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董事长致辞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安徽神剑）作为一家上市

公司，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将搞好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作

为主抓手，努力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2021 年是

公司制定“十四五”环境报告工作发展战略开局之年，我们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主线是“巩固、调整、充实、提高”，同时要坚持一个原

则，就是“分类推进、精准施策、协同治理、社会共治”。明确“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几个重点方向：一是持续完善制度建设，

夯实生态环境保护基础；二是职责要分明，抓生产同时要抓环境治理

和环境保护；三是使用低毒或无毒害原材料，清洁生产，源头控制产

污；四是加大资金投入，引进先进的处理技术与工艺，同时自身要创

新发展；五是健全管控手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绿色化；六是深挖节能减排潜力，高度关注企业碳排放报告，积极

响应国家“双碳”发展战略。

我们希望通过 2021 年度环境报告，将公司的环境信息系统、透

明、真实地传达给公众，让公司的全体利益相关者理解并支持我们的

环保理念和行动，进一步推动安徽神剑的环境保护事业积极向前发

展。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概况

2.1.1公司简介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4月 18日，于 2007



年 12月 28 日变更设立为股份制公司，2010 年 3 月 3日，在深交所 A

股成功上市，股票代码：002361。现注册资本 9.7857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北工业园。

安徽神剑在化工新材料领域专业从事粉末涂料专用聚酯树脂系

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系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现有年产

聚酯树脂生产能力 12 万吨，2021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1.0亿元。安

徽神剑聚酯树脂系列产品长期为全球前两大粉末涂料供应商阿克苏

诺贝尔、杜邦，以及海尔、格力、三星、LG等高端客户提供配套服

务，是国内粉末涂料原材料专业供应商，市场占有份额名列前茅。在

全国共设有 10 个销售办事服务处，销售网点遍及全国。公司组织机

构共设 6个部门，聚酯树脂生产车间 3个，责任分明，管理顺畅。现

公司员工共计 300 余人，其中大专以上技术人员 95 人，占公司总人

数的 30.6%。

2.1.2公司地理位置优越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南倚皖南山系，北望江淮平原。全

市东西长 72km、南北长 100km，地处北纬 30°38′～31°31′、东经

117°58′～118°43′之间。芜湖是华东地区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4条高

速公路及 5条铁路在此交汇，距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约 1 小时车程。芜

湖市西临黄金水道长江，浩浩长江自城西南向东北缓缓流过，青弋江

自东南向西北穿城而过，汇入长江。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芜湖市东北部，是 1993 年 4 月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安徽省内第一家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现规划面积 121.68 平方公里。下辖龙山、万春两个街

道，常住和就业人口超过 20万。集综合保税区、汽车电子产业园、

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和外贸码头六个国家级发展平台于一体。建区以来，经开区坚持

把主导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培育、产业链配套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环

节来抓。已经形成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汽车及零部件、家用电器、新材

料三大主导产业。汽车及高端装备、新型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前景良好。目前，经开区投产开业企业 2600 余

家，其中境外世界 500 强投资企业 26家，高新技术企业 93 家，省级

以上研发机构 78家，国家级研发机构 13 家。

2.1.3公司企业文化

文化特色：忠诚正义、坚毅果敢、勇于创新、敢于争先。

发展使命： 致力于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使神剑的绿色产品伴随我

们的合作伙伴走进千家万户。

企业愿景：创世界品牌，铸百年神剑。

核心价值观：团队、务实、专注、高效、创新、争先。

质量方针：

低成本，高质量，争创最佳涂料系统，

重科技，守诚信，打造第一聚酯品牌。



质量目标：

产品合格率 98%；

合同履约率 100%；

客户退、换货率低于 1%；

顾客满意率 90%；

每年至少有一个新产品推向市场；

客户投诉在 24 小时内予以答复。

2.2公司组织机构

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如下：



三、环境管理

3.1环保理念方针

环保理念：绿色环保，员工健康，社会满意。

环保方针：

合理利用资源，预防控制污染，持续清洁生产，打造循环经济

主要内容：

贡献绿色产品是安徽神剑向公众做出的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

要求。坚持建立节约型企业发展观，在科研、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

防治污染，持续改进，满足环保要求。

建立生态循环经济是适应公司发展规模、持续改进环境绩效、贡献绿

色产品的总体目标。

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公司所有成员为公司长期发展，不懈奋斗的愿

景。

3.2环境管理机构和治理目标

3.2.1 环境管理机构

安徽神剑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建立了完善的环境保护组织机

构。设置了污水处理站、焚烧炉车间和固废处置岗位负责公司环境保

护工作。目前从事环境保护专、兼职员工 14 人，其中，具有环境保

护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7 人。公司开展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的

