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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名词解释 

（一）公司简称 

1、浙江裕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华木业（或公司） 

（二）术语解释 

1、ISO14001等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报告 

2、报告中所称“CARB法规”为美国加州空气署制定的洲际法案，法案规定

甲醛释放量超过 0.05ppm的实木复合地板等产品禁止在美国加州进行销售。 

3、报告中所称“EPA法规”为美国联邦环保署关于有毒有害物质控制限量第

六章甲醛释放限量要求的法规。 

4、报告中所称“CARB级”为甲醛释放量等级（ASTM D6007测试值 0.05ppm

以下） 

5、报告中所称 FloorScore和 Greenguard为美国关于 TVOC释放量最严格的

标准的认证项目。 

6、报告中未标明的其他术语为行业常用术语，如需了解请致电本报告编辑

部门，电话：0573-89109777 

 
 
 
  



一、企业环境管理信息 

2.1 有效期内或正在申请核发或变更的全部生态环境行政许可 

公司建设情况表 

序号 项目 执行情况 

1 立项 嘉善县环境保护局发布善环函【2017】117号文件——《关于

浙江裕华木业有限公司扩建年产功能型拼花地板 500 万平方

米、高端木质装饰家具 20 万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2 环评报告 由嘉兴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完成《浙江裕华木业有限

公司扩建年产功能型拼花地板 500 万平方米、高端木质装饰

家具 20 万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3 环评验收 2018 年 11月 24 日，浙江裕华木业有限公司根据《浙江裕华

木业有限公司组织扩建年产功能型拼花地板 500 万平方米、

高端木质装饰家具 20 万套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

测报告》，相关单位及特邀专家成立验收工作组，对公司年产

功能型拼花地板 500万平方米、高端木质装饰家具 20万套项

目组织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现场验收检查会, 验收结论该项

目环保手续基本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和批复的有关要

求，在设计、施工和运行阶段均采取了相应措施，废水、废气

等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能达到相应标准的要求。浙江裕华

木业有限公司编制的验收报告结论可信，验收组认为本项目

经整改后具备环保阶段性竣工验收条件。 

2019 年 5月 8 日，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下发文件——

嘉善环函【2019】31 号《关于浙江裕华木业有限公司扩建年

产功能性拼花地板 500万平方米、高端木质装饰家具 20万套

项目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竣工验收意见的函》。 

4 排污许可证 2019年 11月由嘉兴市生态环境局颁发排污许可证 

 

2.2 环境保护税缴纳信息： 

（一）环境保护税分税目缴纳额、实际缴纳总额； 



查看企业税收电子缴款书，涉及污染物类别为大气污染物，2021 年度应缴

税额为 23805.65元，已交税额 23805.65元。 

（二）依法依规享受税收减征或免征的情况。 

暂无。 

2.3 环保信用评价等级（相关信息见下图）。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 

3.1 安装和运行的全部污染防治设施信息： 

内容 
类型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气污
染物 

制胶工序 制胶废气 布袋除尘+二级水吸收处理后

15 米高空排放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2-2015）
表 5 特别排放限值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二

级标准 

油漆工序 

油
漆
废
气 
 

有组织 “低温等离子+活性炭吸附”

处理后 15 米高空排放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二

级标准 

无组织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二

级标准 

胶合、热压工序 

甲
醛
废
气 

有组织 “低温等离子+活性炭吸附”
处理后 15 米高空排放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二

级标准 

无组织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二

级标准 

导热油锅炉 导热油废气 无组织排放  



燃料废气 
生物质锅炉采用水膜（加

碱）除尘器处理后于 8m 高
空排放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3271-2014)中

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燃气锅炉标准 

开槽、砂光、开条
等 

木屑粉尘 粉尘经旋风+布袋除尘后于

15m 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2-2015）
表 5 特别排放限值 

厨房烹饪 油烟废气 
静电式油烟处理装置，油烟
废气经净化处理达标后排放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GB18483-

2001） 

水污染
物 

生产废水 

反应釜清洗

水、初期雨

水、喷淋废水 

经厂内废水处理设施 1 处理
后，再经厂内废水处理设施 2 
处理后，与经预处理达到入
网标准的生活污水合并排入

姚庄污水处理工程管网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2-
2015）表 1 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的三级

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
2002)》中的一级 A 标准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 

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
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的厕所废
水及达到入网标准的生活污
水合并排入姚庄污水处理工

