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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信息 

1、基础信息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124613225093N  企业名称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瑞水 

注册资本  24320.000000万  成立日期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自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至

登记机关  平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年 7月 14 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业园区

玫德玛钢科技园 

生产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

业园区玫德玛钢科技园 
联系方式 

电话：0531‐87856109 

传真：0531‐87871021 

E‐MAIL: 

yangguang_589@163.com 

网址：www.meide‐casting.com 

 

2、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内容、产品及规模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1 年，拥有 5 个生产经营单位，是集生产、供应管道流体

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具备模具、铸造、热处理、热镀锌、电镀锌、

喷涂、加工、装配等全工序生产能力。为供水系统、消防系统、空调暖通系统、给排水系统、

农业灌溉系统、输变电系统、矿山、机械、设备等系统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产品、服务和

解决方案，能满足不同工况的使用需求。 

        公司供应的产品应用于水、油、气、热力、电力输送等各个民用及工业领域。产品符合

英标、美标、德标、日标等多个标准。主营产品包括可锻铸铁螺纹管件、球铁沟槽管件和管

卡、球铁、铸铁和铸钢阀门、灰铁和球铁螺纹管件、钢管接管和接头、不锈钢管和接头、铜

管和接头、铸造青铜螺纹管件、管夹和线夹、电力金具以及多种 OEM 铸件等。迈克商标已

在全球 102个国家注册。产品畅销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严格按照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组织生产和质量控制，并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产品申请并获得了 PVF 领域内最专业的各类认证，主要有：中国 CCCF 强制产品

认证，美国 UL/FM/NSF认证，加拿大 CRN/ CUL 认证，欧盟 CE/PED，德国 VdS/DVGW/TUV 认

证，英国 BSI/LPCB/BBA/WRAS 认证，法国 ACS 认证，以色列 SII 认证，日本 JIS 认证，巴西

ABNT 认证，俄罗斯 GOST‐R 认证，韩国 KS 认证，土耳其 TSE 认证，新加坡 PSB 认证，马来

西亚 SIRIM 认证，南非 SABS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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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 月公司被批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设有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与国内外多所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合作，研发能力强大。现拥有国家专利 116 项，其

中发明 22 项，实用新型 92 项，外观专利 2 项。起草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8 项。多项技术成

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9年公司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0 年被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玛钢管件生

产基地龙头企业”。公司先后荣获世界五金制品行业五百强中国第一名、中国工业行业排头

兵企业、国家企业信用 AAA 级、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知名

品牌、中国管路连接件用户满意第一品牌、山东省诚信企业、山东省第三批创新型企业等 400

多项荣誉。公司为全球管道流体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知名生产商。 

 

3、科技园厂区介绍 

        科技园厂区主要建设有全封闭车间厂房、办公楼、综合楼、仓库、澡堂等，项目用地面

积 266668 平方米(合 400亩)。封闭厂房内建设有铸造、半加工、半成品、热镀锌、加工、包

装、成品库 2 条生产设施。年设计生产能力 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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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废气排放信息 

1、废气排放信息 

序号  排气筒名称  排放污染物 检测单位 

折算排放浓

度均值

（mg/ m³）

排放总量

（t/a） 
超标情况 

执行排放标准

（mg/m³） 

执行排放标准名

称 

1  水冷炉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 

1.30  0.38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四时段

重点控制区域 

SO2  ND  ‐‐‐  无  50 

Nox  77.00  22.58  无  100 

2  焦炭库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力维科技

检测有限公司 
20.3  4.71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三时段 

3  炉前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72  0.75  无  30 

4  新东线浇铸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78  0.9  无  30 

5 
振动槽及浇铸废气排气

筒（新东线）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81  0.792  无  30 

6 
振动槽及浇铸废气排气

筒（东久线）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4.25  0.84  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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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平线地沟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94  0.39  无  30 

8 
三乙胺废气治理设施排

气筒 
VOCs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0.526  0.06  无  80 

参照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  天津 

9  B线热芯机排气筒 

VOCs 
青岛市华测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 

1.92  0.06  无  80 

参照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  天津 

甲醛  0.50  0.02  无  25 

GB16297‐1996 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表 2要求 

10  北混砂除尘排气筒（西）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4  1.44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三时段 

11  北混砂除尘排气筒（东）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24  0.43  无  30 

12  南混砂除尘排气筒（西）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4.12  1.12  无  30 

13  南混砂除尘排气筒（东）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7.02  3.19  无  30 

14  DISA线浇铸分包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19  0.32  无  30 

15 
DISA 北线落砂除尘排气

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4.04  1.25  无  30 

16 
DISA 南线落砂除尘排气

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21  1.5  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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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D 线热芯机排气筒 

VOCs 
青岛市华测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 

1.17  0.06  无  80 

参照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  天津 

甲醛  0.50  0.02  无  25 

GB16297‐1996 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表 2要求 

18 
覆膜砂处理设备除尘排

气筒（西）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27  0.31  无  2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三时段 

19 
覆膜砂处理设备除尘排

气筒（中）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2.56  0.29  无  30 

20  抛丸砂轮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09  0.49  无  30 

21 
覆膜砂处理设备除尘排

气筒（东）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23  0.51  无  30 

22 
抛丸除尘排气筒（镀锌

一部半成品库）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6.32  1.04  无  30 

23  燃气退火窑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8.84  0.30  无  20 

SO2 
平阴县环境保

护监测站 

ND  ‐‐‐  无  200 

Nox  113.00  3.81  无  200 

24 
锌锅天然气排气筒（镀

锌一部）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7.16  0.11  无  20 

SO2  ND  ‐‐‐  无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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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171.00  2.77  无  200 

25 
自动线锌锅布袋除尘排

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41  1.44  无  30 

26 
酸雾吸收塔排气筒（镀

锌一部） 
HCL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0.21  ‐‐‐  无  100 

GB16297‐1996 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表 2要求 

27 
高温炉布袋除尘排气筒

（镀锌一部）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3.30  1.30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三时段 

28 
酸雾吸收塔排气筒（镀

锌七线） 
HCL 

山东唯真测试

分析有限公司 
0.40  0.14  无  100 

GB16297‐1996 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表 2要求 

29 
抛丸除尘排气筒（镀锌

七线） 
颗粒物 

山东唯真测试

分析有限公司 
6.80  1.15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四时段

重点控制区域 

30 
锌锅天然气排气筒（镀

锌七线） 

颗粒物 

山东唯真测试

分析有限公司 

7.70  0.07  无  10 

SO2  12.00  0.11  无  50 

Nox  76.00  0.72  无  100 

31 
高温炉布袋除尘排气筒

（镀锌七线） 
颗粒物 

山东唯真测试

分析有限公司 
5.90  0.36  无  10 

备注： 

1、ND：表示未检出；‐‐‐：表示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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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定排放总量 

