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企业基本情况

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润英联（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东新路1号

法人代表 叶磊 办公室电话 051288836065

联系人 季杰 移动电话

所属行业
专项化学用品制

造
生产周期

工作制采用四班制，24
小时连续生产，全年 365
天

成立时间 2013-11-15 职工人数 114

占地面积 100000平方米 国控类别

工程概况

润英联（中国）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东新路

1号，公司主要产品为年产10万吨润滑油复合添加剂，其中包括轿车发动机润滑

油添加剂（PCMO）3.8万吨、重型柴油发动机润滑油添加剂（HDDI）6.2万吨。

我公司《润英联（中国）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润滑油复合添加剂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于2013年5月31日取得江苏省环保厅的批复（苏环审［20 13］115

号），2017年2月15日通过苏州市环境保护局的验收（苏环验[2017]21号）。《罐

区扩建和产品调整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年11月22日取得江苏省

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的批复（张保行审注册（2018）89号，附件3），目前

该项目已试生产，正在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简要介绍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及噪

声等污染。可简要说明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种类以及从哪个生产单

元产生、排放途径和去向。（产生排放情况简单的可直接用文字描述，

复杂的可用表格进行辅助，力求清晰明了）

污染物产生及其排放情况

排放途径和去向处理设施监测项目排放源类型

Ln厂界Z2厂界噪声

Ld厂界Z2厂界噪声

Ld厂界Z3厂界噪声

Ln厂界Z3厂界噪声

Ld厂界Z4厂界噪声

Ln厂界Z4厂界噪声

Ld厂界 Z1厂界噪声

Ln厂界 Z1厂界噪声

酚类厂界
废气无组织

排放

臭气浓度(无量
纲)

厂界
废气无组织

排放

非甲烷总烃厂界
废气无组织

排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PH值厂区总排放口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悬浮物(SS)厂区总排放口

废水集中排
放



排放途径和去向处理设施监测项目排放源类型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化学需氧量厂区总排放口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氨氮厂区总排放口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总氮厂区总排放口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石油类厂区总排放口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厂
总磷厂区总排放口

废水集中排
放

进入城市下水道（
再入江河、湖、库

）
化学需氧量厂区雨水排口

废水集中排
放

缺少监测人员 缺少资金

缺少实验室或相关配备

无相关培训机构

当地无可委托的社会监测机构

认为没必要

其它原因：

未开展自行监测情况说明

我公司日常监测委托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负责，CMA资

质证书编号为：161012050388。废水及雨水在线监测设施运维

委托江苏远大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委托监测情况
（含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情况
（自运维）

自动监测 手工和自动监测相结合

委托监测

手工监测

手工监测，采用

自运维 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

自动监测，采用

自行监测方式（在[]中打√表示
）

自行监测概况



二、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污染物排放口和
监测点位，并安装统一的标志牌。

监测方式监测频次监测项目排口名称/点位名称类型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n厂界Z2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d厂界Z2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d厂界Z3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n厂界Z3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d厂界Z4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n厂界Z4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d厂界 Z1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季监测Ln厂界 Z1厂界噪声

手动监测按年监测酚类厂界废气无组织排放

手动监测按年监测
臭气浓度(无

量纲)
厂界废气无组织排放

手动监测按年监测非甲烷总烃厂界废气无组织排放

手动监测按半年监测PH值厂区总排放口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年监测悬浮物(SS)厂区总排放口废水集中排放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化学需氧量厂区总排放口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半年监测氨氮厂区总排放口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年监测总氮厂区总排放口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年监测石油类厂区总排放口废水集中排放

手动监测按年监测总磷厂区总排放口废水集中排放



二、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污染物排放口和
监测点位，并安装统一的标志牌。

监测方式监测频次监测项目排口名称/点位名称类型

自动监测连续监测化学需氧量厂区雨水排口废水集中排放

说明：1、排口编号按照环保部门安装的标识牌编号填写，对于噪声等无编号的可自行编号，
如Z1、Z2等，与点位示意图相对应。
2、监测项目按照执行标准、环评批复以及监管要求确定；
3、监测频次：自动监测的，24小时连续监测。手工监测的，按照排污许可证环、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要求的频次执行。
4、监测方式填手工或自动
监测项目内容要求相同的可填写在一行上，不同的应分行填写。



