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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一）公司简介 

驰宏锌锗成立于 2000 年 7 月，是一户以铅锌锗产业为主，

集采矿、选矿、冶炼、化工、深加工、贸易和科研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矿山资源品种覆盖铅、锌、锗、银、金

等多种金属，具有年采选矿石 300 万吨、矿产铅锌金属产能 40

万吨、铅锌冶炼产能 63万吨、银 150 吨、金 70 千克、锗产品含

锗 60 吨，镉、铋、锑等稀贵金属 400 余吨的综合生产能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善待自然、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持续保持行业领先的生态

环保优势作为公司核心竞争力打造。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在勘探、开采、冶炼、深加工各生产环节注重各类

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恢复，并将业

务拓展到稀贵金属回收再生产，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道路，构建起了“风险地质勘探—矿山无废开采—冶炼清洁生

产—‘三废’循环利用—稀贵金属综合回收—产品精深加工”全

产业链模式。坚持以废水零排放，废气超低排放，固废减量化、

无害化为目标，积极践行绿色发展，争做行业环保技术的引领者、

致力行业环保标准的制定者和争做行业环保治理的示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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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治理结构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
董事会秘书

经理层

战
略
与
资
本
运
营
中
心

电
子
商
务
中
心

生
产
运
营
部

党
政
办
公
室

资
产
财
务
部

组
织
人
力
资
源
部

矿
产
资
源
部

工
程
管
理
部

纪
委
工
作
部

党
群
工
作
部

矿
冶
研
究
院

工
会

团
委

分公司

3家

全资子公司

18家

控股子公司

6家

参股公司

5家

安
全
环
保
职
业
健
康
部

内
审
部

法
律
部

 

（三）公司理念 

 共同使命：创新发掘资源价值，绿色铸就金彩事业 

 发展理念：创新创效 开放共享 

 环保理念：善待自然 绿色发展 

 安全理念：生命至上 本质安全 

 资源理念：珍惜有限 创造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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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宏会泽矿业尾矿库                          驰宏荣达矿业尾矿库铺设防风抑尘网 

   
彝良驰宏选矿废水处理系统                       驰宏会泽冶炼电化学水处理站 

   

驰宏综合利用环境集烟系统                       驰宏会泽冶炼尾气脱硫系统 

  

驰宏会泽分公司冶炼废渣原址处置景观再造                      驰宏会泽冶炼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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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一）环保理念：善待自然 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秉持的

基本原则，绿色发展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是企业发展

壮大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是企业信誉的

重要组成部分。 

 

 

 

 

 

 

 

 

 
 
 
 
 
 

 

 
 

 

 

战
略
高
度 

我们致力于绿色发展，打造“环保名片”，是驰宏锌

锗善尽企业公民责任和良性竞争的手段。 

 

发
展
模
式 

 

环
保
投
入 

我们积极践行绿色发展，从战略角度确保环保投入，

赢取环保收益。舍得投入，善于投入，精准投入，从

源头投入，持续性投入，注重根本性问题解决。 

 

环
保
生
活 

我们敬畏自然，珍惜资源，倡导“绿色生活”，全员、

全方位、全过程践行环保。 

我们坚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

目标，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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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管理状况 

1.环境管理体制 

公司以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己任，将生态环境建设、

管理和保护纳入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持续推进 ISO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和中铝集团职业健康安全环保 CAHSE 精准管理体系建

设。 

公司成立了职业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司安全

环保职业健康部、分（子）公司职业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分（子）公司安全环保职业健康部及安全环保科五级环境

保护管理体系（详见图 2.2-1），并取得了 ISO14001：2015《环

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认证。 

公司职业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

公司安全环保职业
健康部

分子公司安全环保职业
健康部

分厂（矿、坑）
安全环保科

环保管理室

分子公司
环境监测站

分子公司职业健康安全
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车间环保管理员
 

图 2.2-1：公司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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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体系建设、运行 

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中铝集团、中国铜业管

理制度，制定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和内控标准，逐

级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将环境保护目标指标和重点工作纳入

目标责任考核。做到环保目标、指标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

严格考核，薪酬挂钩，跟踪督导，进一步明确各分（子）公司和

有关部门的环保职责和主体责任。同时定期梳理国家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标准、环保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并下发学习。及时

排查整治各分（子）公司生产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风险、环境

隐患，严格按照“五定”原则予以限期整改，切实做到环境保护

管理“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 

表 2.2-1：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清单 

序号 制度名称 备注 

1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已发布实施 

2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奖惩制度》 已发布实施 

3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制度》 已发布实施 

4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水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已发布实施（2020年修订） 

5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已发布实施 

6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已发布实施 

7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名录》 已发布实施 

8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已发布实施（2020年修订） 

9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贮存规范》 已发布实施（2020年修订） 

10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废旧劳保管理规定》 已发布实施（2020年修订） 

11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已发布实施 (2020年新增) 

3.分子公司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建设、运行 

公司下属分（子）公司依据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上

级公司制度，制定符合内部管理需要，具有针对性、适用性的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涵盖环保责任制、考核管理、污染防治、

环保设备设施管理、环境监测管理、生态保护等内容。定期开展

适用性辨识、评估，适时对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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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年生态环境保护作总结 

公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以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为首要任务，以 CAHSE 精准管理体系为重要抓手，强化排查整

治，推进重点工作及隐患问题整改，加快绿色矿山、绿色工厂建

设，顺利完成年度环保工作目标任务。 

1.环保目标指标完成情况 

一般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为零；废水、废气外排污染物达标

率 100%；固废处置合规率 100%；上级下达的生态环境保护控制

指标完成率 100%；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排

污许可范围；政府按日计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查封扣押、

挂牌督办为零。 

2. 顺利通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自 2020年 8月 22日公司收到开展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通知后，公司党委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立即召

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专题会议，对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和问题整改进行全面安排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中

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配

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力求高质

量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 

 