污染物  核定排放量（t/a） 

二氧化硫  171 

氮氧化物  30 

备注： 

1、核定排放总量填写依据：平阴县重点排污单位及污水处理厂“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暂行）。 

 

   



8 
 

第三章    废水排放信息 

检测单位和方式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手工检测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29000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26000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达标排放到平阴县污水处理厂 

水污染物名称  实际排放浓度（mg/L）  规定排放限值（mg/L）  执行的排放标准 

COD  41  420 

《平阴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

质标准》 
氨氮  0.146  30 

pH  7.6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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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0dB，夜间≤50dB 

排放方式  达标排放  实际检测数据 

  东厂界 1 米昼 56.8dB夜 49.5dB， 

  西厂界 1 米昼 59.6dB夜 44dB， 

  南厂界 1 米昼 59.2dB夜 49.1dB， 

  北厂界 1 米昼 55.6dB夜 47.8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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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 

 

固体（危险）废物

名称 
固废类别  危废编号  产生量（吨）  转移量（吨）  储存量（吨）  处置或回收情况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HW08  0.654  3.665  0.000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污泥  危险废物  HW17  38.290  33.364  12.096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镀锌除尘灰  危险废物  HW23  34.590  37.030  0.000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废包装物  危险废物  HW49  0.265  0  0.805    

废切削液  危险废物  HW09  0.553  0  1.083    

废助镀剂渣  危险废物  HW17  0.168  0  0.369    

水渣  一般固废    5162.260  5162.26  0.000  外卖建材厂 

废旧砂  一般固废    8060.920  8060.92  0.000  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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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废气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序号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1  水冷炉除尘器  2014.04.01  炉内脱硫、旋风除尘、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  焦炭库除尘器  2017.09.07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3  炉前除尘器  2016.01.3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4  新东线浇铸除尘器  2017.09.07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5  振动槽及浇铸废气除尘器（新东线）  2013.12.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6  振动槽及浇铸废气除尘器（东久线）  2013.12.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7  水平线地沟除尘器  2013.12.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8  三乙胺废气净化设施  2013.12.25  水喷淋+酸碱中和  330 天/年  良好 

9  B线热芯机光氧催化设施  2017.07.30  水喷淋+UV光解  330 天/年  良好 

11  北混砂除尘器（西）  2013.12.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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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混砂除尘器（东）  2013.12.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3  南混砂除尘器（西）  2014.09.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4  南混砂除尘器（东）  2014.09.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5  DISA线浇铸分包除尘器  2017.09.07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6  DISA北线落砂除尘器  2014.09.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7  DISA南线落砂除尘器  2014.09.2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8  C、D 线热芯机光氧催化设施  2017.07.30  水喷淋+UV光解  330 天/年  良好 

19  覆膜砂处理设备除尘器（西）  2016.06.09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0  覆膜砂处理设备除尘器（中）  2016.06.09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1  抛丸砂轮除尘器  2013.10.04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2  覆膜砂处理设备除尘器（东）  2016.06.09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3  抛丸除尘器（镀锌一部半成品库）  2013.08.2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4  自动线锌锅布袋除尘器  2013.08.2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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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酸雾吸收塔（镀锌一部）  2016.01.05  水喷淋+酸碱中和  330 天/年  良好 

26  抛丸除尘器（镀锌七线）  2017.10.1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7  酸雾吸收塔（镀锌七线）  2017.08.16  水喷淋+酸碱中和  330 天/年  良好 

28  高温炉布袋除尘器（镀锌一部）  2016.03.2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9  高温炉布袋除尘器（镀锌七线）  2017.10.1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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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废水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科技园水处理中心 2013.10.01 

物化预处理+两级

A/O 生物处理+反硝

化生物滤池 

1000 吨/天  300 吨/天  2013 年至今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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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环评及其他环境保护许可 

环评名称  建设内容  环评批复时间及文号  竣工验收文号 

8 万吨管路连接件生产基地项目

（2010 年） 
全厂区环评 

2010年 8月 24 日，济环

字【2010】107 号 

济环建验【2015】44 号（一期） 

济环建验【2017】52 号（二期） 

旧砂再生处理及覆膜砂制作生产线

项目（2014年） 
再生砂项目 

2015年 1月 30 日，济环

字【2015】04 号 
济平环建验【2017】10号 

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2016

年） 
研发中心项目 

2016年 6月 8 日，平环审

【2016】年 14 号 
济平环建验【2017】17号 

清洁能源改造及环保提标治理项目

（2017 年） 
热工一部 15吨水冷炉项目 

2017年 9月 29 日，济平

环建审【2017】84 号 
华测鲁环【2017】第 210R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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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平阴县环保局备案，备案编号：

3701242014007 

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平阴县环保局备案，备案编号：

3701242014007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正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故，

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护厂区及周边环境、

居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无突发环境事件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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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环境信息 

缴纳排污费情况  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出的排污费缴纳通知书按月缴纳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2017 年全年达标排放 

环保方针  遵守法规，环保达标；实施控制，节能降耗；持续改进，防污增效。 

节能方针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推进节能技术进步；持续降低能耗，树立行业标杆。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环保用电 1130 万度 

年度环境违法情况  无 

年度环境奖励情况  无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孔村分厂） 

 

2017年环境信息公开表 

 

 

 

 

 

 

 

 

 

 

                                                  制作单位：孔村分厂安全环保科 

                                                  公开时间：20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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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信息 

1、基础信息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124613225093N  企业名称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瑞水 

注册资本  24320.000000万  成立日期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自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至

登记机关  平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年 7月 14 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业园区

玫德玛钢科技园 

生产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

业园区玫德玛钢科技园 
联系方式 

电话：0531‐87856109 

传真：0531‐87871021 

E‐MAIL: 

yangguang_589@163.com 

网址：www.meide‐casting.com 

 

2、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内容、产品及规模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1 年，拥有 5 个生产经营单位，是集生产、供应管道流体

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具备模具、铸造、热处理、热镀锌、电镀锌、

喷涂、加工、装配等全工序生产能力。为供水系统、消防系统、空调暖通系统、给排水系统、

农业灌溉系统、输变电系统、矿山、机械、设备等系统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产品、服务和

解决方案，能满足不同工况的使用需求。 

        公司供应的产品应用于水、油、气、热力、电力输送等各个民用及工业领域。产品符合

英标、美标、德标、日标等多个标准。主营产品包括可锻铸铁螺纹管件、球铁沟槽管件和管

卡、球铁、铸铁和铸钢阀门、灰铁和球铁螺纹管件、钢管接管和接头、不锈钢管和接头、铜

管和接头、铸造青铜螺纹管件、管夹和线夹、电力金具以及多种 OEM 铸件等。迈克商标已

在全球 102个国家注册。产品畅销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严格按照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组织生产和质量控制，并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产品申请并获得了 PVF 领域内最专业的各类认证，主要有：中国 CCCF 强制产品

