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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雅马拓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信息公开表 

 
一、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重庆雅马拓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三证合一） 91500000778474637W 

单位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开发区云汉大道 5 号附 37 号 地理位置 \ 

法定代表人 佐藤义幸 联系电话 67465369 

环保负责人 王春刚 联系电话 18323207220 

行业类别 实验仪器制造 邮政编码 401122 

生产周期 300 天/年 电子邮箱 1272076603@qq.com 

单位简介 

重庆精信仪器有限公司和优玛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7 月

成立重庆优玛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重庆雅马拓科技有限公司是日本

大和科学株式会社集团与重庆优玛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于2005年 9月

在重庆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重庆雅马拓科技有限公司现位于水土

高新技术开发区云汉大道 5 号附 37 号，主要生产产品为干燥箱、培

养箱、高压灭菌器等产品 

污染源管理级别 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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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排放信息 

废水排放口编号 无排污许可证 水污染物名称
规定排放限值

（mg/L） 
实际监测浓度

（mg/L） 
总量控制指标 

执行的排放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排放（GB8978-1996 号） 

（两江）渝环〔2014〕039 号文件 
化学需氧量 500 48 （与环评一致） 

特征水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pH 值、氨氮、石油类、悬浮物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20 \ 同上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 0.53 万吨 pH 值 6-9 \ 同上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 0.12 万吨 氨氮 \ 2.21 同上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水土园区三峡污水处理厂 
石油类 20 \ 同上 

悬浮物 400 9 同上 

 
三、废气排放信息 

废气排放口编号 无排污许可证 大气污染物名称
规定排放限值

（mg/m³） 
实际监测浓度

（mg/m³） 
总量控制指标 

执行的排放标准 
《重庆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二氧化硫 200 0 （与环评一致） 

特征大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氮氧化物 200 0 同上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经收集后高空集中排放 颗粒物 50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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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的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5，夜间≤65 

排放时间 0：00-24：00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56，夜间≤50 

 
五、危险废物排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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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处理污泥 危险废物 900-000-49 1.884 吨 1.884 吨  重庆利特聚欣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废胶瓶 同上 900-041-49 0.017 吨 0.017 吨  同上 

 
六、环境监测信息 

监测方式 验收监测表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重庆开元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监测年度报告 报告编号：162212050232 自动监测结果数据 所有污染物达标排放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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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物理化学法 40m³/d 38 m³/d 间断 良好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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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式除尘器 2014 年 集气罩收集+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 2500m³/h 2300m³/h 8 小时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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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排风机 2014 年 19.5 米排气筒直排 6064 m³/h 5600 m³/h 8 小时 良好 

前处理天然气燃烧废

气排风机 
2014 年 19.5 米排气筒直排 2376 m³/h 2200 m³/h 8 小时 良好 

烘干天然气燃烧废气

排风机 
2014 年 19.5 米排气筒直排 4000 m³/h 3680 m³/h 8 小时 良好 

喷粉废气治理设施 2014 年 重力沉降室+布袋除尘串联除尘   8 小时 良好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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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玛科学仪器产业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写日期：2014 年 4 月  

环评报告批复文件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两

江新区分局 
  （两江）渝环〔2014〕039
号文件 

 

验收报告 
优玛科学仪器产业基地（一期）竣工验收监测

报告表 
重庆开元环境监测有

限公司 
编写日期：2017 年 11 月  

 
十、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号：500128-2016-033-S 号 

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2016 年 9 月委托重庆天星环保有限公司进行环境风险评估，风险等级为一般环境风险，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公司成立了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小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相关职责，拥有有效的应急响应机制，拥有专业应急救援

队伍，相关应急救援物资及器材到位。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1、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 
①立即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情况；成立现场指挥部，收集事故有关信息，密切关注、及时掌握事态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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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召集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到现场做好应急准备。 
③提供相关的预案、专家、队伍、装备、物资等信息，组织专家会商救援方案。 
2、处置情况： 
①通知应急救援专业队伍，收集事故有关信息，从现场采集事故相关化学品基本数据与信息。 
②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事故控制状况。 
③组织专家咨询，提出事故救援协调指挥方案，提供有关的预案、专家、队伍、装备、物资等信息。 
④派有关领导赶赴现场进行指导协调、协助指挥 
⑤调动有关队伍，专家组参加现场救援工作，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 
⑥及时向公众及媒体发布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掌握公众反映及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十一、环境认证信息 

认证项目名称 认证单位 认证时间 认证结果 认证文件文号 

ISO14001 CQC 2018-10-29 
符合 GB/T24001-2016/ISO 

14001：2015 

00118E34076/5000 

     

 
十二、其它环境信息 

缴纳排污费情况 无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我司努力营造和谐、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坚持清洁生产、节能减排；遵纪守法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公司郑

重承诺：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确保环保管理体系有效运行，达到环保监管部门下达的排放标准；为竭力创

建一个清洁、优美、和谐、文明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不懈努力！ 

环保方针和年度环保目标及成效 
我司完善了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规范了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行为，建立了环境管理专业档案，消除了环境安全

隐患，增强了企业环境保护守法信用，提升了企业环境保护管理水平，实现了企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 

环保投资和环境技术开发情况 环保投资 3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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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产品的回收利用情况 无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水 8.49 万吨、电 100 万度、天然气 24.1 万标米 3 

年度环境违法情况 2018 年 1 月危险废物贮存期限超过一年罚款 2 万；2018 年 2 月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罚款 20 万 

年度环境奖励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