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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众品食业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公开表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长春众品食业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55637801-7 

单位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工业集中区甲三路 地理位置 经度：125°10′38″  纬度：44°28′4″

法定代表人 余海州 联系电话 0431-83416099 

环保负责人 赵银超 联系电话 18243190550 

行业类别 屠宰及肉类加工 邮政编码 130200 

生产周期 每年 340 天 电子邮箱 1418273559@qq.com 

单位简介 

长春众品食业有限公司，以冷鲜肉、肉制品生产加工、冷链物

流加工配送中心为主。占地面积 150000 平方米，总投资 43277

万元，建设规模为年产 12.5 万吨标准化肉项目，环评批复农环

发【2010】035 号。其中一期投资建设年屠宰生猪 120 万头，

加工冷鲜肉 9.5 万吨，二期投资建设年加工调理肉制品 3万吨，

2014 年整体通过环保验收（农环验【2014】006 号）。 

污染源管理级

别 市控 

废水排放信息（2019 年） 
废水排放口编号位置 厂内 水污染物名称 规定排放限值实际排放浓度 总量控制指标 

执行的排放标准 执行 GB13457—92《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COD 500≤mg/L 135m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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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三级标准 

特征水污染物 COD、氨氮 氨氮 30≤mg/L 25.1mg/L ——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 631040t/a —— —— —— ——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 220864t/a —— —— —— ——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该项目生产废水通过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

GB13457—1992《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三级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送入农安县污水

处理厂进行进一步处理，最终排入伊通河。 

—— —— —— —— 

废气排放信息（2019 年） 

废气排放口位置 锅炉 大气污染物

名称 规定排放限值 实际排放浓度 总量控制指标 

废气排放口编号

位置 1 
天然气锅炉烟囱 烟尘 烟尘≤80mg/m³ 烟尘：9.7mg/m³ —— 

执行的排放标准 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1 SO2 SO2≤200mg/m³ SO2：21mg/m³ —— 

特征大气污染物 烟尘、SO2 —— —— —— —— 

排放方式和排放

去向 
间断性高空集中排放 —— —— —— —— 

噪声排放信息（2019 年） 

执行的排放标准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中 3 类区标准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0dB，夜间≤50dB 

排放方式 采取防振减噪措施排放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 53.3dB，夜间 41.1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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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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废编号 产生量 转移量 贮存量 处置或者回收情况 

污泥 一般固废 SW07 24t/a 24t/a 0 经过消毒杀菌处理后农民回收至农田做

肥料 

粪物 一般固废 —— 3505t/a 3505t/a 0 经过消毒杀菌处理后农民回收至农田做

肥料 

环境监测信息 
监测方式 委托监测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监测报告 

监测点位图 经度：125°10′38″  纬度：44°28′4″ 
吉林省国安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 季度监测报告 

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污水处理站 2011 年 11 月

 

2000m³/d 350—600m³/d 与车间生产

同时运行
运行良好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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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锅炉净化器 2018 年 12 月 天然气锅炉自动净化处理 除尘效率>95% 烟尘：9.7mg/m³，

SO2：21mg/m³

与车间生产

同步运行 运行良好 

噪声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基础减震 2011 年 11 月 采取防振减噪措施 —— 昼间 53.8dB
夜间 43.5dB

与车间生产

同时运行
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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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号 内容说明 

项目环评报告 
长春众品食业有限公司年产 12.5 万吨标

准化肉类综合加工产业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吉林省兴环环境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编写日期：2010 年 11 月 —— 

环评报告批复文件

关于《长春众品食业有限公司年产 12.5
万吨标准化肉类综合加工产业示范基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

农安县环境保护局 
 

农环发 [2010]035 号 
 

—— 

治理设施验收意见

关于长春众品食业有限公司年产 12.5 万

吨标准化肉类综合加工产业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农安县环境保护局 农环验[2014]006 号 —— 

排污许可证 排物许可证 长春市环境保护局 证书编号：

912201225563780171001X ——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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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电子版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电子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说明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说明电子版 

备案编号 编号：220122—2017—017—L（复印件） 

突发环境应急演练开展情况                      2019 年 5 月份开展液氨泄漏事故环境应急救援演练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