认证，美国 UL/FM/NSF认证，加拿大 CRN/ CUL 认证，欧盟 CE/PED，德国 VdS/DVGW/TUV 认

证，英国 BSI/LPCB/BBA/WRAS 认证，法国 ACS 认证，以色列 SII 认证，日本 JIS 认证，巴西

ABNT 认证，俄罗斯 GOST‐R 认证，韩国 KS 认证，土耳其 TSE 认证，新加坡 PSB 认证，马来

西亚 SIRIM 认证，南非 SABS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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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 月公司被批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设有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与国内外多所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合作，研发能力强大。现拥有国家专利 116 项，其

中发明 22 项，实用新型 92 项，外观专利 2 项。起草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8 项。多项技术成

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9年公司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0 年被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玛钢管件生

产基地龙头企业”。公司先后荣获世界五金制品行业五百强中国第一名、中国工业行业排头

兵企业、国家企业信用 AAA 级、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知名

品牌、中国管路连接件用户满意第一品牌、山东省诚信企业、山东省第三批创新型企业等 400

多项荣誉。公司为全球管道流体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知名生产商。 

 

3、孔村厂区介绍 

        孔村分厂项目占地面积 64664.25m2，筑面积 41770m2，主要进行玛钢管件、球铁沟槽

式管件的生产及销售；现有企业设计产品方案及规模为年产玛钢管件半成品 3.6 万吨、球铁

沟槽式管件产品 1 万吨。厂区位于山东省平阴县孔村镇范围内，东侧为孔村法庭和空地；南

侧为道路（澳海街），隔路为孔村镇居住区；西侧为孔村工商所和空地；北侧为空地。 

        厂区内部共有 17 座构筑物，1 个主出入口；厂区南部设主出入口，南部靠东由南往北

依次为办公楼 1、成品库、办公房/水激渣暂存区/模具库、半加三车间、半五库车间，南部

靠西由南往北依次为办公楼 2/模具库、铸造三车间、退火车间/半加五车间、模具库/维修三

车间，北侧靠东为铸造四车间，北侧靠西由北往南依次为焦炭库、原材料库、废钢存储区、

一般固废暂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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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废气排放信息 

1、废气排放信息 

序号  排气筒名称  排放污染物 检测单位 
折算排放浓度均

值（mg/ m³） 

排放总量

（t/a） 

超标

情况

执行排放标准

（mg/m³） 

执行排放标准名

称 

1 
冲天炉除尘排气筒（铸造

三）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13.00  0.27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三时段 

SO2  ND  ‐‐‐  无  300 

Nox  ND  ‐‐‐  无  300 

2 
抛丸布袋除尘排气筒（铸造

三）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4.09  0.13  无  30 

3 
混砂布袋除尘排气筒（铸造

三）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5.15  0.15  无  30 

4 
冲天炉布袋除尘排气筒（铸

造四）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5.27  0.23  无  30 

SO2  ND  ‐‐‐  无  300 

Nox  23  4.83  无  300 

5 
新东线落砂+喂丝布袋除尘排

气筒（铸造四）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5.27  0.14  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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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砂处理（西线回砂）布袋除

尘排气筒（铸造四） 
颗粒物 

山东碧轩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 
2.8  0.32  无  30 

7 
震动槽（东段）除尘排气筒

（铸造四） 
颗粒物 

山东碧轩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 
8.2  0.44  无  30 

8 
炉前+喂丝布袋除尘排气筒

（铸造四） 
颗粒物 

山东碧轩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 
2.4  0.17  无  30 

9 
电炉（5 吨）布袋除尘（铸

造四） 
颗粒物 

山东碧轩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 
6.6  0.15  无  30 

10 
电炉（6 吨）布袋除尘（铸

造四） 
颗粒物 

山东唯真测试分

析有限公司 
3.6  0.27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四时段

重点控制区域 

11 
（东半部）砂轮平口布袋除

尘排气筒（半五库）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5.9  0.12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三时段 12 
（西半部）抛丸布袋除尘排

气筒（半五库） 
颗粒物  江苏力维检测  17.3  0.17  无  30 

13 
燃气退火炉排气筒（半加

三） 

颗粒物 

山东唯真测试有

限公司 

5.1  0.03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四时段

重点控制区域 

SO2  10  0.07  无  50 

Nox  85  0.61  无  100 

14 
抛丸+平口布袋除尘排气筒

（半加三） 
颗粒物  江苏力维检测  17.3  0.03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第三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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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制芯排气筒北（铸造四） 

VOC 

山东格林检测股

份有限公司 

9.5  3.18  无  80 

参照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  天津 

甲醛  5.6  1.85  无  25 

GB16297‐1996 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表 2要求 

16  制芯排气筒南（铸造四） 

VOC 

山东格林检测股

份有限公司 

9.8  0.50  无  80 

参照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  天津 

甲醛  6.1  0.30  无  25 

GB16297‐1996 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表 2要求 

备注： 

1、ND：表示未检出；‐‐‐：表示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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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定排放总量 

污染物  核定排放量（t/a） 

二氧化硫  236 

氮氧化物  43 

备注： 

1、核定排放总量填写依据：平阴县重点排污单位及污水处理厂“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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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废水排放信息 

检测单位和方式  山东泰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手工检测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0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0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不外排 

水污染物名称  实际排放浓度（mg/L）  规定排放限值（mg/L）  执行的排放标准 

COD  35  50 

《山东省小清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氨氮  0.522  5 

pH  7.2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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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 类标准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0dB，夜间≤50dB 

排放方式  达标排放  实际检测数据 

东厂界 1 米昼 58.6dB夜 47.5dB， 

西厂界 1 米昼 58.2dB夜 47.4dB， 

南厂界 1 米昼 59.7dB夜 48.1dB， 

北厂界 1 米昼 57.6dB夜 48.1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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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 

固体（危险）废

物名称 
固废类别 产生量 转移量 储存量 处置或回收情况 

水渣 一般固废 3263.82 3263.82 0 外卖建材厂 

废旧砂 一般固废 2242.32 2242.32 0 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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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废气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序号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1  1#冲天炉除尘  2009.03.01  炉内脱硫+旋风除尘+多管除尘+布袋除尘 210  良好 

2 
2#落砂滚筒+震动槽 1 除

尘 
2018.03.19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3  3#退火炉烟气  2017.05.20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4  4#震动槽 2#除尘  2018.03.19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5  5#炉前喂丝除尘  2005.12.01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6  6#混砂除尘  2006.07.01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7  7#抛丸除尘  2015.01.05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8  8#新东线落砂+喂丝  2014.05.08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9  9#振动槽 1#除尘  2014.07.10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10  10#分包浇铸+震动槽  2016.04.21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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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炉前除尘  2005.03.19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12  12#电炉除尘  2017.12.26  水喷淋+UV光解  330  良好 