全面贯标及建立工作，为了确保体系的有效性，公司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内部审核活动，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不留隐患。在环境管理体

系运行过程中，公司总经理为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负责整个公司的



环保运行工作，规定各部门环境管理体系运行的职责和权限，利于分

工合作，各司其职，实施和保持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其他各单位负

责各自日常的环保设备巡视、检修和维保工作。

3.2.2环境治理目标

近期目标：

100%履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污染物达标排放；

杜绝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中长期目标：

持续贯彻先进的环保工作理念，从达标排放做起，要求源头控制，持

续推进清洁生产，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3.3环境管理制度

安徽神剑已经建立和完善了各种环境管理制度。先后制定了《环

境保护综合管理制度》、《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环境隐患治理排查制

度》等多项环境管理制度，为日常环境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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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污染物治理情况

3.4.1废水治理

3.4.1.1废水来源

废水来源于产品合成废水和办公生活废水，其中，产品合成废水

主要在两个阶段产生，一是酯化合成阶段，该阶段废水水量大，废水

污染物浓度相对较小；二是真空负压缩聚阶段，该阶段废水水量小，

废水污染物浓度偏高。

3.4.1.2废水治理工艺流程

废水处置工艺流程简图

产品废水

办公生活废水

园区污水管网

企业自建污水处理站▲

预处理 汽提塔 酸化厌氧 水解好氧 沉淀砂滤

污水总排放口 园区污水管网 园区污水处理厂



3.4.1.3废水治理效果

产品废水经过预处理后，经过汽提塔，然后进酸化厌氧和水解好

氧，最后经过沉淀、砂滤排入园区污水管网。办公生活废水含氮、磷

微量元素作为营养液直接进酸化厌氧段。全年污水处理系统运行平

稳，达标处理综合废水 33883 吨，总排放口 COD 平均排放浓度

21.3mg/L。（COD排放浓度行业标准限值 60mg/L）

废水在线监控设施▲

3.4.2废气治理

安徽神剑废气治理技术工艺先进，对污染物处置效率较高，具体

情况是将工艺废气和汽提塔尾气等各种有机废气有效收集送入焚烧

炉焚烧。废气进入焚烧炉后，燃烧火焰以 2-3 米/秒的速度沿炉本体

主燃烧筒旋转，并以 2-3 米/秒的速度沿炉体做轴向运动，强压空气

速度 2-3 米/秒组成交织的密闭火力网，使火焰涡流得以充分燃烧，

高温热解达到无异味、无黑烟的完全燃烧效果，对有机物的净化效率

达 99.9%以上。



储罐“大小”呼吸废气、投料废气、放料废气和污水站生化废气

等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后送入高压双区电离+碱吸收组合工艺装置处

置。根据环境监测报告结果显示，所有废气治理后均能达标排放。

天然气是一种清洁能源，公司天然气锅炉烟气直排，颗粒物，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均能达标排放。公司已完成了低氮燃烧改造，2021

年全年天然气锅炉运行状态稳定，烟气排放指标良好。

工艺废气 排气筒高度 25m

汽提塔尾气

投料废气 排气筒高度 30m
放料废气

污水站废气

排气筒高度 20m
天然气锅炉

焚烧炉▲

焚 烧 炉

CPP+碱洗

低氮燃烧器



无组织废气收集治理设施▲

（CPP+碱液吸收装置）



锅炉低氮燃烧机组▲



3.4.3固废管理

序

号
固废名称

2020 年末

剩余量

2021 年

预测量

2021 年

申报转移量

2021 年

产生量

2021 年

处置量

2021 年末

存储量

1. 废水处理污泥 1.8 60 60 18.1 19.486 0
2. 废过滤残渣 0 10 10 7.515 3.9 3.615
3. 废包装袋 0.629 0.7 0.7 0.286 0.694 0.221
4. 树脂合成残渣 0 9.0 10.0 8.52 8.52 0
5. 废有机树脂 0 15 15 12.2 12.2 0
6. 石棉废物 0 / / 4.62 4.62 0
7. 废桶 0 2.0 2.0 2.845 2.46 0.385
8. 废液 0 / 0.1 0.0923 0 0.0923
合