按企业具体情况自行确定比例，标明工厂方位，四邻，标明办公区域
、主要生产车间（场所）及主要设备的位置，标明各种污染治理设施
的位置，标明废水、废气排放口及其监测点位的编号、名称。可参考
后面的附图此页放不下，可另附页，在本处注明。

要求：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
方法中未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自行监测活动可以采用手工监
测、自动监测或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监测指标
有自动监测要求的，企业应当安装相应的自动监测设备。

三、监测点位示意图



附图:监测点位示意图



四、执行标准限值及监测方法、仪器

分析仪器方法来源监测方法排放限值执行标准监测项目类型

多功能声级计GB12348-2008多功能声级计6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Ld厂界噪声

多功能声级计GB12348-2008多功能声级计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Ln厂界噪声

嗅辨GB/T14675-1993三点比较式臭袋法20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DB32/3151—2016）

表2 标准

臭气浓度(无量
纲)

废气无组织
排放

气象色谱仪HJ604-2017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4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DB32/3151—2016）

表2 标准
非甲烷总烃

废气无组织
排放

可见分光光度计HJ/T 32-1999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0.02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DB32/3151—2016）

表2 标准
酚类

废气无组织
排放

便携式pH计GB 6920-1986玻璃电极法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

78-1996）表4三级标准
PH值

废水集中排
放

可见分光光度计HJ535-2009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25
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
司排水协议规定的浓度限值

氨氮
废水集中排

放

10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一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
废水集中排

放

50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

78-1996）表4三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

废水集中排
放

红外分光测油仪HJ 637-2018红外分光光度法2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

78-1996）表4三级标准
石油类

废水集中排
放



四、执行标准限值及监测方法、仪器

分析仪器方法来源监测方法排放限值执行标准监测项目类型

电子天平GB 11901-1989重量法250
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
司排水协议规定的浓度限值

悬浮物(SS)
废水集中排

放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HJ 636—2012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

度法
50

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
司排水协议规定的浓度限值

总氮
废水集中排

放

可见分光光度计GB/T 11893-1989钼酸铵分光光度法2
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
司排水协议规定的浓度限值

总磷
废水集中排

放

说明：
1、执行标准栏内用代码1、2、3…表示，表格下注明1、2、3分别代表什么标准（如《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或环评批复，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的要求等。
2、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中未
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1.公司已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自动监控技术规范的要求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为保证自动监测运行和维护质量，公司委托专业运维公司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日常运行维护，定期进行比
对监测，进一步完善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管理工作和质量管理制度。

2.手工监测全部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公司，公司专人定期审查检测公司资质能力，确保满足污染物检测
要求。

3.废气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无组织排放源监测技术要求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
术导则》（HJ/T 
55）、《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等相关规范进行。采样仪器逐台进行气密性检查、流量校准。

4.废水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技术要求按《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
术规定》（HJ495）、《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与《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373）等相关规范进行。

5.噪声监测按照相应噪声监测技术规范进行。

6.实验室各种计量仪器按规定进行定期检定，需要控制温度、湿度条件的仪器配备相应设备，并进行有
效测量。分析人员接样后在样品的保存期限内进行分析，做好原始记录，并进行数据处理和有效核准。未检
出样品给出实验室使用分析方法的最低检出浓度

        
7.所有监测数据、记录经过监测分析人员、质控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三级审核，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术
总负责人审定。

 

要求：企业自行监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
方法中未作规定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自行监测活动可以采用手工监
测、自动监测或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监测指标
有自动监测要求的，企业应当安装相应的自动监测设备。

五、质量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可通过对外网站、报纸、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自行监测信息。
同时，应当在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执行局信息，
并至少保存一年。

企业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基础信息、自行监测方案调

整变化时，于变更后的5日内公布最近内容；

手工监测数据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

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监测结果，废水自动监测设备为每2小时

均值；

每年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对外网站 环保网站 报纸

广播 电视

其它方式：监测结果公开方式

六、监测结果公开方式和时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