13  13#冲天炉除尘  2006.10.01  炉内脱硫+旋风除尘+多管除尘+布袋除尘 330  良好 

14  14#砂处理+抛丸  2003.03.12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15  15#砂处理  2005.06.16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16  16#砂处理  2015.05.04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17  17#开式落砂除尘  2014.11.01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18  18#自硬砂处理除尘  2013.07.23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19  19#抛丸除尘  2007.03.25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20  20#电磨修磨除尘  2015.07.06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21  21#抛丸除尘  2011.03.06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22  22#抛丸除尘  2017.09.07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23  23#修磨除尘  2014.06.11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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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抛丸除尘  2015.03.16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25  25#制芯废气  2017.12.26  水喷淋+UV光解  330  良好 

26  27#喷塑线粉末  2018.02.22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27  28#制芯废气  2017.06.01  水喷淋+UV光解  330  良好 

28  29#电炉除尘  2017.11.15  布袋除尘  330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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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废水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孔村分厂水处理中心 2017.10.01  预处理+生物处理  123m³/天  60‐80m³  2017 年至今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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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环评及其他环境保护许可 

环评名称  建设内容  环评批复时间及文号  竣工验收文号 

万吨球铁沟槽式管件产品扩产改造项目

（2004 年） 
扩产铸造四车间项目  2004年 4月 14 日  审批意见  环验【2007】01 号 

清洁能源改造及环保提标治理项目

（2017 年） 
6 吨/小时电炉项目 

2017年 7月 31 日，济平环建审

【2017】40号 
自主验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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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正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

故，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护厂区及周边环

境、居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无突发环境事件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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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环境信息 

缴纳排污费情况  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出的排污费缴纳通知书按月缴纳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2017 年全年达标排放 

环保方针  遵守法规，环保达标；实施控制，节能降耗；持续改进，防污增效。 

节能方针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推进节能技术进步；持续降低能耗，树立行业标杆。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环保用电 318 万度 

年度环境违法情况  无 

年度环境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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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信息 

1、基础信息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124613225093N  企业名称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瑞水 

注册资本  24320.000000万  成立日期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自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至

登记机关  平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年 7月 14 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业园区

玫德玛钢科技园 

生产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

业园区玫德玛钢科技园 
联系方式 

电话：0531‐87856109 

传真：0531‐87871021 

E‐MAIL: 

yangguang_589@163.com 

网址：www.meide‐casting.com 

 

2、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内容、产品及规模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1 年，拥有 5 个生产经营单位，是集生产、供应管道流体

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具备模具、铸造、热处理、热镀锌、电镀锌、

喷涂、加工、装配等全工序生产能力。为供水系统、消防系统、空调暖通系统、给排水系统、

农业灌溉系统、输变电系统、矿山、机械、设备等系统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产品、服务和

解决方案，能满足不同工况的使用需求。 

        公司供应的产品应用于水、油、气、热力、电力输送等各个民用及工业领域。产品符合

英标、美标、德标、日标等多个标准。主营产品包括可锻铸铁螺纹管件、球铁沟槽管件和管

卡、球铁、铸铁和铸钢阀门、灰铁和球铁螺纹管件、钢管接管和接头、不锈钢管和接头、铜

管和接头、铸造青铜螺纹管件、管夹和线夹、电力金具以及多种 OEM 铸件等。迈克商标已

在全球 102个国家注册。产品畅销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严格按照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组织生产和质量控制，并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产品申请并获得了 PVF 领域内最专业的各类认证，主要有：中国 CCCF 强制产品

认证，美国 UL/FM/NSF认证，加拿大 CRN/ CUL 认证，欧盟 CE/PED，德国 VdS/DVGW/TUV 认

证，英国 BSI/LPCB/BBA/WRAS 认证，法国 ACS 认证，以色列 SII 认证，日本 JIS 认证，巴西

ABNT 认证，俄罗斯 GOST‐R 认证，韩国 KS 认证，土耳其 TSE 认证，新加坡 PSB 认证，马来

西亚 SIRIM 认证，南非 SABS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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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 月公司被批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设有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与国内外多所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合作，研发能力强大。现拥有国家专利 116 项，其

中发明 22 项，实用新型 92 项，外观专利 2 项。起草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8 项。多项技术成

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9年公司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0 年被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玛钢管件生

产基地龙头企业”。公司先后荣获世界五金制品行业五百强中国第一名、中国工业行业排头

兵企业、国家企业信用 AAA 级、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知名

品牌、中国管路连接件用户满意第一品牌、山东省诚信企业、山东省第三批创新型企业等 400

多项荣誉。公司为全球管道流体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知名生产商。 

 

3、孝直厂区介绍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孝直分厂现有厂区占地面积为 87382.95m2，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厂区北邻孝直村空地、南至孝直村村路、西临孝直村村民、东至孝直村村路。厂址周边村路

纵横交错，交通便利。厂区内部构筑物铸造车间、加工车间、包装车间、原料库、半加工车

间、半成品处理车间、热镀锌车间、成品库、办公楼等。孝直分厂现有工程总职工人数为 1671

人，其中工人人数为 1566 人，管理人员为 105 人。 

        孝直分厂年产能 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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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废气排放信息 

1、废气排放信息 

序号  排气筒名称  排放污染物 检测单位 
折算排放浓度均

值（mg/ m³） 

排放总量

（t/a） 

超标情

况 

执行排放标准

（mg/m³） 
执行排放标准名称 

1  冲天炉除尘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14.5  2.67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氮氧化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25  4.57  无  300 

二氧化硫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ND  ‐‐‐  无  300 

2  炉前除尘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25.9  3.06  无  30 

3  电炉除尘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1.52  2.92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四时段重

点控制区域 

4  DISA浇铸除尘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5.27  0.18  无  10 

5  DISA砂处理除尘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5.66  0.49  无  10 

6  落砂滚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8.31  1.47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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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混砂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5.28  4.06  无  30 

8  制芯排气筒  voc 
青岛市华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ND  ‐‐‐  无  25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表 2 要求 

9  2#混砂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3.36  0.37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10  3#隧道窑（24）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6.08  0.59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四时段重

点控制区域 

氮氧化物  24  2.36  无  100 

二氧化硫  32  3.15  无  50 

11  锅炉房天然气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6.93  0.03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氮氧化物  111  0.48  无  250 

二氧化硫  ND  ‐‐‐  无  100 

12  晾灰室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7.75  0.16  无  30 

13  2#隧道窑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9.11  0.8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四时段重

点控制区域 

氮氧化物  100  8.84  无  100 

二氧化硫  33  2.91  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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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隧道窑 

颗粒物 

青岛华测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9.56  0.54  无  10 

氮氧化物  86  11.43  无  100 

二氧化硫  ND  ‐‐‐  无  50 

15  酸雾塔（镀锌二）  HCL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ND  ‐‐‐  无  100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表 2 要求 

