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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环保整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管理层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时期绿色发展理念学习不够，认
识不深和政治站位不高，加之公司高管层忙于新项目布局和发展，对武汉本部工
厂环保运营成熟项目的基层工作关注和深入不夠，尤其是负责武汉本部工厂日常
环保运营监管的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工作严重失职，现场管理失当，导致湖北鼎龙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2019 年 5 月 21 日至 23 日被政府相
关环保督管部门检查查处。我司武汉本部工厂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起自行停产进
行环保整改（公告编号：2019-052），并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公告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汉南区）环境保护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编号：2019-058）。
就本次事件，公司专门成立了以核心管理层为主的环保综合整改领导小组，
迅速组织公司环保、生产、技术、工艺等部门人员，邀请专业环保设计公司和环
保专家现场指导，对污水产生源、污水收集及处理系统进行严格、仔细、认真、
全面的诊断排查，并委托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制定整改方案。
现将公司武汉本部工厂本次环保整改事项的工作进展和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整改工作进展及计划情况
（一）针对环境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发现的三个问题的整改进展
1、与电荷调节剂项目配套 CCA 污水处理系统中的气浮器停用，有水外排。
整改情况：迅速采购气浮器零配件，组织人员检修、安装及调试至正常运行，
确保经处理后的 CCA 污水达标排放。该项整改已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完成。
2、与电子成像显像显影材料产业化项目配套的 CPT 污水处理站西侧至北侧
有一根 PVC 管，将锅炉冷却水排入气浮池内。

整改情况：迅速拆除 CPT 污水处理站西侧至北侧有一根 PVC 管，并将锅炉冷
却水改排至厂区内循环水池。该项整改已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完成。
3、CPT 污水处理站活性污泥收集池的污水可溢流至污水站截污沟，经一条
破损波纹管排入厂区污水管网再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整改情况：将破损波纹管全部挖出拆除，用混凝土浇实，彻底堵死污水从截
污沟进入污水管网的隐患，并对截污沟进行规范整治，确保溢出至截污沟污水全
部回流至污泥池。该项整改已于 2019 年 6 月 9 日完成。
（二）针对其他问题的整改
公司环保综合整改领导小组高度重视本次环保整改事件，积极展开了自查
工作，对环保处理过程中疑似、可能出问题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全面排查，不留
死角，为日后环保设施合规高效运营及后续监管打下基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整改：
1、关于污水收集系统及处理系统管网的整改方案
针对公司污水收集系统及处理系统管网复杂、标识不清的问题，公司已经对
污水产生源、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管网以及地下污水及雨水管网进行全面排查
梳理，按规范要求对所有管网进行整改，对不同水源水质管网按不同颜色用标识
环进行标识，标明水质名称及走向，将管道全部改到地面或管架上，实现环保“阳
光工程”。该项整改已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完成。
2、污水处理站现场环境整改方案
针对公司污水处理站已运行多年，虽然每年都进行了检修及维护，但有部分
现场环境破旧的问题，公司已经对构筑物表面进行粉刷翻新，对钢架平台、管架、
设备设施等实施除锈、加固并粉刷翻新，实现污水处理站的“亮化美化”。该项
整改已于 2019 年 6 月 9 日完成。
3、污泥管理整改方案
针对公司污水处理站污泥压滤现场环境差，现场管理强化的问题，公司对污
泥压滤现场进行整治，将压滤出的污泥用托盘盛装后装袋，防止滤液流出，并对
现有的围堰进行防渗加固处理，让滤液回流至滤液收集沟返回污水处理调节池，
严防滤液流出或流入雨水系统。该项整改已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完成。
4、环保运行管理及环保管理制度的规范整改

针对公司对环保运行的管理力度、深度不够，公司将通过签订年度责任状和
管理制度细化及落实，加强对公司环保运行的管理力度、深度，通过招聘 2 至 3
名高素质、强管理能力的专业环保人员提升环保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强环保运行
的巡查、检查的频次和力度，确保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污泥处置合法合规。
5、污水处理站管道问题
针对公司污水处理站内部管道复杂，废弃管道未及时拆除的问题，公司已经
完成废弃管道拆除工作。并按照新的工艺流程及要求重新对 CPT 污水处理站进行
设计及工程施工。该项整改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公司将按照要求尽快完成整改，
力争早日恢复生产。
6、 设备方面
针对公司污水处理站部分水泵电机锈蚀的问题，公司拟直接对相关水泵（包
含电机）进行整体更换，该项整改已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完成。
此外，公司还在厂区管网以及运行维护方面持续进行整改落实。

