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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项目背景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威耳公司，下同）创建于 2003年 3月，

位于响水生态化工园区内，是一家高科技民营化工企业。厂区占地面积

136325.4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00平方米；现有职工 240余人，其中各类

技术人员 100多人，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

工企业。目前产品有 2-氯-5-氯甲基吡啶、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2-

氯-5-三氟甲基吡啶、啶虫脒、高效氟吡甲禾灵原药等。

目前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500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

年产 1200吨 2-氯-5-氯甲基吡啶、年产 500吨高效氟吡甲禾灵原药、年产

400吨啶虫脒 4个产品、7条生产装置已建成。

根据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市化工园区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盐政办发[2018]43号）、《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

产环保要求的通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海化工园区（集中区）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46号)、《关于依法做好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企业复产工作通知》（苏环办[2018]282号），威耳公司委托江苏科

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现场进行全面核查，形成了复产环保诊断报告。

诊断报告完成后，公司立即成立了复产环保整改小组，对照诊断问题

积极开展整改工作，并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整改情况协

助完成了整改方案的编制，供环保主管部门审查。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工作组名单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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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工作组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复产环保整改主要工作

1 孙海旭 总经理
统筹复产环保整改工作，核批复产环保整改方案，协

调工作组各成员工作

2 张发文 安环副总经理

复产环保整改主要负责人，制定复产环保整改初步方

案，根据复产环保整改方案制定具体工作计划，负责

与科易达公司及其它相关整改工作参与单位的沟通

3 赵华安 生产/技术副总经理
对复产环保整改涉及生产车间整改内容进行审核，组

织、协调各车间配合完成复产环保整改工作

4 张发文 安环部负责人
按照复产环保整改方案及具体计划督促按时完成相

关整改工作

5 崔 凯 车间主任 配合完成复产环保整改工作中涉及车间改造的内容

6 王德彬 环保员
配合复产环保整改工作各参与部门、人员、相关单位

进行工作

1.2 编制依据

1.2.1 国家法规及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7日

修订）；

（4）《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号，2016年 8月 1日

起施行）；

（5）《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5 号，

1999年 6月 23日；

（6）《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8 号，2005

年 9月 19日。

1.2.2 地方法规与政策

（1）《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修正）》，1997年 7月 31日起实施；

（2）《江苏省危险废物管理暂行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1994]49号令，

1997年 11月 27日通过并施行；

（3）《江苏省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暂行规定》，江苏省政府[1993]第 38

号令，1992年 1月 1日发布并施行；

（4）《关于印发江苏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区域平衡方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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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管理办法的通知》（苏环办[2011]71 号）；

（5）《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1997年 9月 21日发布并施行；

（6）《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江苏省水利厅、江苏省环境

保护厅，2003年 3月；

（7）《省政府关于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批复》，苏政复

[2003]29号文，2003年 3月 18日通过；

（8）《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2年 1月 12日江苏省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12年 2月 1日

施行；

（9）《江苏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苏环规〔2011〕1号，

2011年 3月 21号发布，2011年 5月 1日施行）；

（10）《关于切实加强危险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苏环规〔2012〕2 号，

2012年 8月 24日；

（11）《“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苏发[2016]47号；

（12）《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的通

知》，苏发[2017]6号；

（13）《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工园区水污染治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7]383号；

（14）《盐城市危险废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盐市环卫环委[2018]28

号；

（15）《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知》；

（16）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海化工园区（集中区）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46号)；

（17）《关于依法做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企业复产工作通知》（苏环

办[2018]282号）；

（18）《关于印发全市化工园区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盐政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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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3号）。

1.2.3 其它有关文件

（1）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历次项目备案意见；

（2）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历次环评材料及审批意见；

（3）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环保“三同时”验收意见；

（4）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5）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意见；

（6）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

（7）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 LDAR报告；

（8）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废气废水治理方案；

（9）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最新一期监测报告；

（10）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相关环保制度；

（11）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相关环保台账；

（12）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危废处置协议及转移联单；

（13）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副产品出售协议及发票；

（14）《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复产环保诊断报告》；

（15）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其它资料。

1.3 污染物排放标准

1.3.1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废气中二氧化硫、颗粒物、甲醇、氯化氢、氯气、氟化物、氯苯类排

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臭

气、氨、硫化氢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四氢呋喃、

异丙醇、2-甲基四氢呋喃、乙醇允许排放速率及排放浓度标准计算得到，

执行具体标准值见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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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毫克/