16 
天然气排气筒（镀锌

二）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9.07  0.66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氮氧化物  155  11.41  无  300 

二氧化硫  ND  ‐‐‐  无  300 

17 
锌锅排气筒（镀锌

二）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3.26  0.66  无  30 

18  酸雾塔（镀锌四）  HCL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1.4  0.19  无  100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表 2 要求 

19 
锌锅排气筒（镀锌

四）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3.87  0.59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20  砂轮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19.1  4.23  无  30 

21  抛丸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检

测有限公司 
4.14  0.73  无  30 

备注： 

1、ND：表示未检出；‐‐‐：表示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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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定排放总量 

污染物  核定排放量（t/a） 

二氧化硫  112 

氮氧化物  19 

备注： 

1、核定排放总量填写依据：平阴县重点排污单位及污水处理厂“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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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废水排放信息 

检测单位和方式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手工检测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0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0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不排放 

水污染物名称  实际排放浓度（mg/L）  规定排放限值（mg/L）  执行的排放标准 

COD  29  50 

《山东省小清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氨氮  0.069  5 

pH  7.3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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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0dB，夜间≤50dB 

排放方式  达标排放  实际检测数据 

东厂界 1 米昼 52dB夜 46.5dB， 

    西厂界 1米昼 54.8dB夜 49.4dB， 

  南厂界 1 米昼 58dB夜 46.9dB， 

北厂界 1 米昼 49.2dB夜 42.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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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 

 

固体（危险）废物名称  固废类别  危废编号  产生量（吨） 转移量（吨） 储存量（吨） 处置或回收情况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HW08  0.176  2.373  0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污泥  危险废物  HW17  16.909  10.77  13.622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镀锌除尘灰  危险废物  HW23  22.169  24.739  0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废包装物  危险废物  HW49  0.161  0  0.596   

废旧砂  一般固废    2013.62  2013.62  0  再生利用 

水渣  一般固废    2678.24  2678.24  0  外卖建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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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废气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序号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1  冲天炉除尘  2010.03.01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2  炉前除尘  2011.06.03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3  电炉除尘  2017.10.13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4  DISA浇铸除尘  2017.10.20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5  DISA砂处理除尘  2017.10.20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6  落砂滚筒除尘  2017.10.20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7  1#混砂除尘  2010.07.01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8  2#混砂除尘  2010.07.01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9  晾灰室除尘  2009.11.01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10  锌锅排气筒（镀锌二）除尘  2017.10.27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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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锌锅排气筒（镀锌四）除尘  2014.07.09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12  砂轮排气筒除尘  2010.02.01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13  抛丸除尘排气筒除尘  2010.01.01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330 天  良好 

14  烟气脱硝设施  2015.07.13  SNCR  330 天  良好 

15  酸雾净化设备（镀锌二线）  2017.07.27  液体吸收法  330 天  良好 

16  酸雾净化设备（镀锌四线）  2013.05.28  液体吸收法  330 天  良好 

17  制芯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017.10.26  水喷淋+光催化氧化  330 天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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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废水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镀锌污水处理站  2010.10.01  酸碱中和+压滤+回用  30 立方米/天  7 立方米/天  2010 年至今  良好 

生活污水处理站  2012.10.05  物化预处理+A/O生物处理 100 立方米/天  78.8 立方米/天  2012 年至今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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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环评及其他环境保护许可 

环评名称  建设内容  环评批复时间及文号  竣工验收文号 

高档管路连接产品扩建项目

（2007 年） 
扩产铸造六车间项目  2007年 6月 15 日，平环审【2007】3号 平环验【2008】01 号 

清洁能源改造及环保提标治

理项目（2017 年） 
6 吨/小时电炉项目 

2017年 7月 31 日，济平环建审【2017】

39 号 
华测鲁环【2017】第 210R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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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平阴县环保局备案，备案编号：3701242014007 

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已制定环境风险评估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正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故，确保事故发生

时能快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护厂区及周边环境、居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无突发环境事件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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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环境信息 

缴纳排污费情况  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出的排污费缴纳通知书按月缴纳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2017 年全年达标排放 

环保方针  遵守法规，环保达标；实施控制，节能降耗；持续改进，防污增效。 

节能方针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推进节能技术进步；持续降低能耗，树立行业标杆。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环保用电 371 万度 

年度环境违法情况  无 

年度环境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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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信息 

1、基础信息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124613225093N  企业名称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瑞水 

注册资本  24320.000000万  成立日期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自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至

登记机关  平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年 7月 14 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业园区

玫德玛钢科技园 

生产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

业园区玫德玛钢科技园 
联系方式 

电话：0531‐87856109 

传真：0531‐87871021 

E‐MAIL: 

yangguang_589@163.com 

网址：www.meide‐casting.com 

 

2、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内容、产品及规模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1 年，拥有 5 个生产经营单位，是集生产、供应管道流体

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具备模具、铸造、热处理、热镀锌、电镀锌、

喷涂、加工、装配等全工序生产能力。为供水系统、消防系统、空调暖通系统、给排水系统、

农业灌溉系统、输变电系统、矿山、机械、设备等系统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产品、服务和

解决方案，能满足不同工况的使用需求。 

        公司供应的产品应用于水、油、气、热力、电力输送等各个民用及工业领域。产品符合

英标、美标、德标、日标等多个标准。主营产品包括可锻铸铁螺纹管件、球铁沟槽管件和管

卡、球铁、铸铁和铸钢阀门、灰铁和球铁螺纹管件、钢管接管和接头、不锈钢管和接头、铜

管和接头、铸造青铜螺纹管件、管夹和线夹、电力金具以及多种 OEM 铸件等。迈克商标已

在全球 102个国家注册。产品畅销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严格按照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组织生产和质量控制，并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产品申请并获得了 PVF 领域内最专业的各类认证，主要有：中国 CCCF 强制产品

认证，美国 UL/FM/NSF认证，加拿大 CRN/ CUL 认证，欧盟 CE/PED，德国 VdS/DVGW/TUV 认

证，英国 BSI/LPCB/BBA/WRAS 认证，法国 ACS 认证，以色列 SII 认证，日本 JIS 认证，巴西

ABNT 认证，俄罗斯 GOST‐R 认证，韩国 KS 认证，土耳其 TSE 认证，新加坡 PSB 认证，马来

西亚 SIRIM 认证，南非 SABS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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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 月公司被批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设有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与国内外多所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合作，研发能力强大。现拥有国家专利 116 项，其

中发明 22 项，实用新型 92 项，外观专利 2 项。起草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8 项。多项技术成

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9年公司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0 年被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玛钢管件生