图 2.3-1 2020年环保督察工作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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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月 31日—9月 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

督察组正式进驻中铝集团。公司成立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边

督边改组等机构。下属 3 家企业接受督察组现场督察。公司高度

重视对督察组指出或关注的问题，在督察当天迅速组织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及时组织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实现群众

信访投诉为零，媒体曝光问题为零，警示案例通报为零的成绩，

借力督察东风擦亮驰宏锌锗绿色发展的底色。 

3.深部署，重落实，全力推进年度重点工作 

2020年1月召开公司2020年安全环保重点工作绩效面谈会，

确定分（子）公司年度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和重点工作，将环

保重点、难点工作纳入责任书列项推进，与分（子）公司组织绩

效和班子绩效挂钩考核。1 月 20 日召开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会，对 2020 年的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与 24 家单位签订目标

责任书，下发公司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每季度召开职业

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研究解决重大环保问题与

难题。每月召开专业例会，推进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每

周对重点工作和督办项目进行督导，持续全过程跟踪问效。 

 

图 2.3-2 2020年安全环保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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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司积极推进环保升级技改，环境本质安全持续提

升。水环境方面，驰宏综合利用完成水资源控污减排技改项目；

驰宏会泽矿业增设矿井涌水 4000m
3 沉淀池；驰宏荣达矿业完成

选矿三厂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改造；澜沧铅矿完成矿井涌水排水管

线建设，完成关停冶炼厂初期雨水收集处理提升改造并投入试运

行。大气环境方面，驰宏会泽矿业、彝良驰宏完成除尘系统升级

改造。固废方面，驰宏综合利用完成 1#渣库升级改造；驰宏会

泽矿业完成尾矿库北坝防渗改造。驰宏综合利用、驰宏会泽冶炼

完成绿色生态隔离带建设。 

     
驰宏会泽矿业除尘器改造                  云南澜沧铅矿矿井涌水管线建设 

       

驰宏会冶生态隔离带建设（花圃区）             驰宏综合利用 1#渣库升级改造 

                                                                                                                                                                   

驰宏会泽矿业尾矿库北坝防渗              驰宏综合利用水资源控污减排技改项目  

图 2.3-3 公司 2020年部分环保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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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排查，强监管，全面做好疫情期间污染防控 

2020 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企业生产运营、复工复

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和影响。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上级公司有

关疫情防控精神，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生活污水管理，防止

病毒通过污水传播扩散。公司下发切实做好新冠疫情期间生活污

水监管工作的通知，各分（子）公司迅速开展本企业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排查整治。一是排查整治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外排或回用

前是否采取投加消毒剂或臭氧、紫外线消毒等措施，对未采取消

毒措施或措施不到位的，迅速按照五定原则制定整改计划，完善

消毒措施，确保整改到位；二是排查整治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收集、

处理设备设施是否完好，工艺运行是否稳定、正常，消毒药剂储

备是否充足；三是开展生活污水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等指标

监测。经过二轮排查监测，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图 2.3-4 2020年疫情期间生活污水排查 

5.强组织，促整改，扎实开展年中体系审核 

为全面督促各分（子）公司年度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检验

CAHSE体系运行情况，7 月 2日—31日，公司成立四个考评组，

由公司领导带队，对各分（子）公司及本部部门开展 CAHSE 体系

审核暨年中职业健康安全环保综合检查考评。针对体系审核发现

的问题，各分（子）公司及本部部门高度重视，对问题进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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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真组织整改落实。通过审核，公司生态环境保护精准管

理体系整体运行较 2019年进一步提升。 

6.强对标，找差距，持续提升公司环保管理水平 

为深入推进公司全要素对标，通过搜集国内铅锌行业较有竞

争力的企业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等资料，从单位

产品大气、水污染物排放量、执行的排放标准等方面开展对标。

大气方面，公司万吨产品排污量与同行业相比，未体现明显竞争

优势，如河南省、湖南省、广东省同行业中有色冶炼企业按照当

地政府相关要求，已实现达行业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要求。水

方面，公司所属冶炼企业和同行业企业基本实现生产废水零排

放，符合国家管控要求。大气污染物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已是行业

趋势，新改扩建项目按适当领先的特别排放限值标准设计建设。 

7.早谋划，细准备，完成国版排污许可证申领及延续工作 

国家已明确指出排污许可制度是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

心制度，要求 2020 年 9 月底前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登记工作。

公司积极做好统筹安排，各分（子）公司主动对接地方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通用工序（HJ1120—

2020）》《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HJ953—201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HJ1121—202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2018）》等标

准规范，9 月底前涉及国家统一的排污许可证申领的驰宏会泽矿

业、彝良驰宏、云南永昌铅锌、驰宏荣达矿业、云南澜沧铅矿、

驰宏锗业和西藏鑫湖矿业均已完成发证登记，实现公司下属企业

排污许可证持证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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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 年度环保目标 

（1）一般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政府挂牌督办、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为零； 

（2）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100%； 

（3）污染物排放总量 100%控制在排污许可范围； 

（4）固废处置合规率 100%，持续推进减量化、无害化； 

（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指标计划完成率 100%。 

（五）物质流分析 

1.2020 年生产经营中能源消耗 

表 2.5-1：能源消费一览表 

能源名称 单位 年消耗量 

原煤 万吨 38.85 

焦炭 万吨 0.238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008.49 

柴油 吨 2832.46 

电力 万千瓦时 283401.18 

2.生产经营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 

表 2.5-2：2020年主要污染物指标排放情况表（单位：吨） 

项目 
驰宏综

合利用 

驰宏会

泽矿业 

驰宏会

泽冶炼 

彝良 

驰宏 

云南

澜沧

铅矿 

云南永

昌铅锌 

呼伦贝

尔驰宏 
合计 

大

气

污

染

物 

二氧

化硫 

许可排放量 1105.04 — 928.20 — — 45.62 836.22 2915.08 

2020年排放量 126.17 — 164.28 — — 4.87 59.72 355.04 

颗粒

物 

许可排放量 104.3 — 185.64 — — 4.21 160.23 454.38 

2020年排放量 26.15 — 32.66 — — 0.45 21.81 81.07 

水

污

染

物 

COD 
许可排放量 40.81 289.78 — — — 26.42 — 357.01 

2020年排放量 2.46 122.55 — 99.04 0.646 2.22 — 226.92 

氨氮 
许可排放量 12.4 13.68 — — — 0.997 — 27.08 

2020年排放量 0.019 3.48 — 3.53 0.012 0.273 — 7.31 

备注：各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均控制在环保部门核定的排污许可范围，以上数据均指排污许可证