计

2.429 96.7 97.8 54.1783 51.88 4.3133

以下是一般固废

9. 废包装袋（外） 245.83 245.83 0
备注：全年固废暂存损失量 0.414t。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妥善处置各类危险废弃物

以及一般工业废弃物。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分管环保领导、科室和其

他部门单位以及员工的固废处置环境保护责任。针对危险废物，我们

严格执行危废管理制度，危险废物的暂存场所按照国家《危险废物贮

存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实施，符合防雨、防渗漏和防流失“三防”要

求。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合同，同时严格落实危废“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处置原则。

危废暂存库▲



3.5环保设备设施投资 (2021 年)

建设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数量/套数 完成时间 备注

IC 塔 189 1 2021.3 新建

废水等比例混合采样器 2.5 1 2021.3
CEMS 废气分析仪 12.38 1 2021.9

土建施工 27 1 2021.2 环保设施

合计 230.88

3.6提升环保理念，持续推进清洁生产，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安徽神剑多年来立足于企业的现实和长远的发展，坚持以持续稳

健发展为原则，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完善环境

管理制度、建立环境管理长效机制，取得了较好的环境绩效。

1）高浓度的抽真空废水引至焚烧炉焚烧，低浓度的酯化废水和真空

水环泵废水经汽提塔→酸化→厌氧→水解→好氧→沉淀砂滤处理。不

断调整优化运行参数，找到最适合污水处理系统运行工艺，确保系统

高效、稳定运行。

2）持续推进 LDAR 系统建标和监测工作，降低无组织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的排放量。

3）提升固废管理水平，深挖清洁生产潜力。

4）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履行各项社会责任。

3.7环保教育与培训

安徽神剑一直非常重视环保管理规范及各环保相关岗位人员的

培训。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环境管理体系及公司内部环境管理文件

为依据，要求各环保相关岗位管理人员定期学习，保障环保设施的稳

定运行，提高相关岗位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为了保障环保设

施的稳定运行，提高环保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依据未来



企业的发展趋势，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对 ISO14001 标准要求进行宣贯。

建立了环境管理手册、环境管理程序文件及作业指导书等，在全公司

范围内进行宣贯，以增强广大员工环境保护意识。公司根据体系文件

要求确定环境方针，围绕方针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识别环境因素与

重要环境因素、识别适用的法律法规、制定环境目标指标管理方案、

进行合规性评价、开展节能减排宣传活动等，取得了一定的环境管理

成效，使全体员工的环境意识得到提高。

四、环保守法合规性情况

4.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安徽神剑已建、新、扩建项目均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

时”制度，建设项目通过了相关部门的验收。

4.2污染物治理及达标排放情况

4.2.1 公司自建污水处理站，生产废水经过预处理，蒸汽汽提塔，生

化，沉淀砂滤处理后，排放水水质满足合成树脂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2015）中直接排放标准。

4.2.2 过程工艺废气、真空废气和汽提塔尾气等高浓度废气进焚烧炉

焚烧，焚烧效果良好，排放烟气无黑烟，无异味。投料废气，放料废

气，污水站生化废气等低浓度废气进湿式双区电离+碱吸收组合工艺

装置处置。环境监测报告显示，处理过的废气均能达标排放。

4.2.3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制度，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合同，

规范化建设固体废物存储场所，危险废物在处置过程中遵循“无害化，

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原则。



4.2.4 公司通过厂房隔声、防震降噪等措施降低生产设备噪声影响。

监测结果表明，公司厂界噪声均能达标排放。

4.3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运行情况

公司成立了环境风险隐患排查专项工作组织结构，制定了《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危险废弃物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并

已经按照要求定期进行演练并总结评价。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

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与各成员

及现场负责人形成了完整的信息网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图

小于较大级事故

报告事故信息 判断事故等级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启动应急预案应急指挥部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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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本年度环境报告涵盖公司所有相关部门

5.2本环境报告书报告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于 2022年 3月发布。

5.3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53-5316331

5.4信息反馈方式

如对本报告书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欢迎来电、来函咨询。

5.4.1联系方式

联系人：鲁先生

移动电话：13866353177

固定电话：0553-5316331-6077

传真：0553-5316577

5.4.2 来函咨询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北工业园保顺路 8号

六、结语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将始终坚守与环境共同和谐发展

的道路，通过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环境保护管理水平，进一步提

升公司清洁生产能力。履行应尽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经济，严格落实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并继续加强环境信息披

露工作，使社会公众了解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及取得效果等综合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