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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概况 

1.企业基本简介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股份制企业，位于河南省南乐县生物质

能产业园区，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9579 亿元。主要致力于农业剩余物综

合利用、循环经济、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应用，下设多家二级子公司分别从事农作

物综合利用、生物质能源、生物基新材料研发、生产、贸易等业务。公司享有国家批

准的自营进出口权。现有年产 10 万吨糠醇、2 万吨糠醛等生产装置，产品远销欧、美、

日、韩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欧、美、日等 10 个国家或地区注册了  商标，

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被认定为“河南省出口名牌”、“河南省国际知名品牌”；近

年来，公司发展迅速，主营业务突出，公司销售额、利税连续多年居河南省同行业首

位。现已发展成为全球较大的糠醇、糠醛生产基地之一。 

公司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过氧化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物质综合

利用技术河南省工程实验室、绿色化工催化与分离技术河南省工程实验室（与郑州大

学合作共建）、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等研发机构和河南省过氧化物新材料创新团队，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河南省创新型企业；2016 年 12 月，

公司与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厦门大学合作项目“农业废弃物清洁水解

制备柴油代用燃料联产化学品关键技术”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壹等奖；2017 年 7

月，公司牵头承担工信部 2017 年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 2025）绿色制造系统集成

项目“农业剩余物高效综合利用绿色关键技术开发与系统集成项目”，2018 年 11 月公

司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保证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和 OHSM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体系认证；是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

新示范企业、河南省重点服务企业、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河南省出口名牌企业、河

南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2015 年河南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南乐永乐宏业玉米产业化

集群内企业、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河南省"专精特新"优质中小企业库（行业

领军企业）、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公司近年的经营情况 

近年两糠市场行情一般，糠醛、糠醇产品价格持续波动，公司通过节能降耗、开



发新产品和产品新用途等手段，使公司运行保持平稳，营业收入逐年增长，近三年的

经营情况如下（含濮阳分公司）： 

年份 
资产总额（亿

元） 

营业收入（亿

元） 

利润额  

 （万元） 

上缴税费 

（万元） 

研发投入

（万元） 

2016 5.61 2.72 828.64 578.76 1060.07 

2017 4.53 5.47 3359.06 781.85 2752.86 

2018(未

审计) 
6.96 6.16 1008.19 1648.24 2611.27 

 

第二章 绿色清洁生产 

1.节能减碳 

公司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遵章守法、保

护环境、控制污染、净化生存环境”的环境方针，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和企业标准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加强技术创新，推行清洁生

产，积极采用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推进以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进步为

主要目标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占用获得最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2.三废处理 

坚持环境保护工程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的“三同时”

原则，工艺设计积极采用低毒、低害、无毒、无害的原则，尽量采用不产生或少产生

污染的新技术、新工艺，尽可能在生产过程中把污染减少到最低限度。环保工程设计

要体现经济合理和技术先进性，因地制宜地采用行之有效的治理和综合利用技术。   

（1）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蒸馏塔底废水、生活污水、车间洗拖把废水、锅炉排水。公司的

废水全部回收利用，不外排。 

① 蒸馏塔底废水：蒸馏塔底废水属于酸性高浓度有机废水，主要含有糠醛、醋

酸及其它有机污染物等，CODcr10000～15000mg/L（峰值超过20000mg/L），水温在80-90℃

左右。现生产采用废水蒸发器将蒸馏塔底废水蒸发后回用于水解釜，充分利用该废水

中的有机酸作为催化剂，可以降低催化剂的使用量，降低水解过程中副反应的产生，

从源头上消减 VOCs 等气体的产生。   



② 生活污水、车间洗拖把废水：生活污水与车间洗拖把废水一同排入厂区污水

处理站采用二级生化法处理，处理达标的废水用于锅炉房水浴除尘脱硫装置的补充水，

使水资源重复利用率提高 50%。 

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130m3/d。生活污水与车间洗拖把废水一同排入厂区污水处

理站，先经格栅池去除纸屑、塑料袋等杂物后，流入调节池，调节水量和水质，经初

沉池沉淀后泵入二级接触氧化池，在好氧菌的作用下彻底分解有机物，污泥带式脱水

后外运处理。 

③ 锅炉排水：锅炉排水属于接近中性，直接作为催化剂硫酸的稀释水和锅炉脱

硫塔补充水。 

（2）废气  

项目所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粉尘废气、锅炉烟气、车间废气、排渣废气和渣房废气。  