中的主要排放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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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保护设施的稳定运行情况和运行数据 

2020 年正常生产运营的分（子）公司，环保设备设施运行

率 100%，外排污染物达标率 100%。 

（六）环境会计 

1.2020 年，公司全年环保投入 75843.17 万元 

公司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在资源高效综合利

用、污染物达标排放、节能减排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

力，环保投入到位。为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提升清洁生产

水平，积极推进环保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强化管理人员及一

线员工环保教育培训工作，提升全员环保意识充分发挥了保障作

用。2020年环保投入共计 75843.17 万元。 

表 2.6-1：部分企业 2020 年环保投入一览表 

2.在降低环境负荷、消除环境负面影响等各项环保活动中获

得的环境效益 

公司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加强科研攻关，提升治污能

力，依托科技进步，保障环保投入，引用先进工艺及装备技术，

推进各冶炼企业和矿山选矿废水回用，矿山企业尾矿进行膏体充

填；冶炼企业充分利用铅、锌冶炼互补性强的优势，锌湿法渣返

序号 企业名称 金额（万元） 备注 

1 驰宏会泽矿业 7820.13 

投入费用包括：环保

技改投入、实施清洁

生产费用、污染防治

费用、环境管理费用、

环保教育培训费用、

环境监测费用等 

2 驰宏会泽冶炼 19705.99 

3 驰宏综合利用 25331.07 

4 彝良驰宏 5270.81 

5 云南澜沧铅矿 6157.40 

6 云南永昌铅锌 1500.02 

7 驰宏荣达矿业 823.65 

8 呼伦贝尔驰宏 7030.30 

9 驰宏会泽分公司 1590.64 

10 驰宏锗业 613.15 

合计 75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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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火法系统回收有价金属，铅系统火法烟化炉挥发产生的烟尘又

作为湿法冶炼的原料，最终产出一般固废水淬渣销售给当地水泥

厂作生产原料；内部无法利用的危废外委有资质单位利用处置。

高浓度 SO2烟气进行制酸，低浓度 SO2烟气送脱硫系统产出副产

品硫酸铵。各产尘点配备环境集气装置及除尘、脱硫等处理设施。

采选矿作业产生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公司在选矿系统的

破碎、筛分、粉矿、转运等环节配备集气、除尘设施，废气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软硬件实力不断加强，清

洁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以防控环境风险、提升环保形象为核心，

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有效

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环境负荷。 

3.上述环保活动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 

2020年，公司加强资源综合利用，驰宏会泽矿业、彝良驰宏、

云南永昌铅锌和驰宏荣达矿业实现选矿废水全部循环利用不外

排，节约了新水消耗。驰宏会泽矿业、彝良驰宏井下废石、选矿

尾矿通过膏体充填综合利用，实现无废开采。驰宏会泽冶炼、呼

伦贝尔驰宏、云南永昌铅锌工业废水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渣物

料最大限度厂内综合利用，少部分外销有资质单位合规利用处

置，积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 

（七）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循环经济开展情况 

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 2007年按照 GB/T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

用指南》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于 2008年取得认证。2016年按照

GB/T24001-2016《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实施转版并

取得认证。2020年 2 月 4 日取得再认证，有效期至 2022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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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循环经济开展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循环经济工作，通过自主研发及与科研院校合

作等方式，利用科研、技改做好低品位矿、共伴生矿、难选矿、

尾矿和冶炼渣等资源循环利用开发，促进各种有价元素的综合回

收，建立完善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提高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率。 

未来公司将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贯彻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照中国铜业

的决策部署，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依托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通过两化融合及流程再造，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固废处置

与利用。强化开放合作，实现共赢多赢。 

2005年 10月，公司成为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2012

年 10 月，被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为全国 76家循环经济工作先进

单位之一。2014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原环境保护部等联合发

布公告（2014 年第 19 号），公司作为云南省仅有的两家上榜企

业之一，正式通过首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验收。2016年 1

月，“160Kt/a 废铅酸电池无害化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成功入选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名单，2020

年 1 月 7 日该项目完成环保验收。冶炼烟气及余热回收利用获得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资源综合利用认定，享受国家资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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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八）环境保护培训与环境信息交流 

1.环境保护培训 

（1）参加外部培训 

公司积极参加生态环境部门、行业协会和上级公司举办的清

洁生产、环保责任保险、危废管理、CAHSE 精准管理体系等环保

教育培训，提升各级人员环保业务技能。 

（2）公司环保培训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内部通过环境日、环保月、月度例

会等渠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环保专业培训，4月份

组织本部人员参加职业健康安全环保精准管理体系培训，6 月组

织本部各部门及分（子）公司共计 380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培训并组织考试。7 月 27 日—28

日公司本部安全环保职业健康部及各分（子）公司分管环保工作

的副职、环保部门负责人、环保主管、环保技术员等参加中国铜

业组织的企业环保管理培训班，培训主要围绕固废管理、水污染

防治、在线监测管理、最新法律法规解读、环保典型案例学习等

方面，培训结束后进行了测试，对培训效果进行验证。每月通过

环保专业例会对最新环保法律法规，中铝集团、中国铜业环保管

理制度，环保典型案例进行培训学习。 

  

