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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盛（无锡）高性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公开表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朗盛（无锡）高性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607916154L 

单位地址 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江路 9 号 地理位置 东经 120度 20分， 北纬 31度 32分 

 法定代表人  ZOBEL ERNST MICHAEL 邮政编码 213127 

环保负责人 马奔 联系电话 0510-88666253 

行业类别 其他塑料制品 C2929 电子邮箱 Guangfu.yuan @lanxess.com 

成立时间 1995年 07 月 生产周期 300天/年 

从业人数 204人 占地面积 29962.1平方米 

单位简介 

     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 07 月，于 2015 年 7月更名朗盛（无锡）高性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为

主要从事开发生产高性能复合材料产品，2005 年朗盛（无锡）工程塑料工厂建成投产。主要产品有杜立顿和保根等工程塑料。

2007 年研发检测中心建成 - 实验室通过 ISO 17025 认证 。2010 年工程塑料扩建，于 2011 年正式投入运行。总产能 60000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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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排放信息（2019年） 

排放口名称 污水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位于厂区 1号门卫东南 15米 

排放口编号 W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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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年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 16410吨/年 

执行的排放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的三级

标 准 及 《 污 水 排 入 城 镇 下 水 道 水 质 标 准 》

（GB/T31962-2015）表 1中 A级要求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有组织排放，间歇式排放，  

排放去向 新城水处理厂 受纳水体及功能划分 /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经纬计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手工监测 监测频次 每季度一次 

水污染物名称 酸碱度 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 氨氮 总磷   总氮 

规定排放限值 6-9 ≤500mg/L ≤400 mg/L ≤45mg/L ≤8.0 mg/L ≤70 mg/L 

监测时间 实 际 排 放 浓 度（mg/L） 超标情况 

2019/01/18   7.80 94.00 33.00 20.40 1.37 26.20 无 

2019/06/27   7.72 138.50 44.00 16.00 0.83 29.40 无 

2019/09/29 7.18 77.00 12.00 1.31 1.02 8.37 无 

2019/12/10 7.66 117.50 22.00 16.20 1.40 24.8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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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排放信息（2019 年） 

排放口名称 污水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位于厂区 2号门卫东南 5米 

排放口编号 W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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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吨/年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 7041吨/年 

执行的排放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的三级

标 准 及 《 污 水 排 入 城 镇 下 水 道 水 质 标 准 》

（GB/T31962-2015）表 1中 A级要求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有组织排放，间歇式排放，  

排放去向 新城水处理厂 受纳水体及功能划分 /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监测频次 每季度一次 

水污染物名称 酸碱度 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 氨氮 总磷   总氮 

规定排放限值 6-9 ≤500mg/L ≤400 mg/L ≤45mg/L ≤8.0 mg/L ≤70 mg/L 

监测时间 实 际 排 放 浓 度（mg/L） 超标情况 

2019/01/18   7.75 29.00 15.00 5.8 0.374 6.37 无 

2019/06/27   7.20 109.50 43.50 14.85 0.80 20.10 无 

2019/09/29 7.70 95.00 32.00 13.25 1.10 20.50 无 

2019/12/10 7.60 309.00 33.50 14.90 1.18 20.70 无 



4 

 

废气排放信息（2019 年） 

废气排放口名称 一线废气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生产车间楼顶 

废气排放口编号 FQ-01 排放口设置情况 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技术要求 

执行的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有组织排放，连续排放；  

排放去向 排入大气外环境 排气筒高度和内径 高 15米，截面积 0.503m2；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监测频次 每季度检测一次 

大气污染物名称 非甲烷总烃      

排放限值 
浓度限值 ≤120mg/m3      

速率限值 ≤10kg/h      

监测时间 实 际 排 放 浓 度(mg/m3) / 排 放 速 率(kg/h) 超标情况 

2019/01/18   
排放浓度 3.09     无 

排放速率 3.51*10
-2
     无 

2019/06/27 
排放浓度 3.26     无 

排放速率 2.98*10-2     无 

2019/09/27 
排放浓度 3.46     无 

排放速率 4.31*10-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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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9 
排放浓度 1.59     无 

