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天津基地 
 

企业事业环境信息公开目录明细 
一一一一、、、、基础信息基础信息基础信息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生产地址生产地址生产地址    天津市宁河经济开发区五纬路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张茵        组织机构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911202216688097903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区号区号区号区号    022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59326666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杨力会 传真号码传真号码传真号码传真号码    59329148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邮政编码邮政编码    301500  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高档纸和纸板（不含新闻纸）；塑料颗粒加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普通货物仓储（易燃易爆易制毒及化学危险品及食品除外）、集装箱堆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主要产品主要产品主要产品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计量单位计量单位计量单位    设计年产量设计年产量设计年产量设计年产量    1 1 1 1 高档包装纸    万吨  210 2222                    3333                    4444                    

 

 

 

 

 



 

 
二二二二、、、、排污信息排污信息排污信息排污信息    

（（（（一一一一））））废水污染物信息表废水污染物信息表废水污染物信息表废水污染物信息表    排污口信排污口信排污口信排污口信息息息息    废水执行标准废水执行标准废水执行标准废水执行标准    DB12/356-2018  

 天津市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    允许排放的废水总量允许排放的废水总量允许排放的废水总量允许排放的废水总量（（（（t/a)t/a)t/a)t/a)    1306.18 万   排放口编号排放口编号排放口编号排放口编号    分布位置分布位置分布位置分布位置    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污染物种类        排放去向类型排放去向类型排放去向类型排放去向类型    

DW001    玖龙污水厂  COD、氨氮 天津市宁河区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信污染物信污染物信污染物信息息息息    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    排放标准排放标准排放标准排放标准    排放浓度排放浓度排放浓度排放浓度    排放总量排放总量排放总量排放总量(t)(t)(t)(t)    COD    60mg/L  40.79mg/L 410.26 氨氮    4mg/L  2.47 mg/L  25.04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监测时间监测时间监测时间监测时间    监测报告编号监测报告编号监测报告编号监测报告编号    超标情况超标情况超标情况超标情况    2019.2.21 2019-S-JC-0102 无    
（（（（二二二二））））废气污染物信息表废气污染物信息表废气污染物信息表废气污染物信息表    

排污口信排污口信排污口信排污口信息息息息                        污染物信污染物信污染物信污染物信息息息息    

废气执行标准废气执行标准废气执行标准废气执行标准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 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DB12/ 810-2018    排放口编号排放口编号排放口编号排放口编号    分布位置分布位置分布位置分布位置    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污染物种类    排放去向类型排放去向类型排放去向类型排放去向类型    
DA002    玖龙废气排放口  SO2、NOX、烟尘  大气  
DA003    玖龙废气排放口  SO2、NOX、烟尘 大气  
DA004    玖龙废气排放口  SO2、NOX、烟尘 大气  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    排放标准排放标准排放标准排放标准(mg/m(mg/m(mg/m(mg/m3333))))    排放浓度排放浓度排放浓度排放浓度(mg/m(mg/m(mg/m(mg/m3333))))    排放总量排放总量排放总量排放总量(t)(t)(t)(t)    SO2    35 DA003： 9.38 78.57 

DA004： 7.44 NOX    50 DA003： 29.97 282.24 
DA004： 31.13 颗粒物    5 DA003： 1.43 13.26 
DA004： 1.46 SO2    100 DA002 :  19.75 46.09 NOX    300 DA002 :  118.68 260.69 颗粒物    50 DA002 :  11.18 23.99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监测时间监测时间监测时间监测时间    监测报告编号监测报告编号监测报告编号监测报告编号    超标情况超标情况超标情况超标情况    2019.1.22 2019-Q-JC-0101 无        2019.1.22 2019-Q-JC-0102 无        2019.1.22 2019-Q-JC-0103 无    



 

三三三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一一一一））））废水防治污染设施废水防治污染设施废水防治污染设施废水防治污染设施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设施名设施名设施名设施名称称称称    总投资额总投资额总投资额总投资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建设日期建设日期建设日期建设日期（（（（年年年年////月月月月））））    投运日期投运日期投运日期投运日期（（（（年年年年////月月月月））））    运营单位运营单位运营单位运营单位    处理工艺处理工艺处理工艺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设计处理能设计处理能设计处理能力力力力（（（（t/d)t/d)t/d)t/d)    实际处理量实际处理量实际处理量实际处理量（（（（t/d)t/d)t/d)t/d)    运行小时运行小时运行小时运行小时(h/d(h/d(h/d(h/d））））        1111    玖龙污水厂  37889.27 2008.05 2009.09  自运营 预处理、厌氧、好氧、芬顿  100000 40000  24 （二）废气防治污染设施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设施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建设日期（年/月） 投运日期（年/月） 运营单位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Nm3/h) 实际处理量(m3/h) 运行小时(h/d） 1111    锅炉脱硫脱硝除尘站 25186.36 2008.05 2009.09 自运营 湿法脱硫+电除尘+SNCR 130 万 97.5 万  24 
2222             3333                

 



 

 

四四四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审批单位 

排污许可证 911202216688097903001P 2017.6.30 天津市宁河区行政审批局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45万吨高档牛皮纸及配套

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函[2008]032号 2008.05.04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耀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35万吨高档瓦楞纸及配套

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函[2008]033号 2008.05.05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锦盛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45万吨高档牛皮纸及配套

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函[2008]044号 2008.06.20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天穹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35万吨高档瓦楞纸及配套

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函[2008]045号 2008.06.21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建设 45万吨高档牛皮纸及
配套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验[2010]015号   2010.03.12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耀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建设 35万吨高档瓦楞纸及
配套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验[2010]026号   2010.04.26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锦盛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建设 45万吨/年高档牛皮纸
及配套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验[2012]041号 2012.04.06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天穹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建设 35万吨/年高档瓦楞纸
及配套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验[2012]040号 2012.04.06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铭冠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建设 50万吨/年高档涂布白
板纸及配套动力车间项目 

津环保许可验[2012]144号   2012.10.26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轻渣浮选造粒项目 宁河环管[2013]89号 2013.10.22 宁河县环境保护局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轻渣浮选造粒项目 宁河审批环[2015]108号 2015.11.30 宁河区行政审批局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CFB锅炉烟气排放指标提升

改造项目 
宁河审批环[2017]4号 2017.1.10 天津市宁河区行政审批局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CFB锅炉烟气排放指标提升

改造项目 
宁河审批环[2017]75号 2017.9.29 天津市宁河区行政审批局 

 

环保行政许可文件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验收文件、排污许可证等。 
 

 

 

    

    

    



 

五五五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情况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    AAAA 未编制未编制未编制未编制；；；；BBBB 已编制已编制已编制已编制（（（（上传编制文本上传编制文本上传编制文本上传编制文本）。）。）。）。    
 

 

六六六六、、、、环境自行监测方案情况环境自行监测方案情况环境自行监测方案情况环境自行监测方案情况    环境自行监测方案编制情况环境自行监测方案编制情况环境自行监测方案编制情况环境自行监测方案编制情况    AAAA 未编制未编制未编制未编制；；；；BBBB 已编制已编制已编制已编制（（（（需上传文本需上传文本需上传文本需上传文本。）。）。）。）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