产基地龙头企业”。公司先后荣获世界五金制品行业五百强中国第一名、中国工业行业排头

兵企业、国家企业信用 AAA 级、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知名

品牌、中国管路连接件用户满意第一品牌、山东省诚信企业、山东省第三批创新型企业等 400

多项荣誉。公司为全球管道流体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知名生产商。 

 

3、平阴分厂介绍 

        平阴分厂北邻山东齐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南至湖溪街，西临福迪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103 干渠，东至琦泉热电有限公司。总占地面积为 119269.2m2，合 178.9 亩。 

        铸造能力 9.8 万 t/a，外协 0.8万 t/a 毛坯件到其他厂区进行后续的上防锈油处理，外购

0.8 万 t/a 毛坯件在本厂区进行后续的电泳表面处理，因此厂区总产品产能为 9.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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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废气排放信息 

1、废气排放信息 

序号  排气筒名称  排放污染物 检测单位 
折算排放浓度均

值（mg/ m³） 

排放总量

（t/a） 
超标情况

执行排放标准

（mg/m³） 
执行排放标准名称 

1  铸造七冲天炉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 

2.08  0.61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

三时段重点控制区域 

SO2  3.00  0.88  无  300 

Nox  16.00  4.68  无  300 

2  铸造七炉前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力维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9.34  1.42  无  30 

3  铸造七振动槽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10.45  2.71  无  30 

4  铸造七混砂除尘排气筒 1  颗粒物  9.29  1.44  无  30 

5  铸造七混砂除尘排气筒 2  颗粒物  9.3  2.79  无  30 

6  铸造八水冷炉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 

1.48  0.20  无  30 

SO2  3  0.40  无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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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70  9.24  无  300 

7  铸造八炉前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

检测有限公司
10.47  3.61  无  30 

8  铸造八喂丝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力维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9.53  1.57  无  30 

9  铸造八滚筒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9.09  4.07  无  30 

10  铸造八混砂除尘排气筒 1  颗粒物  9.38  1.11  无  30 

11  铸造八混砂除尘排气筒 2  颗粒物  9.16  2.45  无  30 

12  铸造八落砂除尘排气筒 1  颗粒物  11.16  2.34  无  30 

13  铸造八落砂除尘排气筒 2  颗粒物  12.67  2.11  无  30 

14  铸造九水冷炉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 

1.39  0.15  无  30 

SO2  5  0.52  无  300 

Nox  46  4.82  无  300 

15  铸造九炉前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

检测有限公司
3.51  0.93  无  30 

16  铸造九喂丝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 

3.77  0.36  无  30 

17  铸造九迪砂北线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力维检测 9.6  1.58  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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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铸造九迪砂南线排气筒  颗粒物 
科技有限公司

9.43  1.95  无  30 

19  铸造九混砂除尘排气筒 1  颗粒物  9.29  1.64  无  30 

20  铸造九混砂除尘排气筒 2  颗粒物  10.2  3.08  无  30 

21  铸造九地沟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9.48  1.62  无  30 

22  半加六砂轮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  ‐‐‐  无  30 

23  半加六抛丸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

检测有限公司
10.1  4.09  无  30 

24  半加七砂轮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  ‐‐‐  无  30 

25  半加七抛丸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

检测有限公司

3.43  0.83  无  30 

26  钢帽组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3.83  0.10  无  30 

27  半加九砂轮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力维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9.15  1.45  无  30 

28  半加九抛丸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

检测有限公司
9.46  2.26  无  30 

29  加工五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科技

检测有限公司
3.3  0.25  无  30 

30  镀锌五自动线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青岛市华测检

测技术有限公

司 

1.65  0.26  无  30 

31  镀锌五锌锅除尘排气筒  颗粒物  9.73  1.54  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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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镀锌五天然气排气筒 

颗粒物  3.48  0.16  无  30 

SO2  3.00  0.14  无  300 

Nox  34.00  1.61  无  300 

33  镀锌五酸雾吸收塔排气筒  HCL  0.25  0.06  无  100 

34  电泳线北线排气筒  VOCs  2.63  0.76  无  80  参照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天津 35  电泳线南线排气筒  VOCs  3.47  0.56  无  80 

36  喷塑线排气筒  颗粒物  1.28  0.13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

三时段重点控制区域 

37  制芯南线排气筒  VOCs  0.5  0.05  无  80  参照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天津 38  制芯北线排气筒  VOCs  0.5  0.05  无  80 

备注： 

1、ND：表示未检出；‐‐‐：表示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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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定排放总量 

污染物  核定排放量（t/a） 

二氧化硫  71 

氮氧化物  20 

备注： 

1、核定排放总量填写依据：平阴县重点排污单位及污水处理厂“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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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废水排放信息 

废水排放口编号及位置  PYFC‐01，厂区西北角 

检测单位和方式  山东力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手工检测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13860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12950 

排放方式 

排放去向 
达标排放至平阴县污水处理厂 

水污染物名称  实际排放浓度（mg/L）  规定排放限值（mg/L）  执行的排放标准 

COD  104  420 

《平阴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 氨氮  15.1  30 

pH  7.8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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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 类标准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0dB，夜间≤50dB 

排放方式  达标排放  实际检测数据  昼间 58.2dB，夜间 48.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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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 

 

固体（危险）废物

名称 
固废类别  危废编号  产生量（吨）  转移量（吨）  储存量（吨）  处置或回收情况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HW08  2.718  4.856  0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污泥  危险废物  HW17  14.634  8.975  11.371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镀锌除尘灰  危险废物  HW23  11.591  14.821  0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废包装物  危险废物  HW49  0.175  0  0.692   

废助镀剂渣  危险废物  HW17  0.195  0  0.381   

水渣  一般固废    9222.29  9222.29  0  外卖建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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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废气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序号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1  铸造七冲天炉除尘  2011.01.20  炉内脱硫、旋风除尘、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  铸造七炉前除尘  2011.01.20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3  铸造七振动槽除尘  2011.04.16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4  铸造七混砂除尘  2011.05.16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5  铸造七混砂除尘  2011.05.20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6  铸造八水冷炉除尘  2017.05.29  炉内脱硫、旋风除尘、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7  铸造八炉前除尘  2014.12.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8  铸造八喂丝除尘  2008.06.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9  铸造八滚筒除尘  2017.07.27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0  铸造八混砂除尘  2017.07.27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1  铸造八混砂除尘  2017.07.27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2  铸造八落砂除尘  2008.06.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3  铸造八落砂除尘  2008.06.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4  铸造九冲天炉除尘  2014.12.01  炉内脱硫、旋风除尘、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5  铸造九炉前除尘  2014.12.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6  铸造九喂丝除尘  2014.12.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7  铸造九迪砂北线  2014.12.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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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铸造九迪砂南线  2014.12.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19  铸造九混砂除尘  2014.12.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0  铸造九混砂除尘  2014.12.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1  铸造九地沟除尘  2014.12.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2  半加六砂轮除尘  2015.11.20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3  半加六抛丸除尘  2015.11.20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4  半加七砂轮除尘  2011.07.1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5  半加七抛丸除尘  2011.08.1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6  钢帽组除尘  2011.08.1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7  半加九砂轮除尘  2011.07.1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8  半加九抛丸除尘  2011.08.15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29  加工五除尘  2009.09.01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30  镀锌五自动线除尘  2018.01.23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31  镀锌五锌锅除尘  2011.06.13  布袋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32  镀锌五酸雾吸收塔  2016.09.17  酸碱中和  330 天/年  良好 