排放速率 1.59*10
-2
     无 

 

 

废气排放信息（2019 年） 

废气排放口名称 一二线粉尘废气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生产车间楼顶 

废气排放口编号 FQ-03 排放口设置情况 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技术要求 

执行的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有组织排放，连续排放；  

排放去向 排入大气外环境 排气筒高度和内径 高 15米，截面积 0.283m2；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监测频次 每季度检测一次 

大气污染物名称 颗粒物      

排放限值 
浓度限值 ≤120mg/m3      

速率限值 ≤3.5kg/h      

监测时间 实 际 排 放 浓 度(mg/m
3
) / 排 放 速 率(kg/h) 超标情况 

2019/01/18   
排放浓度 1.47     无 

排放速率 3.05*10-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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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7 
排放浓度 1.20     无 

排放速率 2.29*10
-3
     无 

2019/09/27 
排放浓度 1.30     无 

排放速率 2.55*10-3     无 

2019/12/19 
排放浓度 1.40     无 

排放速率 2.78*10
-3
     无 

 

废气排放信息（2019 年） 

废气排放口名称 三线废气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生产车间楼顶 

废气排放口编号 FQ-04 排放口设置情况 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技术要求 

执行的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有组织排放，连续排放；  

排放去向 排入大气外环境 排气筒高度和内径 高 15米，截面积 0.283m
2
；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监测频次 每季度检测一次 

大气污染物名称 非甲烷总烃      

排放限值 
浓度限值 ≤120mg/m

3
      

速率限值 ≤10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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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间 实 际 排 放 浓 度(mg/m3) / 排 放 速 率(kg/h) 超标情况 

2019/01/18   
排放浓度 2.76     无 

排放速率 1.21*10
-2
     无 

2019/06/27 
排放浓度 1.76     无 

排放速率 2.98*10-2     无 

2019/09/27 
排放浓度 3.86     无 

排放速率 2.56*10-2     无 

2019/12/19 
排放浓度 1.69     无 

排放速率 1.14*10-2     无 

 

废气排放信息（2019 年） 

废气排放口名称 二线废气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生产车间楼顶 

废气排放口编号 FQ-05 排放口设置情况 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技术要求 

执行的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有组织排放，连续排放；  

排放去向 排入大气外环境 排气筒高度和内径 高 15米，截面积 0.503m
2
；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监测频次 每季度检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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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名称 非甲烷总烃      

排放限值 
浓度限值 ≤120mg/m

3
      

速率限值 ≤10kg/h      

监测时间 实 际 排 放 浓 度(mg/m3) / 排 放 速 率(kg/h) 超标情况 

2019/01/18   
排放浓度 1.78     无 

排放速率 2.65*10
-2
     无 

2019/06/27 
排放浓度 2.65     无 

排放速率 4.13*10-2     无 

2019/09/27 
排放浓度 3.45     无 

排放速率 6.37*10-2     无 

2019/12/19 
排放浓度 2.83     无 

排放速率 4.41*10-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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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排放信息（2019 年） 

废气排放口名称 SLC线废气排放口 排放口位置 生产车间楼顶 

废气排放口编号 FQ-06 排放口设置情况 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技术要求 

执行的排放标准 

《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11/501 

-2007 ）表 1中标准、天津市地方标准《工业企挥发

性 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2/524 DB12/524 

-2014 ）表 2中 VOCs的排放限值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有组织排放，连续排放；  

排放去向 排入大气外环境 排气筒高度和内径 高 15米，截面积 0.071m2；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监测频次 每季度检测一次 

大气污染物名称 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 VOCS    

排放限值 
浓度限值 ≤80mg/m3 ≤30mg/m3 ≤50mg/m3    

速率限值 ≤6.3kg/h ≤2.1kg/h ≤1.5kg/h    

监测时间 实 际 排 放 浓 度(mg/m3) / 排 放 速 率(kg/h) 超标情况 

2019/01/18   
排放浓度 3.26 7.23 0.36   无 

排放速率 2.87*10
-3
 6.36*10

-3
 0.32*10

-3
   无 

2019/06/27 
排放浓度 3.16 1.30 1.05   无 

排放速率 2.22*10
-3
 0.92*10

-3
 0.73*10

-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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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7 
排放浓度 2.33 1.50 5.49   无 

