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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环境信息摘要 

 

一、企业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吉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试行)》、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

公开办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 

二、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变更情况。2010 年 8 月 31 日已办理环

保审批手续。2012 年 12 月 21 日已办理环保验收手续。2020 年

5 月 21 日首次申请排污许可证。 

三、污染物排放情况。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2021 年

非甲烷总烃实际排放量为 0.031205t。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2021 年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为悬浮物 0.02216t、化学需氧量

0.03168t、五日生化需氧量 0.013418t、氨氮 0.000162t、总磷

0.000029t。2021 年度无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 

四、2021 年度无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判决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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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延边长白山天池实业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洪波 

注册地址： 

延吉市吉林延吉国际空

港经济开发区鸿运街

1082号 

生产地址： 
延吉市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

济开发区鸿运街 1082 号 

行业类别： 香精、香料制造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企业联系人： 葛树林 联系方式： 18604336101 

是否重点排污

单位 
否 

是否实施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的企业 
否 

产品与服务 香料、香精 生产工艺的名称 混合搅拌 

生产工艺情况 不属于国家、地方等公布的鼓励类、限制类或淘汰类目录（名录）内 

  

 

企业环境管理信息 

许可名称 编号 
获得许可的 

审批文件 
核发机关 获取时间 有效期限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 

延州环建

(表)字

(2010)40号 

关于延边长白山天

池日化有限公司异

地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 

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

环境保护

局 

2010年 

8月 31日 
 

排污许可 
91222400795

246724D001U 
排污许可证 

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

生态环境

局 

2020年 

5月 21日 

2020年5月21

日起至 2023

年 5月 20日 

主要许可事项 

信息工程、生物工程技术开发、服务、咨询，香精、香料研发、生产，包装胶

带生产；零售；预包装食品（土特产品、其它食品）、实验仪器、实验设备、

包装粘接胶；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表格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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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税缴纳信息 

   经延吉市生态环境局测算，我公司不缴纳环境税，我公司的生活

废物全部由环卫部门进行处置、废水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噪声环境

保护税符合环境保护税法中免征环境保护税的标准，因而无需缴纳。 

 

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信息 

我公司环境污染比较小，没有参加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保信用评价信息 

我公司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履行环保社会责任，在执法监察、监

测监控、 应急管理、排污许可证管理方面均无扣分项，从未触及生

态红线。   

 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 

污染防治设施的名称 反应釜内自带冷凝装置 ，用于废气处理 

对应的产污环节 反应釜；生活污水，生产废水 

处理的污染物 —— 

对应排污口的名称 车间排气筒；一般排放口 

对应排污口的编号 DA001;DW001 

年度非正常运行的设施名称 无 

排放的污染物 
非甲烷总烃；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

氧量、氨氮、总磷 

排放的污染物次数、日期及时长 

每天连续性排放 

日期：1月 2天，3月 1天，4月 1天，6月 1天，8月 13

天，9月 1天，10月 10天，11月 10天，12月 5天。2021

年共 44天。 

时长：每日 6小时-8小时 

排放的污染物主要原因 根据生产工艺混合搅拌产生的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维护情况 自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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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关信息 

有组织排放 

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名称 

水污染物：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 

大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 

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污口的数量 各 1个 

主要排污口各项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总量 无主要排污口 

水污染物日均浓度的年度平均值 

pH 为 6.40（无量纲），悬浮物为 310mg/L，化学需氧量

为 407mg/L，五日生化需氧量为 163mg/L，氨氮为

1.69mg/L，总磷为 1.37mg/L 

大气污染物小时浓度的年度平均值 非甲烷总烃为 78.1mg/m
3
 

各排污口安装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设备

及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情况 
无 

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污染物名称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名称 

1#厂界外 10m 处（上风向），2#厂界外 10m 处（下风

向），3#厂界外 10m 处（下风向）4#厂界外 10m 处（下

风向） 

各监测点位主要大气污染物实际排放浓

度 

非甲烷总烃：2021.6.8：1#1.58mg/m3；2#3.35mg/m3；

3#3.25mg/m3；4#3.04mg/m3 

2021.8.26 ： 1#0.54mg/m3 、 0.61mg/m3 、 0.58mg/m3 、

2#2.36mg/m3、2.89mg/m3、2.71mg/m3； 

3#2.86mg/m3、2.59mg/m3、2.72mg/m3； 

4#2.13mg/m3、1.98mg/m3、2.05mg/m3 

各监测点位主要大气污染物实际排放总

量 
吨/年 

其他信息 

每月生产天数 
1 月 2天，3月 1天，4月 1天，6月 1天，8月 13天，

9月 1天，10月 10天，11月 10天，12月 5天 

全年生产天数 44 天 

自行监测天数（或次数） 1 次/半年 

达标次数 全部达标 

超标次数 0 

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名称和资质 吉林市吉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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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流向和利用处置信息 

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有毒有害物质排放信息 

无有毒有害物质排放。 

 

 

噪声排放情况 

监测点位名称 
厂界东侧 1m 处、厂界南侧 1m 处、厂界西侧 1m

处、厂界北侧 1m 处 

监测点位位置 厂界四周 

执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 

排放限值 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实际排放值 

2021.3.19昼间：东 52，南 51，西 51，北 53 

         夜间：东 41，南 39，西 40，北 38 

2021.6.8昼间：东 51，南 50，西 52，北 52 

         夜间：东 39，南 38，西 40，北 39 

2021.8.25昼间：东 50，南 51，西 52，北 51 

         夜间：东 39，南 38，西 40，北 40 

 

 

扬尘污染情况（涉气企业） 

无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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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排污许可证管理类别 简化管理 

执行报告应编制公开的次数 季报+年报 

实际编制公开的次数 5 

发布信息  

   

碳排放信息（涉气企业） 

无碳排放。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信息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原因 ——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实施情况 —— 

评估与验收结果 —— 

 

生态环境应急信息 

1. 生态环境应急情况 

   为规范生产经营单位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应对和防范风险与事故

的能力，保障公司员工和公众的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

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保证公司内部、公司所在工业园区和相关政府

管理部门之间始终保持高 效的信息沟通及合作，有效组织抢险救火，

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2.现有生态环境应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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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质名称 数量 主要功能 备注 

1 消防沙 1 污染源切断  

2 消防铲 5 污染物收集  

3 消防桶 5 污染物收集  

4 口罩 20 安全防护  

5 安全帽 5 安全防护  

6 灭火器 33 安全防护  

7 沙袋    5 污染源切断  

3.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本年度我公司无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我公司进行了 1 次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企业于 2021 年 5 月组织了消防应急演练、环

境污染事故应急演练。演练由安全部门统一组织，编制应急救援预案，

确定参加演习的人员、单位及内容等，公司应急小组成员协助演练。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情况 —— 

一厂一策公示牌落实情况 —— 

本年度或上一年度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时段 —— 

本年度或上一年度 预警等级 —— 

本年度或上一年度 预警措施要求 —— 

本年度或上一年度 绩效分级结果 —— 

本年度或上一年度 措施实际执行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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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1.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信息 

  本年度我公司无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信息。 

2. 生态环境司法判决信息 

   本年度我公司无生态环境司法判决信息。 

 

本年度临时报告情况 

１．临时报告发布数量 

    本年度我公司未发布环境临时报告。 

2．主要情况信息 

    本年度我公司未发生任何临时环境事件，因而未发布环境临时报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