① 粉尘废气：本项目在原料玉米芯粉碎工序设置旋风+布袋（去除率 99%）除尘，

回收原料粉末,尾气经 15m高排气筒排空。  

② 锅炉烟气：公司现有 5 台 10t 生物质锅炉，燃料为糠醛渣，型号：

SHG10-1.6-K911。产生烟气采用双级旋分管除尘器+冲击水浴除尘器+布袋除尘器+钠

钙双碱法脱硫塔塔（脱硫效率≥96%，除尘效率≥95%），处理后的烟气由一根 65m高、

上口内径 3m 的烟囱排放，公司安装有在线监测设备，与环保部门联网，满足《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特别排放限值（烟尘≤30mg/m³、SO2≤200mg/m

³、NOx≤200mg/m³）的要求 

③ 生产车间废气：糠醛装锅实行带压装锅，装锅时，锅口溢出部分有机 VOCS气

体经装置风楼无组织排放。水解车间全封闭，车间前后增加轴流风机对车间内空气进

行置换。在每台水解釜上增加吸气罩，进行负压抽取，在楼顶增加引风机，各吸气罩

管道汇总至风机，经风机输送至厂区 VOCs 气体总管道，输送至锅炉房，作为鼓风引

入炉膛燃烧床进行高温焚烧，从而高温消减的目的。 

④ 排渣废气和渣房废气：水解釜排放废渣进入封闭式环流式旋风分离器，进行

汽固分离，上部闪蒸的 VOCS气体经管道排入吸收塔，吸收塔内配制有 NaOH 水溶液，

塔内上部设置两层碱液喷淋设备，可以让酸性有机气体与碱液充分反应，进行酸碱中

和，未中和完的挥发性有机气体，经风机、管道送入锅炉焚烧；吸收液经自制凉水塔

进行降温。环流式旋风分离器下部废渣经蛟龙、皮带输送至渣房，蛟龙沟、皮带沟与

渣房整体封闭，渣房内设置管道并入风机前，渣房内闪蒸少量 VOCS气体经风机输送至



厂区统一管道，送至锅炉高温焚烧。  

（3）固废  

公司固体废物主要有：糠醛渣、汽渣分离器废渣、高沸物醛泥、锅炉灰渣、废水

蒸发器浓缩物、污泥、生活垃圾、废机油、含油废抹布。废机油、含油废抹布属于危

险废弃物。 

① 糠醛渣、汽渣分离器废渣、废水蒸发器浓缩物、污泥、高沸物醛泥、锅炉灰

渣均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糠醛渣绝大部分送企业生物质锅炉燃烧，少量作为生物

质燃料利用封闭的运输车外运山东禹城市新园热电有限公司；汽渣分离器废渣、高沸

物醛泥、废水蒸发器浓缩物全部作为锅炉燃料燃烧；锅炉产生的灰渣和沉淀池产生的

石膏外销给清丰县利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② 生活垃圾收集后由韩张镇垃圾收集站统一处理。 

③ 危险废弃物公司设定了独立的贮存室，并依据储存量进行处理，与河南瑞油

石化科技有限公司签定了《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合同》，并对处置过程的安全、环保事

项做出要求。 

第三章 客户满意度 

1.采购供应管理及检验 

在内部管理方面，通过自身积累经营管理经验同时，不断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管理

理念并执行落地。公司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等相关的体系认证。在质量控制标

准化方面，公司已制订了《采购控制程序》、《供方评价程序》、《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供应商分级管理办法标准》、《五金电器备品配件采购管理办法》、《备品配件及检修

材料等消耗性物资采购管理办法》、《采购退换货流程制度》等质量控制标准，以提高

产品品质，保证产品质量。 

同时针对公司产品糠醛、糠醇，经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等检验机构检验，

产品质量达到国家相应标准。 

2.售后服务及用户满意度 

宏业生物科技的产品售后服务体系健全，严格实施《客户服务管理制度》；公司

本着诚实守信、顾客满意的原则建立了技术、售后服务人员 24 小时待机制度，销售

和技术人员随时、随地的解决客户的问题；对客户有技术服务的要求时，免费提供技



术服务，并建立客户投诉抱怨管理机制。 

公司定期采用拜访或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客户进行满意度调查，对客户提出的要求

和建议要加强改进和采用，定期检查和分析客户满意度情况。 

 