立方米)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
限值(毫克/立方米) 标准来源排气筒

（米）
排放速率

（千克/时）

二氧化硫 550 25 9.65 0.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

颗粒物 120 25 14.45 1.0
甲醇 190 25 18.8 12

氯化氢 100
25 0.915

0.20
15 0.26

氯气 65 25 0.52 0.40
氟化物 9.0 15 0.10 0.02
氯苯类 60 15 0.52 0.40

四氢呋喃 127 25 4.4 0.2

计算得到
异丙醇 227 25 13.2 0.6

2-甲基四氢呋喃 127 25 4.4 0.2
乙醇 317.7 25 15.4 5

注：四氢呋喃、异丙醇、乙醇允许排放速率按《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GB/T13201-91中“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气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进行计算，公式为

Q（千克/小时）=CmRKc，其中排气筒高度为 15米时，R取 6，排气筒高度为 25米时，R取 22，
Kc取 1.0，Cm 为质量标准，四氢呋喃、异丙醇、乙醇一次浓度限值分别为 0.20毫克/立方米、0.60
毫克/立方米、0.7毫克/立方米。四氢呋喃、异丙醇、乙醇的排放浓度标准按式 DEMG=45×LD50/1000
计算(美国 EPA工业环境实验室推荐方法)，式中 DEMG—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LD50—
半致死浓度，四氢呋喃、异丙醇、乙醇的 LD50分别取 2816毫克/千克、5045毫克/千克、7000毫克

/千克。2-甲基四氢呋喃参考四氢呋喃的排放标准。

表 1.3-2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控制项目 单位
二级

新扩改建(厂界标准)
1 氨 mg/m3 1.5
2 臭气浓度 无量纲 20
3 硫化氢 mg/m3 0.06

序号 控制项目 排气筒高度，m 排放量(kg/h)

1 氨
21 9.76
25 14

2 硫化氢 21 0.644

1.3.2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废水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执行《盐城市化工集中污水处理

厂接管标准（试行）》。园区污水处理厂出水中 COD、SS、氨氮、TP、TN

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939-2006

表 2的中一级标准。详见表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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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mg/L)
序号 项目 污水厂接管标准 污水厂排放标准

1 pH，无量纲 6~9 6~9
2 COD ≤500 ≤80
3 SS ≤400 ≤70
4 NH3-N ≤50 ≤15
5 TP ≤2 ≤0.5
6 TN ≤70 -
7 苯胺类 ≤1 -
8 盐分 ≤5000 -
9 丙烯腈 ≤2.0 ≤2.0
10 氯苯 ≤0.2 ≤0.2
11 甲苯 ≤0.1 ≤0.1
12 磷酸盐 ≤2 ≤0.5
13 硝基苯 ≤5.0 ≤5.0
14 氟化物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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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要求

第七条

所有环评、排污许可、备案、登记等环保法定手续齐全，无未批先建、

批建不符项目，对存在重大变更的履行重新报批手续并经批准。

第八条

所有建设项目符合园区产业定位，无产业政策明令禁止及超出能耗限

额的项目、工艺装备和产品，涉及的生产线或装置拆除到位。

2.1 环保法定手续分析

威耳公司现有产品环保手续履行情况见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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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威耳公司现有产品环保手续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建设项目名称 工程名称 产品名称

设计批

复生产

能力

(t/a)

项目现状 批复情况 验收情况
排污许可

证

是否存在未

批先建、批

建不符的情

况

1
年产 600吨 2-氯-5-氯甲

基吡啶

2-氯-5-氯甲基吡啶

生产线
2-氯-5-氯甲基吡啶 600

已建设，已

承诺放弃

2003年 8
月 11日

2005年 12
月 6日通过

验收，环验

[2005]51号

2017年 11
月 7日取

得排放污

染物许可

证(证书编

号：

91320900
74681880
25001P)

