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盛（宁波）颜料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公开表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朗盛（宁波）颜料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10538265785 

单位地址 宁波石化区海祥路 1

号 

地理位置 东经 121 度 38 分，北

纬 30 度 0 分 

法定代表人 WOLFGANG OEHLERT 邮政编码 315204 

环保负责人 高强 联系电话 0574-55843632 

行业类别 2643 颜料制造 电子邮箱 jack.gao@lanxess.com 

成立时间 2012 年 10 月 31 日 生产周期 330 天/年 

从业人数 160 占地面积 71517 平方米 

单位简介 本项目主要从事高级碾磨氧化铁产品的深加工，项目达产后，年碾磨能

力为 70000 吨。本项目已于 2017 年 1 月 5 日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甬环

验【2017】1 号） 

 

废水排放信息（2018 年） 

排放口名称 废水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位于厂区东面 

排放口编号 DW001 排放口设置情况 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技

术要求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 247977 立方/年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 274651 立方（2018） 

执行排放标准 GB8978-1996《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二级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有组织、间歇式排放 

排放去向 宁波华清污水处理厂 受纳水体及功能划分 / 

监测方式 废水在线监测 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 

水污染物名称 PH CODCr BOD5 SS 氨氮 总氮 

规定排放限值（mg/l） 6～9 ≤1000 ≤300 ≤400 ≤60 ≤80 

废水在线监测年报表 

时间 PH() 流量(m3) 
化学需氧量

(mg/L) 
氨氮(mg/L) 超标情况 

一月 7.73 15217.45 61.61 1.06 无 

二月 7.93 12203.03 46.88 0.89 无 

三月 7.35 24749.49 39.54 4.15 无 

四月 7.29 12323.69 46.5 0.36 无 

五月 7.41 17212.83 59.63 1.75 无 

六月 7.12 17994.11 46.06 0.48 无 

七月 7.41 25542.51 34.56 0.36 无 

八月 7.36 19560.3 50.96 1.63 无 

九月 7.04 14208.27 42.86 0.55 无 

十月 7.02 16978.44 36.94 0.68 无 

十一月 6.86 21356.3 47.04 9.34 无 

十二月 7.03 77304.98 28.02 23.75 无 



废气排放信息（2018） 

废气排放口名称 氮氧化物废气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彭尼曼反应车间楼顶 

废气排放口编号 DA001 排放口设置情况 符合规范要求 

执行的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

1996） 

排放形式和规律 有组织、连续排放 

排放去向 排入大气外环境 排气筒高度 35 米 

在线监测维保单位 杭州博高科技有限公

司 

监测频次 实时 

大气污染物名称 氮氧化物 排放限值 150mg/m3 

时间 NOx 浓度（mg/m3） 标况流量（m3） 

一月 66.2 6306671 

二月 86 5832741 

三月 81.8 5545560 

四月 87.2 6092953 

五月 109.3 6992291 

六月 117.7 8343386 

七月 114.3 8272547 

八月 119.2 8607662 

九月 106.3 7285270 

十月 108.4 7376419 

十一月 116.2 7248635 

十二月 38.9 3960583 

 

噪声排放信息（2018 年） 

执行的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

2008） 

排放形式和规律 无组织排放，间接排

放 

监测单位 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5 分贝，夜间

≤55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9 分贝，夜间 49

分贝；达标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8 年 11 月 28 日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60.2 分贝，夜间

52.7 分贝；达标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8 年 11 月 28 日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63.9 分贝，夜间

49.5 分贝；达标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8 年 11 月 28 日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63.4 分贝，夜间

49.6 分贝；达标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2018 年） 

固体废物名称 固废类别 危废代码 转移处置量（千克） 处置方 

危险废弃包装物

（玻璃、铁质） 

HW49 900-041-49 120 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

限公司 

实验室废弃物 HW49 900-041-49 440 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

限公司 

废润滑油 HW08 900-249-08 1830 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

限公司 

危险废弃包装物

（25L 塑料桶） 

HW49 900-041-49 560 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

限公司 

实验室废弃物

（试剂残液） 

HW49 900-047-49 190 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

限公司 

 

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编号 治理设

施名称 

数量 投运日

期 

处理工

艺 

设计处理

能力 

实际处理

能力 

运行时

间 

运行情

况 

1 污水处

理站 

1 2015 年

12 月 

详见图

一 

2300 m3/d 2000 m3/d 24h/d 正常 

2 SCR 处

理系统 

1 2015 年

12 月 

详见图

二 

30000m3/h 30000m3/h 24h/d 正常 

3 袋式除

尘 

2 2015 年

12 月 

/ 94500m3/h 94500m3/h 24h/d 正常 

 

 

图一、废水处理工艺 



 

 

图二、氮氧化物废气处理工艺 

环评及其它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许可名称 项目文件名称 制作或审批单位 批复文号（备案编号） 

项目环评报告 
朗盛（宁波）颜料有限公司年

产 7 万吨无机颜料建设项目 

宁波市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设计院 
编制日期：2012 年 9 月 

环评报告批复

文件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朗盛

（宁波）颜料有限公司年产 7

万吨无机颜料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 甬环建【2012】79 号 

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 

朗盛（宁波）颜料有限公司年

产 7 万吨无机颜料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 甬环验【2017】1 号 

排污许可证 
编号：浙

BH2018A0272 

有效期限：自二 O 一八年一月一日 起至 二 O 二 O 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止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信息 

         已编制《朗盛（宁波）颜料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在宁波

市生态环境局镇海分局备案。 

         并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进行预案修订并重新备案，备案编号：330221-2019-005-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