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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

告环境信息的补充公告 

根据《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 2016 年江西省重点排污单位

名单的通知》、《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 2017 年江西省重点排污

单位名单的通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部分子公司被列为 2016 年、2017 年江西省重点排污单位（废气）。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要求，公

司对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中“第

五节 重要事项”中“社会责任” 项有关环境保护章节的内容补充披

露如下： 

一、2016 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内容： 

对 2016 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要事项  十八、社会责任情况  

2、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情况”内容补充如下：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是 

公司或子公司

名称 

主要污染物及

特征污染物的

名称 

排放方式 排放口数量 
排放口分布情

况 

排放浓度

（mg/m³） 

执行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 
超标排放情况 

江西万年青水

泥股份有限公

司万年厂 

氮氧化物 有组织 4 窑尾 < 4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4 窑尾 < 2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江西玉山万年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水泥有限公

司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江西瑞金万年

青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江西赣州南方

万年青水泥有

限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1 窑尾 < 4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1 窑尾 < 2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江西锦溪水泥

有限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达标排放 

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所有生产线配套安装了除尘设施、烟气脱硝系统和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等环保设施，各类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良好，各项污染物指标排放达标。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所有在建项目均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

工作，所有项目经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公司及

子公司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要求，获得了排污许可证，并严格遵守排

污许可的要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确保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快速、有效应对，最大限度

降低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 

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公司按要求制定了环境自行监测方案，除了按照国家和地方环保部门的要求

安装了自动监测系统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外，还采取手动监测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定期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行监测。 

二、2017 年半年度报告补充披露内容： 

对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要事项  十五、社会责任情

况  2、重大环保情况”内容补充如下：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是 

公司或子公司

名称 

主要污染物

及特征污染

物的名称 

排放方式 排放口数量 
排放口分布

情况 

排放浓度

（mg/m³） 

执行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 

排放总量

（吨） 

核定的排放

总量（吨） 

超标排放情

况 

江西万年青水

泥股份有限公

司万年厂 

氮氧化物 有组织 4 窑尾 < 400 GB4915-2013 1005.38 3810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4 窑尾 < 200 GB4915-2013 286.81 1905 达标排放 

江西玉山万年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577 1240 达标排放 



青水泥有限公

司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138 620 达标排放 

江西瑞金万年

青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1092.81 3100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95.04 200 达标排放 

江西赣州南方

万年青水泥有

限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1 窑尾 < 400 GB4915-2013 266.51 775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1 窑尾 < 200 GB4915-2013 21.57 200 达标排放 

江西锦溪水泥

有限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356 1550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223.7 415.5 达标排放 

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所有生产线配套安装了除尘设施、烟气脱硝系统和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等环保设施，各类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良好，各项污染物指标排放达标。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所有在建项目均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

工作，所有项目经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公司及

子公司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要求，获得了排污许可证，并严格遵守排

污许可的要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确保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快速、有效应对，最大限度

降低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 

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公司按要求制定了环境自行监测方案，除了按照国家和地方环保部门的要求

安装了自动监测系统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外，还采取手动监测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定期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行监测，监测数据在公司网站以及江西省环境保

护厅网站进行了公示。 

三、2017 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内容： 

对 2017 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要事项  十八、社会责任情况  

3、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内容补充如下：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是 

公司或子公司

名称 

主要污染物

及特征污染

物的名称 

排放方式 排放口数量 
排放口分布

情况 

排放浓度

（mg/m³） 

执行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 

排放总量

（吨） 

核定的排放

总量（吨） 

超标排放情

况 

江西万年青水

泥股份有限公

司万年厂 

氮氧化物 有组织 4 窑尾 < 400 GB4915-2013 2897.85 3810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4 窑尾 < 200 GB4915-2013 636.22 1905 达标排放 

江西玉山万年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1154 1240 达标排放 



青水泥有限公

司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276 620 达标排放 

江西瑞金万年

青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2530.64 3100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190.19 200 达标排放 

江西赣州南方

万年青水泥有

限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1 窑尾 < 400 GB4915-2013 545 775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1 窑尾 < 200 GB4915-2013 35 200 达标排放 

江西锦溪水泥

有限公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2 窑尾 < 400 GB4915-2013 921.78 1550 达标排放 

二氧化硫 有组织 2 窑尾 < 200 GB4915-2013 301.73 415.5 达标排放 

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所有生产线配套安装了除尘设施、烟气脱硝系统和污染源自动

监控系统等环保设施，各类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良好，各项污染物指标排放达标。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所有在建项目均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

工作，所有项目经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公司及

子公司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要求，获得了排污许可证，并严格遵守排

污许可的要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确保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快速、有效应对，最大限度

降低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 

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公司按要求制定了环境自行监测方案，除了按照国家和地方环保部门的要求

安装了自动监测系统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外，还采取手动监测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定期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行监测，监测数据在公司网站以及江西省环境保

护厅网站进行了公示。 

除补充上述内容外，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017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述补充不会对公司 2016年年报、

2017 年半年报、2017 年年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公司将

于同日披露《2016 年年度报告（更新版）》、《2017 年半年度报告（更

新版）》、《2017 年年度报告（更新版）》。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