排放速率 1.59*10
-3
 1.01*10

-3
 3.73*10

-3
   无 

2019/12/19 
排放浓度 1.93 1.35 2.62   无 

排放速率 1.17*10-2 0.16*10-2 1.60*10-2   无 

 

噪声排放信息（2019年第一季度） 

执行的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无组织排放，间接排放；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经纬计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手工监测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5分贝，夜间≤55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3/19 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9.3分贝，夜间 48.9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3/19 日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0分贝，夜间 49.5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3/19 日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1分贝，夜间 52.5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3/19 日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5分贝，夜间 51.2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3/19 日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9.0分贝，夜间 53.2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3/19 日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9分贝，夜间 51.3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3/19 日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5.9分贝，夜间 48.8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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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3/19 日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6.7分贝，夜间 51.3 分贝； 

  是否达标 是 

 

噪声排放信息（2019 年第二季度） 

执行的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无组织排放，间接排放；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5分贝，夜间≤55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6/27 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3.1分贝，夜间 49.1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6/27 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1.2分贝，夜间 48.6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6/27 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2.3分贝，夜间 49.5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6/27 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1.9分贝，夜间 48.9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6/27 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5.7分贝，夜间 50.1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6/27 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4.9分贝，夜间 49.9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6/27 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6分贝，夜间 52.3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6/27 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8分贝，夜间 52.6 分贝； 

  是否达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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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排放信息（2019 年第三季度） 

执行的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无组织排放，间接排放；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5分贝，夜间≤55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9/29 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3.4分贝，夜间 49.2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9/29 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1.5分贝，夜间 48.9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9/29 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2.1分贝，夜间 49.3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9/29 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1.5分贝，夜间 48.8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9/29 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6.1分贝，夜间 50.7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9/29 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5.3分贝，夜间 50.0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9/29 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4分贝，夜间 52.2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09/29 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5分贝，夜间 52.3分贝； 

  是否达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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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排放信息（2019 年第四季度） 

执行的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排放形式和排放规律 无组织排放，间接排放； 

监测单位和方式 委托无锡市新环化工环境监测站，手工监测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5分贝，夜间≤55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12/19 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4.2分贝，夜间 49.3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12/19 东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1.9分贝，夜间 48.7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12/19 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2.5分贝，夜间 49.5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12/19 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1.4分贝，夜间 49.0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12/19 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5.9分贝，夜间 50.1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12/19 西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5.6分贝，夜间 49.8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12/19 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8.7分贝，夜间 51.9 分贝； 

监测时间和地点 2019/12/19 北厂界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9.1分贝，夜间 52.2分贝； 

  是否达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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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2019年） 

固体（危险）名称 固废类别 危 废 代 码 产 生 量 转 移 量 贮 存 量 处 置 或 者 回 收 情 况 

废水处理污泥 HW17 336-064-17 14.32 吨 9.92吨 4.4吨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废包装袋、含接触化学品的抹布和劳

保用品等 
HW49 900-041-49 0.706 吨 0吨 0.855吨 / 

废酸（实验室） HW34 900-349-34 0.148吨 0吨 0.148吨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废矿物油（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

油如废机油、煤油、液压油、润滑油

（脂）及含有废液的吸附剂和抹布等） 

HW08 900-249-08 0.911 吨 0.538吨 0.473吨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烃/水混合物（真空废液） HW09 900-007-09 3.967 吨 2.082吨 2.494吨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HW29 含汞废物（含汞废电池、含汞废

日光灯管等） 
HW29 397-001-29 0.113吨 0吨 0.148吨 交予有资质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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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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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废水处理 1套 2006 年 图一、含氮磷废水处理工艺 5吨/小时 3吨/小时 24 小时/天 正常 