33  电泳线北线 VOCs治理设施  2017.09.09  喷淋+氧化  330 天/年  良好 

34  电泳线南线 VOCs治理设施  2017.09.09  喷淋+氧化  330 天/年  良好 

35  喷塑线除尘  2014.06.15  滤芯除尘  330 天/年  良好 

36  制芯组北线 VOCs治理设施  2018.01.06  喷淋+光解  330 天/年  良好 

37  制芯组南线 VOCs治理设施  2018.01.06  喷淋+光解  330 天/年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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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废水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平阴分厂污水站  2011.8  酸碱中和+沉淀+压滤  30 吨/天  10 吨/天  2011 年至今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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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环评及其他环境保护许可 

环评名称  建设内容  环评批复时间及文号  竣工验收文号 

四万吨球铁管路连接件生

产项目（2008 年） 
全厂区环评 

2008年 5月 27 日，济环字

【2008】48号 

济环建验【2010】55 号（一期） 

济环建验【2013】42 号（二期） 

5000 吨球铁管路连接件

配套工艺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 

镀锌五线 
2012年 6月 20 日，济环报告

表【2012】76 号 
济环建验【2013】43 号 

喷漆线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项目（2016年） 
电泳线改造 

2016年 12月 2 日，平环审

【2016】34号 
济平环建验【2017】19号 

外热风水冷长炉龄冲天炉

改造项目（2018 年） 
铸造八九 10吨水冷炉项目 

2018年 2月 9 日，济平环建审

【2018】37号 
自主验收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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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7 年 6月 6 日在平阴县环保局备案，备案编号：3701242017009 

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已制定突发环境风险评估情况，包含在突发环境应急事件中。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正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故，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

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护厂区及周边环境、居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突发性

环境污染事故。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无突发环境事件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无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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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环境信息 

缴纳排污费情况  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出的排污费缴纳通知书按月缴纳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2017 年全年达标排放 

环保方针  遵守法规，环保达标；实施控制，节能降耗；持续改进，防污增效。 

节能方针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推进节能技术进步；持续降低能耗，树立行业标杆。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环保用电 1118 万度 

年度环境违法情况  无 

年度环境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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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信息 

1、基础信息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124613225093N  企业名称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瑞水 

注册资本  24320.000000万  成立日期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自  1992年 1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至

登记机关  平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年 7月 14 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业园区

玫德玛钢科技园 

生产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工

业园区玫德玛钢科技园 
联系方式 

电话：0531‐87856109 

传真：0531‐87871021 

E‐MAIL: 

yangguang_589@163.com 

网址：www.meide‐casting.com 

 

2、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内容、产品及规模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1 年，拥有 5 个生产经营单位，是集生产、供应管道流体

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具备模具、铸造、热处理、热镀锌、电镀锌、

喷涂、加工、装配等全工序生产能力。为供水系统、消防系统、空调暖通系统、给排水系统、

农业灌溉系统、输变电系统、矿山、机械、设备等系统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产品、服务和

解决方案，能满足不同工况的使用需求。 

        公司供应的产品应用于水、油、气、热力、电力输送等各个民用及工业领域。产品符合

英标、美标、德标、日标等多个标准。主营产品包括可锻铸铁螺纹管件、球铁沟槽管件和管

卡、球铁、铸铁和铸钢阀门、灰铁和球铁螺纹管件、钢管接管和接头、不锈钢管和接头、铜

管和接头、铸造青铜螺纹管件、管夹和线夹、电力金具以及多种 OEM 铸件等。迈克商标已

在全球 102个国家注册。产品畅销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严格按照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组织生产和质量控制，并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产品申请并获得了 PVF 领域内最专业的各类认证，主要有：中国 CCCF 强制产品

认证，美国 UL/FM/NSF认证，加拿大 CRN/ CUL 认证，欧盟 CE/PED，德国 VdS/DVGW/TUV 认

证，英国 BSI/LPCB/BBA/WRAS 认证，法国 ACS 认证，以色列 SII 认证，日本 JIS 认证，巴西

ABNT 认证，俄罗斯 GOST‐R 认证，韩国 KS 认证，土耳其 TSE 认证，新加坡 PSB 认证，马来

西亚 SIRIM 认证，南非 SABS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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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 月公司被批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设有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与国内外多所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合作，研发能力强大。现拥有国家专利 116 项，其

中发明 22 项，实用新型 92 项，外观专利 2 项。起草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8 项。多项技术成

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9年公司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0 年被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玛钢管件生

产基地龙头企业”。公司先后荣获世界五金制品行业五百强中国第一名、中国工业行业排头

兵企业、国家企业信用 AAA 级、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知名

品牌、中国管路连接件用户满意第一品牌、山东省诚信企业、山东省第三批创新型企业等 400

多项荣誉。公司为全球管道流体配件和电力金具铸铁件知名生产商。 

 

3、总厂介绍 

        总厂位于平阴县榆山街道南门路，其东侧为南门路，隔路为白庄村；南侧为锦水河街，

隔路为沿街商铺；西侧为闲置厂房、沿街商铺；北侧为白庄建筑队，再往北榆山街道居民楼。 

        现有厂区内共有 37 座构筑物，主要用途为生产加工、储运、固废暂存、日常办公生活

等，总占地面积 82597.04m2，建筑面积 58982m2。 

        总厂现有生产规模：镀锌管件 4.2 万吨/年，铜合金管件 0.12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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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废气排放信息 

1、废气排放信息 

序号  排气筒名称  排放污染物 检测单位 
折算排放浓度均

值（mg/ m³） 

排放总量

（t/a） 
超标情况

执行排放标准

（mg/m³） 
执行排放标准名称 

1 
天然气锅炉排气筒

（包装二） 

颗粒物 

山东唯真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 

8.40  0.01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SO2  23.00  0.03  无  100 

Nox  74.00  0.12  无  250 

2 
锌锅布袋除尘排气

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4.90  0.08  无  30 

3 
锌锅天然气排气筒

（镀锌一） 

颗粒物 

平阴县环境保护

监测站 

6.10  0.02  无  20 

SO2  58.00  0.19  无  200 

Nox  33.00  0.11  无  200 

4 
半加一布袋除尘排

气筒 
颗粒物 

山东泰诺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3.29  0.01  无  30 

5  东隧道窑排气筒  颗粒物  平阴县环境保护 14.90  0.31  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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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 
监测站 