第四章 员工福利 

1.员工体检 

为加强公司员工的健康保障工作，帮助员工在工作之余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根

据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估报告，共有 10 余名接触粉尘作业人员，接触有害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噪音、高温）作业人员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以上人员健康

状况良好，无体检不合格人员。 

全方位的检查保证了员工身体健康的同时，也为下一年度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 

2.员工职业发展 

公司拥有良好的内部晋升机会和职业发展规划； 

第一，公司主管（含副主管）级管理人员 50%以上由内部晋升； 

第二，每季度末公司将聘请专业人力资源讲师，结合每位员工的实际情况定制专

业的职业生涯规划，帮助每位员工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以及明确职业目标。 

公司建立了人才梯队建设制度，从员工自荐+部门推荐，每季度推选符合要求的

人才进行重点培养，通过课程培训及在岗指导师带徒的形式，重点提高培养对象各方

面的技能，考核通过后，进入公司人才培养储备库中，选拔优秀人才，促进员工工作

积极性。 

3.员工福利 

第一、节日福利：公司传统节假日均会为员工发放节日礼品： 

2018 年 3 月，三八妇女节，为每位女职工发放卫生巾及鲜花； 

2018 年 6 月，端午节，为员工发放粽子、新鲜水果及饮料； 

2018 年 9 月，中秋节，为员工发放月饼以及公司产品洗衣机槽清洗剂； 

2018 年春节，组织召开年度总结表彰会以及春节联欢会，并为员工发放粮油、红

包作为节日福利； 



第二、员工生日会：每月为员工举办生日会并发放生日礼品； 

第三、员工依法享有病假、婚假、产假等有薪假；  

第四、薪酬方面：调整员工薪资待遇，2018 年每月员工平均工资增长至 2900 元，

高于濮阳市最低工资标准 1200 元。 

4.员工关爱活动 

第一、组织对贫困员工建档立卡摸底调查； 

第二、先后为公司员工李景涛送去困难救助基金 2 万元，筹集募捐善款近万元。 

第三、公司组织的对员工身心健康有利的活动 

每日组织员工进行广播体操，每月按计划开展文体活动，5 月份举办了“拔出风

采、从宏业起航”主题拔河比赛，6 月份成立了微信公众号运营小组，8 月份组织 “相

约七夕，爱在宏业”主题联谊活动；9 月份组织开展宏业控股集团趣味运动会；11 月

份组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 

第四、公司在 2018 年 9 月建立了员工健身房并对公司员工开放。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极大的活跃了职工的文体活动，推进了公司企业文化的

建设。 

第五章 社会贡献 

公司的愿景是方便人类生活，提供零污染化工品与新能源；价值观是诚信做人、

创新做事、锁定目标、完美追求；使命是成为并保持中国最佳民企化工新材料行业第

一名。在谋求公司价值和股东财富的过程中，积极回报社会，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

2018年公司完成经营目标任务，以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和社会。 

1、上缴税费总额1648.24万元，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2、稳健经营、发展，为社会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截止2018年12月31

日，公司在职员工人数为210人。 

3、参与集团公司精准扶贫行动，共对50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发放慰问金10000元

及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 

4、公司经营所在地农业剩余物综合利用产业集群发展。公司的快速发展也势必

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和集聚，带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 

5、推动“农业剩余物高效综合利用绿色关键技术开发与系统集成项目”加快建



设，项目通过秸秆、玉米芯等农业废弃物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这三种主要

成分分离及综合利用绿色关键技术开发，利用分离纤维素制乙酰丙酸，利用半纤维素

生产糠醛，利用纤维素、木素作为燃料发电供热，利用纤维素、木素、锅炉灰等制作

有机肥，达到将农业剩余物吃干榨净的目的。通过该绿色制造项目的实施建立农业废

弃物高效综合利用绿色关键工艺系统集成新模式，并形成成熟技术，在全国玉米、小

麦主产区进行推广、复制。 

本项目绿色制造机制模式于2018年2月被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中国低碳经济

发展促进会评选为“中国低碳先锋100”，并在2018年8月入选《农业农村部第二批全

国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典型模式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