图 2.8-1：2020年生态环境保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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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子公司环保培训 

各分（子）公司年初制定年度培训计划，以国家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和中铝 CAHSE 管理体系为主要培训内容，从水、气、

固废、土壤等方面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开发培训课件，开展各具

特色的环保培训活动，通过设置环保宣传栏，编制宣传画、看板，

组织环保知识培训、测试及问答竞赛等多种形式，定期开展适用

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污染防治技术培训。进一步提升员工环

保意识和管理水平。同时，针对新员工组织入职环保培训。 

（九）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242.94万吨，其中燃料燃烧碳排

放量 58.13万吨，能源作为原材料碳排放量 12.93 万吨，生产过

程碳排放量 0.83万吨，电力消耗隐含的碳排放量 171.05 万吨。

公司通过实施热渣回收利用、天然气多氧燃烧、循环水泵节能改

造及供电线路优化，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2020年

实际完成节能量 1.11万吨标准煤，温室气体减排量 9.87万吨二

氧化碳，均超额完成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能耗双控目标

和公司年度目标。 

（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主要大气污染物为冶金炉窑产生的含烟尘、粉尘废气及制酸

尾气，产生的烟尘、粉尘废气、制酸尾气经电除尘、布袋除尘、

脱硫设施等环保设施处理后稳定达标排放，设备设施运行率

100%。矿山采选过程采用湿式作业、通风、收尘等措施控制含尘

废气的产生及外排。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100%。 

表 2.10-1：2020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单位：吨） 

污染物 许可排放总量 实际排放量 占许可排放量比重 

SO2 2915.08 355.04 12.17% 

颗粒物 454.38 81.07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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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资源消耗量及节水措施 

为最大限度节约水资源，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设备、设施的节

水改造。各单位根据生产特点，拟定措施、方案、组织实施，采

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水资源循环利用。冶炼废水治理与综合利用

方面，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分质处理、分质回用的原则，

在源头减排和末端治理方面采取措施，配套建设有污酸预处理系

统、酸性废水处理系统、综合废水深度处理回用系统、雨水收集

处理系统、生活污水处理回用系统等。2020年累计消耗新鲜水

650.14 万 m³。 

矿山方面采用源头回用与末端处理回用相结合方式，实现选

矿废水循环利用，通过各环节的管理控制，最大限度的控制废水

的产生量，从而达到废水源头控制的目的。驰宏会泽矿业、彝良

驰宏、云南永昌铅锌、驰宏荣达矿业等矿山企业实现选矿废水全

部回用不外排。驰宏综合利用完成水资源控污减排技改，12 月 9

日投入试运行。其他分（子）公司通过技术革新，持续提高生产

废水回用率，减少新鲜水消耗。 

表 2.11-1：2020年分（子）公司水资源消耗及外排废水一览表（单位：万 m³） 

序号 单位 新水用量 外排废水总量 备注 

1 驰宏会泽冶炼 206.13 0 — 

2 驰宏会泽矿业 17.58 1321.04 外排为矿井涌水 

3 驰宏综合利用 184.68 18.46 — 

4 彝良驰宏 13.44 2232.93 外排为矿井涌水 

5 呼伦贝尔驰宏 153.21 0 — 

6 驰宏荣达矿业 21.42 0 — 

7 云南澜沧铅矿 6.26 0.71 — 

8 云南永昌铅锌 44.57 128.97 外排为矿井涌水 

9 驰宏锗业 2.85 0 — 

合计 650.14 3702.11 — 

（十二）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 

公司在生产运营过程中高度重视固体废弃物管理。在工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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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设计，提高原料的转化率和产品产出率。在末端，做到资源

最大化利用，减少废弃物产生。对于产生的废弃物，严格按照《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规范设置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

设施，最大限度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对于危险废物，公司严格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有关

鉴别标准进行识别、管理，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2019）

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做好危险废物的贮

存、转移和安全处置等环节工作。2020年结合国家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公司修订并发布《云南

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贮存规范》《云南驰宏锌锗股份

有限公司废旧劳保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危废产生、贮存、处

置、转移全过程管理及废旧劳保管理。各分（子）公司危险废物

处置均设置规范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建立健全流向管理台账记

录。公司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均实现处置合规率100%，

并持续推进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十三）噪声污染状况及控制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环评文件等要求，完

善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正常运行。2020年，各分（子）公

司厂界噪声达标率 100%。 

（十四）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及控制措施 

1.矿山方面 

公司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严格执行，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按时缴纳矿山地质环境修复基金，采用包括剥离、

采矿、复垦一体化工程技术，矿区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地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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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工程技术、植被恢复技术、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术，及时对矿

产资源开发建设活动地表扰动区域进行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

垦。其中驰宏会泽矿业、彝良驰宏矿山均采用膏体充填采矿法，

有效防止地表塌陷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减少尾矿库占用土地和环

境安全风险。驰宏荣达矿业持续推进实施“美丽矿山、美丽荣达”

工作，拆除废弃井口，清理井口废石，恢复矿山生态环境。 

2.冶炼方面 

在厂区持续加强绿化美化建设，绿地率 40%以上，防止水土

流失，美化厂区环境。厂区围墙周边种植高大乔木，利用植物构

建屏障进行自然隔离，修建排洪沟渠、雨水收集池等措施，规范

收集处理及回用。 

3.生态隔离带建设 

公司各企业根据周边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产排污状况等，

依据一厂一策、因地制宜、经济合理、快速见效原则，为减少周

边环境影响，保护环境敏感目标，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采取水

平绿化与垂直绿化相结合的布置方法，快速推进绿色生态隔离带

建设。其中，驰宏综合利用投资 2879 万元 2020年建成约 400亩

绿色生态隔离带,驰宏会泽冶炼结合当地扶贫工作采用租赁土地

的方式投资 2001.478万元（含 10 年租金）建设约 1300亩的绿

色生态隔离区，为公司“绿色名片”再镶“绿边”。 

     
图 2.14-1：公司生态隔离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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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放射源持有及控制措施 