二、对武汉本部工厂的调整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2000 年 7 月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立以来，通过近二十年来的不
断自主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创新整合，已形成武汉、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地的产业
布局，业务涉及打印复印耗材和光电半导体材料两大板块。其中武汉本部主要以
打印复印耗材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彩色碳粉和电荷调节剂）研发生产，以及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上游关键核心“卡脖子”材料的研发
生产业务为主。集成电路制程用 CMP 抛光垫和柔性显示基板用 PI 浆料是我国集
成电路产业和柔性面板显示产业的核心关键材料，生产工艺过程无水或少水，属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应链安全的产品，是国家鼓励大力发展的项目，符合湖北
省“一芯趋动”发展战略和武汉市“芯屏端网”万亿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武汉本
部厂区内现有电荷调节剂（CCA）、电子成像显像显影材料（CPT）、集成电路制
程用 CMP 抛光垫、柔性显示基板用 PI 浆料等产业化生产线，以及光电半导体材
料研发及验证中心、打印复印耗材研发及评价中心。
为了贯彻落实新时期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结合鼎龙控股的产

业业务布局的实际情况以及武汉本部业务和资源要素特点，并考虑到公司创新驱
动和绿色发展需求，更加充分合理、科学地利用武汉本部有限的土地空间、环境
条件和其他相关资源，努力把本部打造成高效技术创新平台，高级人才培养培训
中心，产品生产净洁生产基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经认真研究后，针
对公司武汉本部业务和职能，拟对相关项目做以下调整：
（一）关于 CPT 项目污水处理工艺改进及提升处理能力的措施
公司 CPT 项目原计划逐年逐步提升产能并同步对公司 CPT 污水处理能力进行
提升，现公司拟请第三方环保设计公司及环保专家对 CPT 污水处理站现有处理工
艺及能力进行诊断，通过实验研究确定统筹的整改工艺：即在现有 CPT 污水处理
厂末端增加两个保障性环保工艺装置。该整改工艺不仅严格确保 CPT 车间废水排
放达标并提升极限处理能力，同时保障 CPT 产能生产最大时的负荷处理空间。公
司将按确定后的整改工艺合规实施整改，以提升 CPT 总体排污能力，并确保达标
排放。同时，公司在停产期间同步将对 CPT 车间进行年度检修及设备等的日常保
养，以保障公司复产后 CPT 产品的产能及时满足市场供应需求。
（二）关于 CCA 项目在武汉本部工厂停产的措施
1、停产情况说明及对公司本部的战略影响
电荷调节剂（CCA）项目是公司早年创业时的项目，是物理碳粉制造用主要
原料之一。随着物理碳粉逐步被化学碳粉所取代，对 CCA 的需求在逐年下降。
公司 CCA 的销售量由近 500 吨/年逐年减少至目前的 240 吨/年左右，其 2018 年
的销售收入及销售利润分别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01%，净利润的
5.50%，占比均较小。但 CCA 项目占用了公司 40%左右的土地资源和 75%左右
的环保资源。公司原计划用 2 至 3 年时间逐步淘汰这个项目。现在通过这次环保
事件综合考虑，公司决定在武汉本部工厂永久停止电荷调节剂（CCA）生产。
CCA 项目停产所释放的研发资源，土地空间资源和环保资源将优先用于满足
CPT 彩粉新品开发和量能的提升，更好满足芯屏关健材料 CMP 和 PI 项目的产业
化市场化要求，并为公司在光电半导体材材料领域的深度布局提供保障。
2、CCA 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 CCA 产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叔丁基水杨酸锌系列产品；一类是偶氮
类络合物系列产品。CCA 共有 6 个系列生产线，总生产能力 1500 吨/年。

3、停产对公司的财务影响
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电荷调节剂产品生产线剩余的固定资产净值
818.9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396,055.65
万元的 0.21%。关停后，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生产线进
行减值测试，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
本年度利润，但预计影响十分有限。具体金额以中介机构评估结果为准。
CCA 项目 2018 年的销售收入及销售利润分别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 4.01%，净利润的 5.50%；如考虑扣减 80%的环保费用分摊，其利润贡献更小。
因此，CCA 项目在武汉本部工厂停产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不会对公
司未来收入和损益造成重大影响。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事项说明
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
神，明确政治站位，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严格执行国家环保相关
规定，把企业环保治理管理放在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位，将绿色环保理念贯彻到
每位员工心中，保障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更加积极主动接受并落实环保监管部门
的整改要求，让鼎龙努力发展成为环保管控治理的标杆企业。
截至目前，公司武汉本部工厂的环保整改工作正在积极快速推进中。当地政
府相关部门为公司整改和尽快恢复生产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为了维护公司
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将力争尽快恢复生产。同时，也将根据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