程管网 

固体废
物 

沉降、除尘回收系
统 

木屑及边角
料、木粉尘 

木屑及边角料外卖 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2001）

（2013 年修正本）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

（2013 年修正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废水处理设施 2 污泥 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锅炉 锅炉炉渣 可以外卖用于修路 

原料拆包 废包装物 

经收集后作为危险废物交由

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理 

油漆 废漆渣 

清理胶桶及胶水 
储罐 

废胶渣 

废水处理设施 1 污泥 

废气处理 废活性炭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噪声 

1、厂房墙壁设双层中空玻璃，确保隔声量达 20dB；2#、4#及 6#车

间南、北侧不设窗户，确保隔声量达 25dB； 

2、建议设备选型时选用低噪声设备，并根据周围环境合理布置，对

主要产噪设备设置于厂房中间并设置隔振垫、生产时关闭车间门

窗； 

3、加强设备的日常维修、更新，确保所有设备处于正常工况； 

4、加强项目内机动车的交通管理，合理安排机动车的泊位顺序，做

好项目内的交通疏导和人员管理，保持项目内的车流畅通；项目内

禁鸣嗽叭，以减少产生噪声污染的机会。禁止夜间装卸料； 

5、加强厂区绿化，车间周围加大绿化力度，同时可在围墙上种植爬

山虎之类的藤本植物，从而使噪声最大限度地随距离自然衰减。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中的 3 类区标准 

其 
他 

1、设置不小于 6.16m3 初期雨水池，不小于为 106.5m3 事故应急池，当发生管网风险事故时，

应立即关闭截断装置，使废水进入应急池，防止废水外溢。当在应急池水量存满，污水处理设

施或管道风险事故还不能排除时，企业应临时停止生产，在正式接到事故排除的通知后才可恢

复。 

2、清下水排放口安装截断装置，并在东侧的南星桥港岸边设置防污围堤，防止发生事故时，原

料和被污染的废水排入河道。 

3、厂内危险废物必须设置专门的收集容器和场所，做好防雨、防渗、防泄漏措施，决不允许滤

渣等危险固废流失。 

 

表  项目环保投资 

项目 污染防治措施 估算投资（万元） 

废气治理 
工艺废气处理装置、排气筒、导热油锅炉废气处
理装置、排气筒、食堂油烟废气收集净化装置、

排气筒 
331 

废水治理 

废水处理设施 1（芬顿+SBR+精密过滤）、废水处
理设施 2（预处理+SBR 处理）、初期雨水收集、
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污水池防渗、车间地面防

渗、管道低声铺设等） 

365 

噪声治理 隔声降噪处理 10 

固废治理 固废收集、委托处理等 5 

环保投资合计 711 

占项目总投资的百分比（%） 0.08 

 

3.2 主要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 

（一）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监测点： 



污染源 
环保设施/污

染源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计划 执行标准 

废水 

废水处理设
施 1 

集水池、出
口 

pH、CODCr、NH3-N、
SS、甲醛 

1 次/每日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31572-

2015）表 1 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的三

级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
2002)》中的一级 A 标

准 

废水处理设
施 2 

调节池、出
口 

pH、CODCr、氨氮 1 次/每日 

废水入网口 入口 
水量、CODCr 在线监测 

pH、CODCr、NH3-N、
SS、甲醛 

1 次/每日 

雨水排放口 出口 pH、CODCr、NH3-N 1 次/每月 

废气 

锅炉 烟囱出口 烟尘、SO2、NOx 

每年 1 
期，每期
1 天，每

天 
2 次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3271-2014)
中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燃气锅炉标准 

油漆废气处
理装置 

排气筒出口 
甲苯、二甲苯、丙烯酸、非 

甲烷总烃 

每年 1 
期，每期
连续 2 

天，每天
2 次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31572-
2015）表 5 特别排放限

值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二级标准 

胶合废气处
理装置 

排气筒出口 甲醛 

粉尘捕集装
置 

排气筒出口 粉尘 

制胶废气处
理装置 

排气筒出口 甲醛、甲醇、氨、粉尘 

胶水废气处
理装置 

排气筒出口 丙烯酸 

无组织排放 

上风向 1 个
点位 

下风向 3 个
点位 

甲苯、二甲苯、甲醛、氨、 
甲醇、恶臭、粉尘、非甲烷 

总烃 

每年 1 
期，每期
连续 2 

天，每天
2 次 

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中新污染源
无组织排放标准 

 