1.放射源及射线装置持有现状 

公司目前共持有放射源及射线装置 7 台，均取得辐射安全许

可证。其中驰宏会泽矿业有 5 台γ浓度计，辐射核素为
137
Cs；

驰宏综合利用有 2 台射线装置，为分析检验设备中的 X 射线荧光

光谱仪。 

表 2.15-1：分（子）公司放射源及射线装置信息统计表 

序号 单位 编号 位置 核素 类别 用途 

1 

驰宏 

会泽 

矿业 

1# 膏体制备厂深锥浓密机顶部 137Cs Ⅴ 矿浆密度计 

2 3# 膏体制备厂 7 号泵 137Cs Ⅴ 矿浆密度计 

3 4# 膏体制备厂深锥浓密机底部 137Cs Ⅴ 矿浆密度计 

4 6# 选矿厂球磨平台 137Cs Ⅳ 矿浆密度计 

5 8# 选矿厂 30m浓密机锥底 137Cs Ⅳ 矿浆密度计 

6 驰宏综

合利用 

1# 技术部分析四组 —— Ⅲ 样品分析 

7 2# 技术部分析二组 —— Ⅲ 样品分析 

2.主要控制措施 

（1）建立完善的放射源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分别是《放

射源安全使用规程》《放射源安全管理办法》《放射源安全风险

控制措施》《矿浆浓度计（γ射线）安全防护措施》，修订《放

射源应急救援预案》。对射线装置进行安全防盗、防护加固，悬

挂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消防设施，安装隔离防护栏，确保放射源

安全可控。 

（2）定期开展放射源自检自查。引进便携式辐射检测仪，

每月进行辐射监测，每季度对操作人员随身携带的个人计量片进

行送检，每年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委托监测，监测、检测结果在

指标范围内。公司每半年检查，分（子）公司季度检查，厂矿半

月度检查，工段每周检查，班组每班检查，定期对放射源 γ浓

度计进行辐射（
137
Cs）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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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持证情况。每年按要求组织辐射岗位人员参加辐

射安全与防护取证培训，共有持辐射安全管理资格证人员 17人。 

表 2.15-2：放射应急装备和物资储备统计表（均为驰宏会泽矿业所有） 

序号 救援物资或器材名称 数量 保存地点 保管人 使用单位 

1 R-EGD便携式辐射监测仪 1台 安全环保部 吴磊 安全环保部 

2 辐射剂量报警仪 RG1000 1台 安全环保部 吴磊 安全环保部 

3 X-Ray防护服 2套 选矿厂资料室 邓文 选矿厂 

4 R-EGD便携式辐射监测仪 1台 选矿厂安环组 邓文 选矿厂 

5 辐射剂量报警仪 RG1000 5台 选矿厂 邓文 选矿厂 

6 防辐射铅箱 2个 球磨平台、30m底流 邓文 选矿厂 

7 R-EGD便携式辐射监测仪 1台 膏体制备输送厂安环组 腾高礼 膏体制备输送厂 

8 辐射剂量报警仪 RG1000 3台 膏体制备输送厂 腾高礼 膏体制备输送厂 

9 X-Ray防护服 2套 膏体制备输送厂检修班 腾高礼 膏体制备输送厂 

10 X-Ray防护帽 2套 膏体制备输送厂检修班 腾高礼 膏体制备输送厂 

11 X-Ray防护围领 2套 膏体制备输送厂检修班 腾高礼 膏体制备输送厂 

12 防辐射铅箱 3个 
膏体制备厂房一楼应急

物资摆放点 
腾高礼 膏体制备输送厂 

3.辐射安全许可证 

表 2.15-3：辐射安全许可证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证号 发证单位 有效期限 

1 驰宏会泽矿业 云环辐证[D0044]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3月 12日 

2 驰宏综合利用 云环辐证[D0049]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4月 8日 

（十六）绿色采购状况及相关对策 

公司通过阳光采购平台加强源头治理和过程管控，积极推行

绿色采购，致力于采购环境友好型产品、原辅材料和部件等。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取得环境认证的产品、原辅材料及部件。

优先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重油、煤。为确保生产对环境的

影响降到最低，从源头控制污染物产生，对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

原辅材料供应商等环境相关方提出了环境管理要求，制定供应商

管理公告，供应商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以及国

家规定的与承包业务相关的其它资质等行政许可证。若违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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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节能环保供应要求及相关绿色供应政策等，一经发现给予

退出处理。公司制定《原料采购标准》，对现行原料采购杂质超

标扣款标准进行修订，提高了汞（Hg）和砷（As）的采购限值标

准，加大超限值扣款力度。锌精矿新增铊（Tl）、铅精矿新增镉

（Cd）的采购标准，确保将有害元素超限值原料拒之门外，从源

头上杜绝有害元素进入生产系统。 

三、环保守法情况 

（一）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2020 年，公司持续加强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竣工

验收等全过程管控，保障工程项目合法合规。“环境影响评价”

与“三同时”制度执行率 100%。2020 年新审批和验收项目情况

具体见表 3.1-1。 

表 3.1-1 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单位 建设项目名称 
环评批 

复单位 

环评批 

复时间 

环评批 

复文号 
竣工验收情况 

驰宏综

合利用 

160kt/a废旧铅酸电池无

害化综合回收项目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6.1.28 

云环审[2016]9

号 

2020年 1月 7日完

成验收 

500吨/年试剂硫酸技改

项目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

环境保护局 
2019.4.24 

曲开环审 

[2019]18号 

2020年 12 月 24

日完成验收 

锌合金化及产能提升技

改建设项目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

环境保护局 
2020.3.12 

曲开环审

[2020]3号 

2020年 9月 20日

完成验收 

驰宏会

泽冶炼 

LNG气化站替代煤气站供

气技改扩建工程 
会泽县环保局 2019.7.22 

会环审 

[2019]18 号 

2020于 3月 18日

完成验收 

驰宏会

泽矿业 

有组织排放除尘系统升

级改造工程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会泽分局 
2020.6.5 

曲会环审

[2020]18号 

2020年 7月试运

行 

实验室环保设施升级改

造项目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会泽分局 
2020.6.5 

曲会环审

[2020]19号 

2020年 7月试运

行 

新建 110kV输变电工程线

路工程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会泽分局 
2020.6.5 

曲会环审

[2020]21号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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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建设项目名称 
环评批 

