8760h 

目前状态：良好 



 

3 

 

碱喷淋+次氯酸钠氧化+水

洗 15m烟囱排放 

年运行时间：8760h 

目前状态：良好 



4 

 

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排

放 

年运行时间：1200h 

目前状态：良好 



 

 

废水治理设施： 

车辆及地面清洗水等经混凝沉淀预处理后进入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超临界氧化装置排水经除磷、中和预处理再与其它处理达标的废水混合排

放。综合污水处理采用“水解酸化+A
2
/O”处理工艺进行处理后，出水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三级标准，同时满足石家庄良村

南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目前运行状态良好，年运行时间 8760h。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污水处理站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现有工程为“石家庄新奥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工业废物处置中心项目”，此项

目于 2016 年 11 月由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编制《石家庄新

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工业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6年 12月 24日取得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

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环境保护局关于本项目的审批意见（石

化安环审字 [2016]8号）；项目建设过程中物化处理系统两条生产线

的危险废物处置量根据市场情况发生了调整，废酸碱、表面处理线运

行时间发生变化，于 2018 年 2 月由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工业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变更说

明》，并于 2018年 2月 9日取得河北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同意变更的复函。后期在总的处置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项目

分两期建设，超临界水氧化处理系统新增 6类危险废物处置类别，并

对危险废物存储区进行优化调整，于 2018 年 3 月由河北正润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编制《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工业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补充报告》，并于 2018年 4月 2日报河北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行政

审批局备案。2018 年 9 月，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一期

项目验收。 

厂区内在建项目为“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循环化

工园区工业废物处置中心项目（二期）” 。此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由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石



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工业废物处置中心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并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取得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和环境保护局关于本项目的审批意见（冀石化园行审环批 

[2019]2号）。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我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并

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河北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生态环境局进行了

备案，备案号为 130187-2020-005L。 



六、危险废物产生信息 

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产生信息 

序

号 

危险废物名

称 

危险废物类

别 
危险废物代码 危险特性 产生环节 贮存地点 处置去向 

1 超临界灰渣 HW18 772-003-18 毒性（T） 超临界工艺 

危废暂存

库 委外处置 

2 除磷污泥 HW18 772-003-18 毒性（T） 超临界出水除磷 

危废暂存

库 委外处置 

3 物化污泥 HW18 772-003-18 毒性（T） 物化工艺 

危废暂存

库 委外处置 

4 废包装物 HW49 900-041-49 毒性（T） 

外来危废接收；分析化

验 

危废暂存

库 委外处置 

5 

废吸附活性

炭 HW49 900-039-49 毒性（T） 废气治理设施 

危废暂存

库 委外处置 

6 废机油 HW08 900-214-08 

毒性、易燃性

（T/I） 设备检维修 

危废暂存

库 自行利用处置 

7 气浮浮渣 HW49 900-046-49 毒性（T） 气浮工艺 

危废暂存

库 自行利用处置 

8 生化污泥 HW49 900-046-49 毒性（T） 污水生化处理工艺 

危废暂存

库 自行利用处置 

9 在线废液 HW49 900-047-49 毒性（T） 在线监测设备 

危废暂存

库 自行利用处置 

10 化验废物 HW49 900-047-49 毒性（T） 分析化验 

危废暂存

库 自行利用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