（二）环境排放 

生产过程中的废气产生环节包括制胶、油漆、胶合、热压、导热油锅炉、开

槽、砂光、开条及食堂油烟全部达标排放。 

废水处理处理系统处理工艺采用“芬顿+SBR+精密过滤”，达到纳管排放要

求。 

噪声方面：1、厂房墙壁设双层中空玻璃，确保隔声量达 20dB；2#、4#及 6#

车间南、北侧不设窗户，确保隔声量达 25dB； 

2、建议设备选型时选用低噪声设备，并根据周围环境合理布置，对主要产

噪设备设置于厂房中间并设置隔振垫、生产时关闭车间门窗； 



3、加强设备的日常维修、更新，确保所有设备处于正常工况； 

4、加强项目内机动车的交通管理，合理安排机动车的泊位顺序，做好项目

内的交通疏导和人员管理，保持项目内的车流畅通；项目内禁鸣嗽叭，以减少产

生噪声污染的机会。禁止夜间装卸料； 

5、加强厂区绿化，车间周围加大绿化力度，同时可在围墙上种植爬山虎之

类的藤本植物，从而使噪声最大限度地随距离自然衰减。 

（三）第三方检（监）测机构资质 

全年工作日 330 天，两班制生产，每班 8 小时工作制，部分班次 12 小时工

作制。2022年，公司定期委托浙江和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对环境排放进行监测，

废水、废气、噪声等均达标排放。 

3.3 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流向和利用处置信息： 

公司产品所需原材料主要包括强化底板、实木复合地板等原材料和胶水及导

热油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木屑及边角料、木粉尘、锅炉炉渣等出售；废包装物

（桶）、乳化液委托资质单位浙江黑猫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安全转移处置；

废漆渣、废胶渣、污泥、废活性炭委托资质单位浙江嘉利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安全转移处置，生活垃圾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进行无害化处理。 

 

序
号 

固废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属性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处理处置
方式 

1 
木屑及边
角料、木

粉尘 

沉降、除
尘回收系

统 
固态 木粉 

一般
废物 

/ 8373.3 出售 

2 污泥 
废水处理
设施 2 

固态 
各类机械杂质
及不溶性有机

固体 

一般
废物 

/ 45 
委托环卫
部门定期

清运 

3 锅炉炉渣 锅炉 固态 灰渣等 
一般
废物 

/ 880 出售 

4 废包装物 原料拆包 固态 

含有油漆、尿
素、三聚氰

胺、胶水等等
的包装物 

危险
废物 

HW49(900-041-
49) 

2 

由有资质
的单位进
行安全处

置 
5 废漆渣 油漆 固态 油漆 

危险
废物 

HW12(900-250-
12) 

0.3 

6 废胶渣 
清理胶桶
及胶水 
储罐 

固态 
三聚氰胺脲醛

胶 
危险
固废 

HW13(900-014-
13) 

2 



7 污泥 
废水处理
设施 1 

固态 
各类机械杂质
及不溶性有机

固体 

危险
废物 

HW13(265-104-
13) 

2 

8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固态 
有机物、活性

炭 
危险
废物 

HW49(900-041-
49) 

59.1 

9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固态 生活垃圾 
一般 
固废 

/ 231 
委托环卫
部门定期

清运 

 

 

3.4 依据《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优先控制化学

品名录》等，披露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形态（液体、气体、固体）、毒

性、排放浓度、排放总量等情况。 

1、查看企业水和废水检测报告，主要检测项目为 pH、SS、CODCr、NH3-N、BOD5，

具体检测结果如下： 

 

2、查看企业环境空气和废气检测报告，主要检测项目为总悬浮颗粒物、颗粒物、

氨、硫化氢、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汞及其化合物、

低浓度颗粒物、烟气黑度、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具体检测结果如下： 



 



 

 



 

 



 

 



 

 



 

3、查看企业噪声检测报告，具体检测结果如下： 

 

四、碳排放信息 

查看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出具的碳核查报告，核查

2021年度的碳排放量为 13361.56024 tCO2e，具体排放设施、核算方法见《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五、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信息 

查看《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 2020 年浙江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合格企业名单和 2021年浙江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计划名单的通知》，未在

名单里。 

六、生态环境应急信息 

（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机关； 

为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机制，提高企业应对环境污染事故能力，防止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并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有效地开展人员疏散、清