复单位 

环评批 

复时间 

环评批 

复文号 
竣工验收情况 

彝良 

驰宏 

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2000t/d选矿厂废水内循

环处理系统改造项目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

彝良分局 
2020.6.24 

彝环准许

[2020]4号 
在建 

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选矿厂筛分、粉矿除尘系

统升级改造（登记）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

彝良分局 
2020.11.2 

2020530628000

00178（备案号） 
— 

驰宏荣

达矿业 

查干布拉根铅锌矿勘探

项目 

呼伦贝尔生态环境

局新巴尔虎右旗分

局 

2020.9.30 
新右环审表

[2020]012号 
在建 

云南永

昌铅锌 

锌加压浸出节能环保技

术升级改造项目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7.8.18 

云环审 

[2017]46 号 

2020年 3月 16日

完成验收 

龙陵县杨梅田铜矿采矿

项目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 2019.6.28 

保环准 

[2019]29号 
在建 

勐兴铅锌矿勘探工程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

龙陵分局 
2020.5.12 

龙环发

[2020]18号 
在建 

勐兴西铅锌银矿详查工

程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

龙陵分局 
2020.5.12 

龙环发

[2020]19号 
在建 

三家村铅锌多金属矿详

查工程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

龙陵分局 
2020.5.12 

龙环发

[2020]20号 
在建 

天宁乡铅锌银矿勘探工

程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

龙陵分局 
2020.5.12 

龙环发

[2020]21号 
在建 

打黑渡铅锌矿详查工程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

龙陵分局 
2020.5.13 

龙环发

[2020]22号 
在建 

呼伦贝

尔驰宏 

氧压浸出渣资源化综合

利用项目 

呼伦贝尔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18.6.5 

呼经环审

[2018]001 号 

2020年 6月 19日

完成验收 

氧压浸出渣资源化综合

利用硫回收项目 

呼伦贝尔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18.7．31 

呼经环审

[2018]003 

2020年 11 月 5日

完成验收 

驰宏 

锗业 

红外锗镜片生产线建设

技改项目 

曲靖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环境保护局 
2019.1.30 

曲开环审

[2019]5 号 

2020年 11 月 12

日完成验收 

（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2020 年，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当地政府生态环境部门要求

安装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并与政府监管部门联网，保障稳定运

行。制定年度监测计划，定期开展自行监测或委托有资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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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机构对外排的废气、废水、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和噪声进行

监测。在线监测和监测报告显示，外排污染物达标率 100%。 

废水：COD 排放浓度控制在 60mg/L 以内，氨氮排放浓度控

制在 8mg/L 以内，锌排放浓度控制在 1.5mg/L 以内，铅控制在

0.5mg/L 以内，砷控制在 0.3mg/L 以内，镉控制在 0.05mg/L 以

内，铜控制在 0.5mg/L以内，均达到了《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25466-2010）要求。 

废气：SO2 排放浓度控制在 400mg/m
3
以内，颗粒物控制在

80mg/m
3
以内，均达到《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要求。 

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要求。 

企业边界大气环境质量达到《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根据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在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域执行

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知要求，会泽片区铅锌工业企业，

水污染物中总锌、总铅、总镉、总砷、总汞和总铬执行《铅、锌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表 3 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大气污染中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执行《铅、锌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修改单表 1 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公司所属驰宏会泽冶炼、驰宏会泽矿业自 2018 年 12 月 15 日起

稳定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驰宏综合利用再生铅生产系统执行《再生铜、铝、铅、锌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4-2015）表 3标准限值要求)。全

年各外排污染物均稳定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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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信息公开情况 

1.以年度环境报告、环境信息公开表等方式进行环境信息公

开情况。 

（1）环境年度报告 

公司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和证监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

指南》《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

开办法》等要求，建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通过连续 10 年

发布年度环境报告书、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详实披露驰宏

锌锗环境信息等方式，积极向社会公开公司环境责任履行情况，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表 3.3-1：公司环境信息公开披露情况一览表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披露媒体 

2011.07 《2010 年度环境报告书》 公司官网 

2012.03 《2011 年度环境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13.04 《2012 年度环境报告书》 公司官网 

2014.04 《2013 年度环境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15.04 《2014 年度环境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16.04 《2015 年度环境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17.04 《2016 年度环境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18.03 《2017 年度环境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18.08 《2018年半年度报告》（含环保篇章）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19.03 《2018年度环境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19.08 《2019年半年度报告》（含环保篇章）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20.03 《2019年度环境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020.08 《2020年半年度报告》（含环保篇章）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官网 

（2）分子公司环境信息公开 

公司严格按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及《企业事业

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要求，各分（子）公司环境信息在公

司网站（门户：驰宏锌锗官方网站→关于我们→公示公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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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公开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排污信息、治理设施运行情

况、环保行政许可手续情况等信息，以便社会公众了解公司环境

保护状况。 

公司各重点排污单位均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各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要求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

(HJ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

-铅锌冶炼）》（HJ863.1-2017 等规范要求，制定企业环境自行

监测方案。并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工作。自行监测主

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分（子）公司安装环保在线监测系统，并与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污染物排放的实时监控；二是企业

