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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 1993 年建厂，于 2001 年经资产重组成立的股

份制民营企业。占地面积 2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处于京津

唐三地的交界地带，紧邻 102 国道，交通便利。

公司年生产水泥 200 万吨，熟料 130 万吨，主要产品有：P.S.A32.5、

P.O42.5、P.O42.5R、P.O52.5、P.O52.5R 等强度等级的硅酸盐水泥，通用

硅酸盐水泥，道路硅酸盐水泥，低碱水泥熟料，低碱水泥及超细矿渣粉。

并通过了 ISO9001 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 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认证。

公司产品热销京、津、唐、承等广大地区，公司具有现代化的散装、

包装设施及运输条件深得客户好评。公司先后被评为“唐山市 3.15 消费者

信得过产品”，“河北省中小企业质量信得过产品”。近年来，公司多次

被评为 “全省建材业五十强企业”，“中国建材企业五百强企业”，“重

合同、守信用、保质量三优示范单位”等称号，并被银行系统连续 12年命

名为“最守信用企业”。“弘也”商标也跻身“河北省著名商标”行列。

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始终以“诚信、务实、高效、创新”的企业精

神和“对内严格管理，对外诚信经营，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经营理念，为

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企业注重节能减排，坚持“能源有限、

节约无限”的环保理念，走创经济效益更要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二、绿色发展情况

公司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不断加大科 研研发

力度，以“资源综合利用”为原则，把实现集约、循环、环 保的绿色发展

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将“绿色制造”理 念贯穿于产品研发和

生产制造全过程，公司产品所需原材料除石灰 石外，全部用固体废弃物予

以替代，公司消纳固废的品种不断增 多，目前已利用的品种有：石灰石粉

末、粉煤灰、转炉渣、煤矸 石、脱硫石膏、河道淤沙、城市污泥等，固废

的大规模使用，不仅 保护了环境，而且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公司生产

成本大幅度降 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幅度提高。

2019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需求下行压力，唐山弘也 水泥有

限公司对内不断夯实基础管理；对外强化市场供求趋势研 判，巩固和提升

市场份额，在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下滑的情况下，努 力实现资产增值，保持

了良好的经营势头。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熟料生

产线配备先进新型干法技术及余热发 电设备。在此基础上，公司持续优化

和提升节能环保水平，实现转 型升级。坚持提升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社

区共建、及员工关爱等社会责任工作，提升企业品牌价值，推动水泥行业

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公司多次被评为 “全省建材业五十强企业”，“中国建 材

企业五百强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保质量三优示范单位”等 称号，

并被银行系统连续 12 年命名为“最守信用企业”。“弘也”商 标也跻身

“河北省著名商标”行列，企业荣誉。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始终以“诚

信、务实、高效、创新”的企业精神和“对内严格管理，对外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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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企

业注重节能减 排，坚持“能源有限、节约无限”的环保理念，走创经济效

益更要 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绿色发展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建设依法依规，手续齐全 公司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均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和标准流程进行，项目建设所需的用地手续齐全，依法取得生产

许可、排 污许可，建设项目备案、环评、安全手续完善。

表 1.5-1 生产建设手续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证书编号/备案（核准）

文号

1 营业执照
玉田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29601262313R

2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XK08-001-04360

3 土地证、产权证 玉田县国土资源局

玉田国用（2009）第 059
号、660 号、661 号
玉田县 20131235-01、
02、03 号

4 排污许可证 唐山市环境保护局 91130229601262313R001P

5 取水许可证 河北省水利厅
取水（冀）字 2019 第
05100081 号

6
关于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市政污泥
项目备案

玉田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

玉田工信备字[2018]31
号

7
扩产日产 2500 吨新型干法窑外分
解
水泥熟料生产线立项批复

玉田县计划委员会 玉计综字[2001]120 号

8
办理换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增
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确认书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冀发改业确字[2012]12
号

9
关于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主要装
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说明

玉田县发展改革局 /

10
25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纯低温余
热发电项目核准证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冀发改环资核字[2014]77
号

11
关于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粉
磨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唐山市环境保护局
玉田县分局

玉环表[2018]123 号

12
关于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粉
磨站项目环保验收

/ /

13
日产 2500 吨熟料生产线脱硝技术
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河北省玉田县环境
保护局

玉环表[2013]0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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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产 2500 吨熟料生产线脱硝技术
改
造项目环保验收

/ /

15
25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纯低温余
热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初审意
见

河北省玉田县环境

保护局
玉环审字[2014]01 号

16
扩产日产 2500 吨新型干法窑外分
解
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唐山市环境保

护 局
唐环发[2003]142 号

17
扩产日产 2500 吨新型干法窑外分

解 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环保
/ /

18
2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 项目安全设施验收
/ /

四、先进技术

目前公司正在建设污泥协同处置装置。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 规模：

项目占地 800 ㎡，总建筑面积 2500 ㎡，其中污泥储存加工车间 1500 ㎡、

湿状污泥储存池 500 ㎡、干状污泥储存区 500 ㎡。购置污泥泵、双轴螺旋

输送机、足量给料机、大倾角皮带输送机、破碎机、气锁装置、除臭装置

等设备共 11台（套）。

生产工艺流程图：汽车运输→计量（地磅）→污泥储存（除臭装置）

→污泥泵→气锁裝置→水泥窑系统→水泥熟料；

生产工艺流程图二：汽车运输→计量（地磅）→污泥储存（除臭装置）

→破碎装置一大倾角皮带→气锁装置→水泥窑系统→水泥熟料。

技术方案：产品主要原材料为市政污泥，来源于玉田县污水处理厂，

企业利用自有水泥窑协同处置，达到污泥资源化的目的，本项目年处理污

泥 35200 吨。预计项目总投资 6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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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典型做法。