洁净化、环境监测、污染跟踪、信息通报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与修复行动，将事

故损失和社会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

全，保护当地环境和下游水资源安全，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现有生态环境应急资源： 

建立事故应急池 1座（448m³），位于厂区锅炉房南侧。 

（三）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废水处理装置污染事件： 

企业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1、管道异常泄漏 

（1）发现设备管道渗漏或破裂立即停机； 

（2）漏出废水应全部回到废水处理调节池重新处理； 

（3）用水清洗地面并及时通知机电修工； 

（4）机电修工立即组织抢修，恢复后启动设备。 

2、废水处理设施因故障不能正常运转 

（1）当发现废水处理设施有故障无法正常运行时，立即停机通知抢修； 

（2）修复后立即启动设备。 

3、处理设施渗漏 

（1）废水系统的其它设备泄漏，通知维修； 



（2）未处理好的废水都会通过排水沟回到调节池进行重复处理； 

（3）设备修复后才能启动废水系统。 

4、遭遇暴雨 

（1）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及时调整调节池液位，根据具体情况调节调节池的水

量。 

5、废水处理设施大修 

当出现设备故障及大修而无备用设备或备用设备无法启用等情况时，要及时与应

急领导小组联系，停止设备运行，确定大修时间，等设备修复好后再启动。 

6、突然停电 

先判断停电原因。如果是低压或照明部分停电，应采取试探性复位方式，如复位

不成功或高压断电，必须立即向厂领导报告，严禁值班人员进行高压操作。若无

法及时恢复供电，应关闭进水阀门，待来电后处理。及时找电工处理，尽快恢复

供电。 

废水处理装置污染事件： 

目前该企业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制胶废气、灌装废气、调胶废气、油漆废气、封蜡

废气、胶合废气、木加工粉尘、锅炉废气、储罐呼吸废气。 

1、如果废气处理装置发生事故，应立即对相应工艺停止生产，根据故障事故影

响程度决定是否进行全线停车，如停车，按照紧急停车要求进行停车，如果不需

停车，要尽量维持生产，组织人员对故障进行立即抢修。 

2、管道、阀门泄漏按照救援常用堵漏方法实施堵漏。根据现场泄漏情况，研究

制订堵漏方案，分别采取不同的堵漏器具进行堵漏。①管道发生泄漏，不能采取

关阀止漏时，可使用堵漏垫、堵漏楔、堵漏袋等器具封堵，也可用橡胶垫等包裹、

捆扎等；②阀门损坏发生泄漏，可用不同型号的法兰夹具，并高压注射密封胶进

行堵漏。 

3、喷雾稀释（降毒）。以泄漏点为中心，在四周设置水幕或喷雾状水进行稀释降

毒，使用雾状射流形成水幕墙，防止泄漏物向重要目标或危险源扩散，但不宜使

用直流水。 

4、根据查看和检测情况，确定警戒范围，划分危险区和安全区，设立警戒标志，

大量泄漏时下风方向至少按照 300m 设置警戒区，合理设置出入口，严格控制进



入警戒区人员、车辆、物资，进行安全检查。 

5、应立即派出掌握一定监测方法的环保人员（环境保护组），协助由嘉兴市生态

环境局嘉善分局派出的监测人员，根据环境污染事故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和事故发

生地的气象和地域特点，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同时根据监测结果，通过专家咨

询和讨论的方式，综合分析环境污染事故污染变化趋势，预测并报告环境污染事

故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决策的依据。 

6、发生有毒气体泄漏后，根据当时气象条件，对泄漏扩散趋势进行预测，及时

疏散该区域人员及扩散可能波及范围的人员。 

各人员应迅速向上风方向或侧风方向转移，不要在低洼处滞留。有条件的话可转

移到有滤毒通风装置的人防工事内。来不及撤离，可躲在结构较好的多层建筑物

内，堵住明显的缝隙，关闭空调机、通风机等，熄灭火种，尽可能躲在背风无门

窗的地方。 

7、当事故发生时，首先应想到使用就便器材进行自我保护，如可用湿毛巾、湿

手巾、湿口罩等就便器材保护呼吸道，其次可用雨衣、手套、雨靴等保护皮肤。

离开染毒区后，要脱去污染衣物，及时进行消毒，必要时应到当地门诊部门检查

或诊治。 

8、进人警戒区内的救援人员（现场救援组）一定要专业、精干，佩带空气呼吸

器具，穿着气密性全身防护服。无安全防护的人员不得进人泄漏区域；进人危险

区人员必须成对进入，一人作业，另一人实施监护。 

将抢救出来的遇险中毒人员，立即交由医务救护部门（后勤保障组）进行现场急

救，经初步处理后，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对现场轻微中毒人员应立即转移到空气新鲜处，对接触毒物的皮肤、面部可用水