内部建立环境监测部门，自行开展环境监测；三是委托第三方机

构开展环境监测，通过以上三种形式，实现环境监测全覆盖。公

司严格落实《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相关

要求，自行监测方案和自行监测数据按要求在全国污染源监测信

息管理与共享平台及省级企业自行监测平台进行公示，其中国控

源重点排污单位在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备案。 

表 3.3-2：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网址 

序号 行政区 国家污染源监测综合管理平台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网址 

1 中国 https://wryjc.cnemc.cn/ 

2 云南 http://222.221.252.118:8066 

3 内蒙古 http://106.74.0.139:5380/PollutionMonitor/publish.action 

（3）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公开 

公司下属驰宏会泽冶炼、驰宏综合利用、彝良驰宏、呼伦贝

尔驰宏、云南永昌铅锌 6 家单位，与地方政府签订《土壤污染防

治目标责任书》，其责任书在公司官方网站公开。 

2.公众对环境信息的评价。 

2020年未接到公众或有关机构对公司环境信息的相关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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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污许可证制度执行情况 

1.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

和 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2020 年 9月底

前公司所属涉及国版排污许可证申领的单位均完成排污许可证

发证登记，实现排污许可证持证率 100%。 

表 3.4-1：各分（子）公司排污许可证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证号 发证单位 有效期 备注 

1 驰宏会泽矿业 9153032606159843X9002R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2025.09.10 — 

2 驰宏会泽冶炼 9153O3263095410910001P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2025.12.13 — 

3 驰宏综合利用 91530300351835341U001P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2025.12.13 — 

4 驰宏锗业 91530300MA6N16N15J001Z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2023.09.07 — 

5 彝良驰宏 
915306282171608811001W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 2023.08.19 采矿厂 

915306282171608811002Y 登记管理 2025.07.11 选矿厂 

6 云南澜沧铅矿 

91530828218530143Y002W 登记管理 2025.07.02 采矿厂 

91530828218530143Y001Z 登记管理 2025.07.02 选矿厂 

915308285501465815001X 登记管理 2025.07.01 煤矿 

7 云南永昌铅锌 9153050070982340XW001P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5.12.25 — 

8 呼伦贝尔驰宏 91150700660990716U001P 呼伦贝尔生态环境局 2025.12.31 — 

9 驰宏荣达矿业 
91150727733264417D001X 登记管理 2025.05.08 荣达矿业 

91150727756684799D001X 登记管理 2025.05.08 怡盛元矿业 

2.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各企业每季度、每年在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平台填报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和定期报告持证运

行情况。 

（五）环保税纳税情况 

2020 年度，各分（子）公司按照《环境保护税法》《环境

保护税法实施条例》要求，根据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

定期向当地税务部门上报《环境保护税缴纳申报表》《环境保护

税计算报表》等信息，按期足额缴纳环保税。全年环保税共缴纳

376.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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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2020年各分（子）公司环保税纳税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征收机构 纳税金额（万元） 备注 

1 驰宏会泽矿业 曲靖市会泽县税务局 40.70 按期纳税 

2 彝良驰宏 昭通市彝良县税务局 68.60 按期纳税 

3 驰宏综合利用 曲靖市经开区税务局 96.47 按期纳税 

4 呼伦贝尔驰宏 呼伦贝尔市税务局 37.00 按期纳税 

5 驰宏荣达矿业 呼伦贝尔市税务局 62.98 按期纳税 

6 云南永昌铅锌 保山市龙陵县税务局 1.98 按期纳税 

7 云南澜沧铅矿 普洱市澜沧县税务局 0.30 按期纳税 

8 驰宏会泽冶炼 曲靖市会泽县税务局 67.28 按期纳税 

9 驰宏锗业 曲靖市经开区税务局 0.13 按期纳税 

10 驰宏金欣矿业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税务局 1.00 按期纳税 

合计 376.44 万元 

（六）排污口规范化及自动监控情况 

1.排污口规范化 

各分（子）公司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依据《排污口规范化

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

污染物采样方法》《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源)》等标准，规范设置废气排放口、废水排放口、噪

声源、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场、一般固废贮存（处置）场等，

在醒目位置安装标识牌，注明排污单位名称、编号、主要污染物

种类及排污去向等。 

2.自动监测情况 

根据各地政府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各企业严格按照要

求开展在线监测建设管理，确保废水外排口和尾气排放口在线监

测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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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在线监测系统一览表 

监测污

染物 
单位 序号 监测系统名称 

是否 

联网 

运行 

情况 

水质 

彝良驰宏 1 毛坪矿矿井涌水排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驰宏综合利用 1 废水总排口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呼伦贝尔驰宏 1 生活污水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驰宏会泽矿业 1 15#坑矿井涌水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云南澜沧铅矿 1 老厂选矿厂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选矿厂停产，已向

县环境分局报停 

 

大气 

驰宏综合利用 

1 铅硫酸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2 锌硫酸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3 氨酸法脱硫尾气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4 烟化炉环境集烟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5 
艾萨炉还原炉锅面环境集烟烟气在

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6 铅合金转炉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7 还原炉熔炼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驰宏会泽冶炼 

1 制酸尾气排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2 熔炼炉环境集烟排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3 
还原炉、烟化炉环境集烟排口在线监

测系统 
是 正常 

4 脱硫尾气排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呼伦贝尔驰宏 

1 1#、2#工业锅炉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2 制酸尾气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3 
熔炼炉、还原炉、烟化炉环境集烟烟

气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云南永昌铅锌 1 制酸尾气在线监测系统 是 正常 

（七）生产工艺、设备、产品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符合情况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版）》《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和工信部《高耗能落后

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公司现有正常生产、在建项目生

产工艺、设备均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无国家明令取缔或淘汰的工

艺、装备。产品、所用原料均不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目录之内，

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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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危险化学品管理 