（1）用地集约化

弘也水泥厂区占地面积共计 150000㎡，建构筑物总建筑面积为 62932㎡，

计算容积率建构筑物面积为 115588㎡，经计算，容积率为0.77。

容 积 率 =(厂区建筑面积+构筑物面积)/厂区面积=115588/150000=0.77。

根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规定：对于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容积

率指标值≥0.7，这是该指标的基本要求；该指标的预期性要求是达到《工

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的 1.2 倍以上（≥0.84）。经计算，弘也

水泥厂区容积率为 0.77，大于0.7，说 明该指标满足基本要求，没有达到

预期指标，表明企业工厂容积率达到了《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

基本要求；未达到预期性 要求；即表明弘也水泥厂区用地布置用集约性环

节处于较为合理， 需要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

（2）原料无害化

绿色物料使用率根据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和有毒有害原料（产品）

替代得到，转炉渣、矿渣、石膏等都属于绿色物料。

（3）生产洁净化

公司注重环保，多年来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收尘器管理、控制无组织排

放，配备了脱销系统，完成了电收尘器改袋收尘项目、污水处理系统等环

保项目。

2019年全公司废气排放量为 181504 万 m3/a、颗粒物排放量

23.43t/a 、 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3.88t/a 、氮氧化物年排放量为36.1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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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品主 要污染物产生量：颗粒物0.026kg/t，SO20.015kg/t，氮氧化

物0.040kg/t。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2023.12m3/t。

（4）废物资源化

公司建立了物质循环、能源循环及废弃物再资源化生产体系，全面推

进节能、节水、降耗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使 弘也水泥的资

源和能源效率及污染物排放等指标达到业内先进水平。

充分发挥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作用 充分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

险废物技术改造项目，年处置污泥36200吨，本项目的建设实施将加快企业

向低碳型企业迈进的步 伐，大大提升弘也水泥公司的循环经济水平，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 水平，为开拓玉田县污泥处置市场奠定基础，为公司进一

步创建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提高了公司的持久

健康发展能力。

六、下一步工作。

1）节能减排发展 加强和推进公司节能减排工作，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

抓好工艺设备节能改造，同时要强化日常管理，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综合

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2）循环经济发展根据公司现有的资源优势，合理制定专项的循环经济发展

规划，在保证现有产品产量稳定的同时，利用新型技术改造提升水泥生产，

发展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节约环保型企业。完

成废渣利用、可燃性垃圾利用等环保转型项目，打造绿色弘也。

3）实现绿色供应链在扩大企业主导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加大对上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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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基地的建设和下游产业（搅拌站）的开发，原辅材料采购 100%符合绿色

环保标准，产品生产、物流、回收等流程进行绿色管理。

4）新产品的研发 进一步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根据市场调研情况，以及

市场变化和用户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研制开发符合自身原料

特点和适合客户所需的新产品，使产品效益最大化。

5）加大低碳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利用学习先进的节能技改技术，提高低

碳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比重。在污水处理站应用电子阻垢技术，

替代现在沿用的 增加阻垢剂方式，降低改善水质成本投入，以实现工业水

的循环利用，杜绝水资源的浪费；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 太阳能在企业使

用覆盖面积，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节能 降耗；在公司管理上，推行能源

限额管理模式，实现能源管理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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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绿色发展情况自评表

绿色发展情况自评表

（2020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具体要求 指标值及符合评价要求

基本要求
新建项目在建设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符合并有证明文件

2020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符合并用证明文件

基础设施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
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
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符合相关要求

适用时，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应达到相关标准中能效限定值的强制性
要求。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
更新。

符合

管理
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19001的要求，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并在有效期内。

符合并有证明文件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厂的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应满足GB/T 28001的要求，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
三方认证并在有效期内。

符合并有证明文件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工厂的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的要求，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并在有效期内。

符合并有证明文件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331的要求，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并在有效期内。

符合并有证明文件

资源

投入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
投入。

符合

工厂应按照 GB/T7119 的要求对其开展节水评价工作，且满足
GB/T18916（所有部分）中对应本行业的取水定额要求。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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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具体要求 指标值及符合评价要求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
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符合

工厂应按照GB/T 29115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符合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
。

符合

建有能源管理中心。 符合
充分利用余热余压。 符合

产品

工厂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符合
工厂生产的产品（包括原料和辅料）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避免有
害物质的泄露，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符合

工厂生产的产品若为用能产品或在使用过程中对最终产品/构造的
能耗有影响的产品，适用时，应满足相关标准的限定值要求。未制
定标准的，产品能效应不低于行业平均值。

符合

实现有害物质替代。 符合

环境

排放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
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符合

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
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
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符合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 GB18599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工
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
理厂进行处理。

符合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
标准要求。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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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具体要求 指标值及符合评价要求

工厂应采用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
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符合

绩效

指标 单位 申报时 2020 年底

容积率 - 0.77 0.77

建筑密度 - 39.69% 39.69%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或：单位面积产值） 万元/㎡ 0.31 0.31
绿色物料使用情况（率） - 21.91% 21.91%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Kg/t
颗粒物：0.026；二氧化硫：
0.015；氮氧化物：0.040

颗粒物：0.026；二氧化硫
：0.015；氮氧化物：0.040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m³/t 2023.12 2023.1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吨 0 0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t/t 1.39 1.39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100% 100%
废水处理回用率 % 100% 100%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吨 110.66 110.66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tco2/吨 0.9557 0.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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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证明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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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产许可证、产品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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