冲洗，中毒症状严重者，立即送医院诊治。同时，要注意观察参与处置人员的身

体状况，并进行健康检查。 

9、如造成事故排放，企业应将事故上报嘉善县魏塘街道办事处及嘉兴市生态环

境局嘉善分局，并指派人员对现场应急措施实施监督，及时对各生产岗位进行巡

回检查，确保无废气外漏。 

10、废气处理装置运行正常后，经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确认后方可恢复。 

化学品泄漏事件： 



企业生产过程危险性较大、易发生泄漏事故的岗位包括：化学品仓库、危废暂存

点等。 

事故原因包括：储罐泄露、法兰不严；仪表控制阀、管线泄漏；危化品仓库化学

物品发生泄漏；原料发生泄漏等。 

（1）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及火灾爆炸事故时，当确信不危及个人安全时，应将

附近雨排井封死，以防止污水排入雨排水管网。 

（2）指挥车间人员尽快确定发生泄漏部位，佩戴防毒面具、防护服等防护措施，

尽快关掉所有与泄漏部位相关的阀门，启动水喷淋或地下消火栓，将泄漏范围控

在最小范围内。 

（3）通过分段隔离的办法将泄漏部位从装置整个系统中进行切除处理，对有进

一步出现泄漏可能的部位用大量水进行稀释后排放到事故水池，降低危险性。 

（4）发生大面积泄漏时，抢险组（现场救援组）在切断进料同时，将事故源周

围雨排水与排污线，以及与外界相关联的阀门、地下管道阀关闭，以保证事故不

波及其他。 

（5）根据泄漏部位对整个装置生产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进行全线停车，如停

车，按照紧急停车要求进行停车，如果不需停车，要尽量维持生产，组织人员对

泄漏部位进行紧急抢修，确定是否需要联系带压堵漏工作。 

（6）根据实际情况，清除包装现场的车辆，不安排装车任务。 

（7）指挥装置人员在处理事故的同时，调整系统操作，暂不往罐中输送物料。 

（8）联系邻近的厂，做好安全生产调整降负荷或停车工作。 

（9）覆盖减少泄漏物蒸发。对于液体泄漏，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的蒸发速度，

可用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

或者采用低温冷却来降低泄漏物的蒸发。 

（10）喷雾稀释（降毒）。以泄漏点为中心，在四周设置水幕或喷雾状水进行稀

释降毒，使用雾状射流形成水幕墙，防止泄漏物向重要目标或危险源扩散，但不

宜使用直流水。 

（11）根据查看和检测情况，确定警戒范围，划分危险区和安全区，设立警戒标

志，大量泄漏时下风方向至少按照 300m 设置警戒区，合理设置出入口，严格控

制进入警戒区人员、车辆、物资，进行安全检查。 



（12）应立即派出掌握一定监测方法的环保人员（环境保护组），协助由嘉兴市

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派出的监测人员，根据环境污染事故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和事

故发生地的气象和地域特点，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同时根据监测结果，通过专

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综合分析环境污染事故污染变化趋势，预测并报告环境污

染事故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决策的依据。 

（13）发生有毒气体泄漏后，根据当时气象条件，对泄漏扩散趋势进行预测，及

时疏散该区域人员及扩散可能波及范围的人员。 

各人员应迅速向上风方向或侧风方向转移，不要在低洼处滞留。有条件的话可转

移到有滤毒通风装置的人防工事内。来不及撤离，可躲在结构较好的多层建筑物

内，堵住明显的缝隙，关闭空调机、通风机等，熄灭火种，尽可能躲在背风无门

窗的地方。 

七、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企业上一年度无环境违法处罚。 

八、本年度临时报告信息 

企业自 2022年开始对上一年度开展环境信息披露，且一年一次，目前暂无

临时报告。 

九、相关投融资的生态环保信息 

暂无 

十、资料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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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年度三废检测报告 

  

  



  

  



  

  



  

  



  

 排污许可证 

 
 危废转移联单 



  

  
 固废、危废委外处理的协议及机构资质 



  

  



 

 



 

  



  
 

 



 
 
 
 
 
 
 
 
 财务环保税/排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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