1.公司使用的原辅材料及生产的产品未涉及国家法律法规

及国际公约中规定的违禁物质。生产运营涉及的危险化学品主要

有硫酸、液氨、盐酸和硫化钠，使用专用储罐或仓库保存，设有

事故应急池，满足《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要求。 

2.公司使用的硫酸等液态危险化学品均使用罐体密闭储存，

并严格控制储存量，减少在环境中的暴露，制定危险化学品相关

管理制度、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配备相应的防护设施。 

（九）清洁生产实施情况 

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

核办法》，本着节能、降耗、减排、增效的目的，按照所在地生

态环境管理部门要求，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将清洁生产理念

与生产、管理和经营紧密结合起来。公司所属各分（子）公司均

按照有关要求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保持清洁生产等级处于国

内清洁生产先进及以上水平。 

表 3.9-1：各分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情况 

序号 公司简称 审核通过时间 审核轮次 

1 驰宏综合利用 2017年 12月 第四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2 驰宏会泽冶炼 2017年 12月 第四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3 云南永昌铅锌 2018年 11月 第二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4 驰宏会泽矿业 2020年 12月 第四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5 云南澜沧铅矿 2020年 12月 第一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6 彝良驰宏 2019年 2月 第四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7 呼伦贝尔驰宏 2020年 6月 第一轮自愿清洁生产审核 

8 驰宏荣达矿业 2020年 11月 第五轮自愿清洁生产审核 

（十）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运行情况 

1.环境风险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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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图 

公司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暂行管理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修订并下发《云南驰宏锌锗股

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2019）》。建立环境风

险管理体系，健全相关综合性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

案，各分（子）公司修订完善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及专项

应急预案，及时进行备案，厂、矿（坑）制订现场处置方案，定

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及应急物资调查，及时配备应急设

施和储备应急物资。 

表 3.10-1：公司及分（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一览表 

序号 应急预案名称 备注 

1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有效 

2 《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3 《会泽矿业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4 《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5 《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6 《云南澜沧铅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有效 

7 《会泽冶炼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8 《新巴尔虎右旗荣达矿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9 《云南驰宏国际锗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10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11 《云南驰宏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综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 

驰宏锌锗突发环境事件综合
应急预案 

分（子）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综合 
应急预案 

分（子）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专项 
应急预案 

分（子）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现场 
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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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序号 单位 备案部门 备案时间 备案号 

1 驰宏会泽冶炼 会泽县环境保护局 2018.12.31 530326-2018-006-M 

2 驰宏会泽矿业 会泽县环境保护局 2019.3.15 530326-2019-002-L 

3 彝良驰宏 彝良县环境保护局 2018.11.22 530628-2018-15 

4 驰宏综合利用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18.12.25 530302-2018-018-H 

5 云南永昌铅锌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龙陵分局 2019.11.05 530523-2019-07-L 

6 云南澜沧铅矿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2019.9.04 530828-2019-003-L 

7 呼伦贝尔驰宏 
呼伦贝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环境保护局 
2020.4.30 150702-2020-001-M 

8 驰宏荣达矿业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新巴尔虎

右旗分局 
2020.4.14 150727-2020-002-L 

9 驰宏锗业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19.1.29 530352-2019-002-L 

10 驰宏物流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19.12.9 530302-2019-012-L 

2.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 

公司依据企业自身环境风险源排查情况，定期修订应急预

案，并开展广泛、针对性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图 3.10-2：2020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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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度环保荣誉 

 
公司荣获“2020年度具有国际影响力中国铅锌企业”称号。 

 

公司荣登 2019年度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先锋榜”，位居沪市上市
公司第一名，中国上市公司第三名。 

 
公司荣获中国环境报社“2020 年度绿色发展典范企业”称号。 

 
驰宏综合利用获评国家工信部第五批绿色工厂。 

 
彝良驰宏、驰宏荣达矿业、云南永昌铅锌主体矿山进入国家绿色

矿山名录。 

 呼伦贝尔驰宏获评内蒙古自治区级绿色工厂。 

四、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系 

（一）与员工的关系 

公司始终将职工健康放在首位，认真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相

关方针、政策及《职业病防治法》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20 年

公司主要围绕职业危害防护，积极应对突发疫情，多措并举保护

职工安全。一是建设突发性疾病人员信息库；二是严格职业危害

因素检测；三是落实职业健康体检和治疗；四是迅速组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组织，及时进行疫情信息传达；五是全力做好防疫物

资保障，协助海外企业做好防控。 

    

图 4.10-3：2020 年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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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公众、社会的关系 

2020年紧紧围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的环境日主题，

积极与社区、学校、科研院所等开展现场参观交流等活动，让社

会公众及周边社区群众更直观了解公司环保现状。 

      

五、编制说明 

（一）企业环境报告书内容涵盖各分支机构的信息 

本次信息披露的企业为公司下属境内 15 家生产经营型分

（子）公司，包括矿山采选、冶炼加工、关停治理及找探矿企业。 

（二）年度环境报告书提供信息的时间范围 

本报告书主要信息来源和数据统计时间段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 

（三）年度环境报告书审核与发布 

1.为保证报告质量，公司严格按照《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

则》（HJ 617-2011）《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及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标

准，完成本报告编制，经多次审核修订后，上报董事会审定发布。 

2. 本 报 告 发 布 之 日 ， 同 时 在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https://chxz.chinalco.com.cn/）向社会公众公开，公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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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下载或在线阅知。 

（四）保证和提高环境报告书准确性、可靠性的措施及承诺 

公司郑重承诺，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可靠。 

（五）编制人员及联系方式 

李洪伟   尹广兵    0874－8966887   chylah@163.com 

（六）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联络方式 

单位：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655011 

地址：云南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874-8966688      

网址：https://chxz.chinalco.com.cn/ 

六、结语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议》

提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公司

将深入学习领会，积极主动开展工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意识，坚持“善待自然、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依托

绿色科技创新，保障环保资金投入。始终坚持达标排放只是底线，

废水零排放，废气特别排放，固废减量化、无害化才是目标的原

则，一如既往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主动作为，迎

难而上，奋力推动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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