44.00  0.93  无  300 

Nox  76.00  1.58  无  300 

6 
酸雾吸收塔排气筒

（镀锌一） 
HCL 

山东唯真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 
3.57  0.11  无  100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表 2 要求 

7 
抛丸除尘排气筒

（一库） 
颗粒物 

山东唯真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 
4.12  0.58  无  3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8 
酸雾吸收塔排气筒

（电镀线东） 

HCL 

山东唯真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 

2.57  0.08  无  30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 
铬酸雾  ‐‐‐  ‐‐  无  0.05 

氟化物  ND  ‐‐  无  7 

9 
酸雾吸收塔排气筒

（电镀线中） 

HCL 

山东唯真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 

2.44  0.07  无  30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 
铬酸雾  ‐‐‐  ‐‐  无  0.05 

氟化物  ‐‐‐  ‐‐  无  7 

10 
天然气锅炉排气筒

（茶水炉） 

颗粒物 

山东唯真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 

9.70  0.04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三时段 
SO2  35.00  0.13  无  100 

Nox  74.00  0.37  无  250 

11 
混砂布袋除尘排气

筒（铸铜线） 
颗粒物 

山东力维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4.29  0.04  无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第四时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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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熔炼布袋除尘排气

筒（铸铜线） 

颗粒物 

山东力维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4.14  0.66  无  10 
点控制区域 

SO2、  ＜15  ‐‐‐  无  50 

Nox  ＜3  ‐‐‐  无  100 

13 
抛丸除尘排气筒

（铸铜线） 
颗粒物 

山东力维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5.65  0.29  无  10 

14 
制芯废气排气筒

（铸铜线） 

VOCs 
山东力维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0  ‐‐‐  无  200 
参照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控制标准  天津 

甲醛  ‐‐‐  ‐‐‐  无  25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表 2 要求 

15 
酸雾吸收塔排气筒

（电镀线西） 

HCL 

山东唯真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 

2.29  0.07  无  30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 
铬酸雾  ‐‐‐  ‐‐‐  无  0.05 

氟化物  ‐‐‐  ‐‐‐  无  7 

备注： 

1、ND：表示未检出；‐‐‐：表示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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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定排放总量 

污染物  核定排放量（t/a） 

二氧化硫  50 

氮氧化物  20 

备注： 

1、核定排放总量填写依据：平阴县重点排污单位及污水处理厂“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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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废水排放信息 

检测单位和方式  厂区西北角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济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手工检测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m³）  15510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15231 

水污染物名称  实际排放浓度（mg/L）  规定排放限值（mg/L）  执行的排放标准 

COD 20 420 

《平阴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 氨氮  1.82  30 

pH  7.5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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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0dB，夜间≤50dB 

排放方式  达标排放  实际检测数据  昼间 55.3，夜间 47.1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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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 

 

固体（危险）废物名称  固废类别  危废编号  产生量（吨）  转移量（吨） 储存量（吨） 处置或回收情况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HW08  0.236  1.686  0.000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污泥  危险废物  HW17  54.395  43.711  18.549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镀锌除尘灰  危险废物  HW23  18.780  20.760  0.000  交与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废包装物  危险废物  HW49  0.184  0.000  0.675   

废切削液  危险废物  HW09  0.218  0.000  0.688   

废酸渣  危险废物  HW17  1.157  0.000  2.150   

高盐水蒸发残渣  危险废物  HW17  0.042  0.000  0.042   

废助镀剂渣  危险废物  HW17  0.141  0.000  0.317   

废旧砂  一般固废    115.650  115.650  0.000  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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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废气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序号  治理设施名称  处理工艺  投运日期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1  半加一隧道窑除尘  炉内喷氨脱硝（SNCR）+布袋除尘  2015.05.29  330 天  良好 

2  半加一平口除尘  集气罩、负压+布袋除尘  2010.06.01  330 天  良好 

3  半成品一库抛丸除尘  集气罩、负压+布袋除尘  2009.09.01  330 天  良好 

4  镀锌一锌锅除尘  集气罩、负压+布袋除尘  2011.12.25  330 天  良好 

5  镀锌一酸雾吸收塔  集气罩、负压+碱液喷淋  2012.11.01  330 天  良好 

6  电镀线酸雾吸收塔（东）  集气罩或、负压+碱液喷淋  2013.07.01  330 天  良好 

7  电镀线酸雾吸收塔（中）  集气罩、负压+碱液喷淋  2017.10.25  330 天  良好 

8  电镀线酸雾吸收塔（西）  集气罩、负压+碱液喷淋  2012.10.01  330 天  良好 

9  铸铜线电炉熔炼浇注除尘  集气罩、负压+布袋除尘  2017.05.01  330 天  良好 

10  铸铜线混砂、落砂除尘  集气罩、负压+布袋除尘  2017.05.01  330 天  良好 

11  铸铜线抛丸除尘  集气罩、负压+布袋除尘  2017.05.01  330 天  良好 

12  铸铜线制芯除尘  集气罩、负压+水喷淋+光氧催化  2017.05.01  330 天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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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废水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状况 

电镀锌污水站  2012.05 
酸碱中和+絮凝沉淀+反渗透膜

处理，在线处理，中水回用 
240 吨/天  180 吨/天  良好  电镀锌污水站 

热镀锌污水站  2010.02  酸碱中和+絮凝沉淀，中水回用 40 吨/天  30 吨/天  良好  热镀锌污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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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环评及其他环境保护许可 

环评名称  建设内容  环评批复时间及文号  竣工验收文号 

年产 2 万吨五金管件表面处理

生产线技改项目（2011年） 
电镀锌项目  2012年 2月 20 日，济环字【2012】21 号 济环建验【2013】41 号 

污水站升级改造项目（2017

年） 
高盐水在隧道窑蒸发项目  2017年 5月 5 日，济平环建【2017】15号 济平环建验【2017】28号 

年产 1200 吨铜合金管路连接

件生产线建设项目（2017 年） 
铸铜项目 

2017 年 9 月 29 日，济平环建审【2017】

83 号 
自主验收完成 

电镀排污许可证     2017.12.27（91370124613225093N00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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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在平阴县环保局备案，预案编号：

EM/JM‐06.12‐2017 

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在平阴县环保局备案，预案编号：

EM/JM‐06.12‐2017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正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故，确保事故发生

时能快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护厂区及周边环境、居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无突发环境事件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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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环境信息 

缴纳排污费情况  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出的排污费缴纳通知书按季度缴纳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2017 年全年达标排放 

环保方针  遵守法规，环保达标；实施控制，节能降耗；持续改进，防污增效。 

节能方针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推进节能技术进步；持续降低能耗，树立行业标杆。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环保用电 231 万度 

年度环境违法情况  无 

年度环境奖励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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