002 废水处理 1套 2010 年 图二、不含氮磷废水处理工艺 2吨/小时 2吨/小时 24 小时/天 正常 

003 一线洗涤塔 1套 2006 年 图三、废气处理工艺 18000M3/h 10800M3/h 24 小时/天 正常 

004 一线、二线除尘器 1套 2010 年 图三、废气处理工艺 12000M3/h 1986M3/h 24 小时/天 正常 

005 二线洗涤塔 1套 2007 年 图三、废气处理工艺 18000M3/h 16000M3/h 24 小时/天 正常 

006 三线洗涤塔风机 1套 2010 年 图三、废气处理工艺 12000M3/h 7800M3/h 24 小时/天 正常 

007 SLC线洗涤塔 1套 2019 年 图三、废气处理工艺 6000M3/h 6087M3/h 24 小时/天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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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含氮磷废水处理工艺 

图二、非含氮磷废水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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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投料、混

炼、挤出成型 

 

集气罩 

3 线：投料、混

炼、挤出成型 
集气罩 水吸收洗气塔 

水吸收洗气塔 

 

FQ-4 

非甲烷总烃、      

vocs、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      

vocs、颗粒物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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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

烃 

 

颗粒物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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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料机：原料混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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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除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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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1 

2 线：投料、混

炼、挤出成型 

 

FQ-6 

 

己内酰胺 

非甲烷总烃 

集气罩 

 

滤芯除尘器 FQ-3 

水吸收洗气塔    FQ-5 

图三、废气处理工艺 

颗粒物 

己内酰胺、 

非甲烷总烃 

 

己内酰胺、 

非甲烷总烃 

 

研发线：投料、

混炼、挤出成型 
集气罩 

颗粒物 

己内酰胺、

非甲烷总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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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朗盛年扩建 60000 吨各类工程塑料项目 

2. 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工程塑料研究开发中心 

3.工程塑料项目新增产能最高不超过 6万吨/年项目、 

4.高性能复合材料研发试生产项目 

5.朗盛（无锡）高性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增仓储项目 

6.高性能复合材料实验室技改项目 

1.江苏工业学院环境保护研究

所、 

2.环评登记表（朗盛） 

3．南京博环环保有限公司、 

4.无锡市智慧环保技术监测研究

院有限公司、 

5.环评登记表（朗盛） 

6.橙志(上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 

2./ 

3./ 

4./ 

5.201832021400000154 

6./ 

环评报告批复文件 

1.朗盛年扩建 60000 吨各类工程塑料项目 2005-3-10 

批复 

2. / 

3.朗盛公司工程塑料项目新增产能最高不超过 6 万吨

年项目批复 

4.高性能复合材料研发试生产项目 锡环表新复 

5./ 

6.高性能复合材料实验室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  

1.无锡市新区规划建设环保局 

2. 无锡市新区规划建设环保局 

3. 无锡市新区规划建设环保局 

4. 无锡市新吴区安全监督管理

和环境保护局 

5．/ 

6.无锡市新吴区生态环境保护局 

1.20050310 

2.20060623 

3.20100915 

4.【2017】266号 

5./ 

6.【2019】7041号 

治理设施验收意见 1. 朗盛年扩建 60000 吨各类工程塑料项目三同时验收 1.无锡市新区规划建设环保局 1.20060608 



19 

 

锡新环竣（2006）字第（0617）号 

2./ 

3.朗盛-锡环管新验【2014】66号  “三同时” 

4.研发试生产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固废、噪音验收意见

锡环管新验[2018]41 号（废水、废气自主验收） 

5./ 

6.在建 

2. / 

3.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4. 无锡市新吴区安全监督管理

和环境保护局 

5./ 

6.在建 

2./ 

3.【2014】66 号 

4.锡环管新验[2018]41

号 

5./ 

6.在建 

排污许可证 暂无，所在行业核发时间为 2020 年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已制订《朗盛（无锡）高性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7年 10月 31日在无锡新吴区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已备案，  

备案编号：320-214-2017-101-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