否

否

2
年产 500吨 2，3-二氯-5-

三氟甲基吡啶

2，3-二氯-5-三氟甲

基吡啶生产线

2，3-二氯-5-三氟甲

基吡啶
500 已建设，已

承诺放弃

2005年 12
月 29日

2007年 5月
8日通过验

收，环验

[2007]33号

否

3
年产1200吨2-氯-5-氯甲

基吡啶

2-氯-5-氯甲基吡啶

生产线
2-氯-5-氯甲基吡啶 1200 已建设，已

运行

2007年 11
月 2日，盐

环

[2007]71
号

2009年 7月
3日，环验

[2009]16号
否

4

年产 110吨 2-氨基-5-三
氟甲基吡啶、150吨 2-
氨基-3-氯-5-三氟甲基吡

啶、10吨 2-氨基-5-吡啶

甲醇、10吨 2-氨基-5-氰
基吡啶、10吨 2-氨基-5-
甲氨甲基吡啶、40吨 6-
氯烟酸、40吨 5,6-二氯

烟酸、40吨 6-氯烟醛、

40吨 6-氯烟腈、200吨
2-巯基-5-三氟甲基吡啶

2-氨基-5-三氟甲基

吡啶、2-氨基-3-氯
-5-三氟甲基吡啶、

2-氨基-5-吡啶甲

醇、2-氨基-5-氰基

吡啶、2-氨基-5-甲
氨甲基吡啶、6-氯
烟酸、5,6-二氯烟

酸、6-氯烟醛、6-
氯烟腈、2-巯基-5-
三氟甲基吡啶生产

2-氨基-5-三氟甲基

吡啶
110

未建，已承

诺不再建设
- 否

2-氨基-3-氯-5-三氟

甲基吡啶
150

2-氨基-5-吡啶甲醇 10
2-氨基-5-氰基吡

啶
10

2-氨基-5-甲氨甲基

吡啶
10

6-氯烟酸 40
5,6-二氯烟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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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6-氯烟醛 40
6-氯烟腈 40

2-巯基-5-三氟甲基

吡啶
200

5 污水预处理方案变更 - - -
已建设，已

运行

2008年 10
月 21日，

盐环表复

[2008]227
号

2009年 7月
3日通过验
收，环验
[2009]16号

否

6

年产 500吨高效氟吡甲

禾灵原药

高效氟吡甲禾灵原

药生产线

高效氟吡甲禾灵原

药
500

已建设，已

暂停

2009年 12
月 17日，

盐环审

[2009]81
号

已通过自主
验收

否

年产 500吨高效氟吡甲
禾灵、4800吨 2-氯-5-氯
甲基吡啶（一期、二期、
三期）、2000吨 2，3-二
氯-5-三氟甲基吡啶（一
期、二期）项目生产工
艺和污水处理设施工艺

变更

高效氟吡甲禾灵、

2-氯-5-氯甲基吡

啶、2，3-二氯-5-
三氟甲基吡啶生产

线

高效氟吡甲禾灵 500
已建设，已

暂停

2013年 4
月 12日，

盐环表复
[2013]33

号

2014年 4月
8日通过验

收，盐环验

[2014]21号

否

2-氯-5-氯甲基吡啶 1200
已建设，已

运行
否

2-氯-5-氯甲基吡啶 600
已建设，已

承诺放弃

2，3-二氯-5-三氟甲

基吡啶
2000

已建设，已

承诺放弃
否

2-氯-5-氯甲基吡啶 3000
未建，已承

诺不再建设
否

年产 500吨 2-氯-5-三氟
甲基吡啶、4800吨 2-氯
-5-氯甲基吡啶（一期、
二期、三期）、2000吨 2，
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

2-氯-5-三氟甲基吡

啶、2-氯-5-氯甲基

吡啶、2，3-二氯-5-
三氟甲基吡啶生产

2-氯-5-三氟甲基吡

啶
500

已建设，已

承诺放弃

2014年 1
月 21日，

盐环表复

[2014]8号

否

2-氯-5-氯甲基吡啶 1200
已建设，已

运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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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二期）项目生
产工艺变更

线
2-氯-5-氯甲基吡啶 600

已建设，已

承诺放弃

2，3-二氯-5-三氟甲

基吡啶
2000

已建设，其

中 500吨已

承诺放弃

否

2-氯-5-氯甲基吡啶 3000
未建，已承

诺不再建设
否

7

年产3000吨2-氯-5-氯甲

基吡啶

2-氯-5-氯甲基吡啶

生产线
2-氯-5-氯甲基吡啶 3000

未建设，已

承诺不再建

设
2010年 2
月 25日，

盐环审

[2010]5号

/ 否

年产 1500吨 2,3-二氯-5-
三氟甲基吡啶

2,3-二氯-5-三氟甲

基吡啶生产线

2,3-二氯-5-三氟甲基

吡啶
1500

已建设，已

运行

2014年 4月
8日通过验

收，盐环验

[2014]21号

否

年产 500吨 2-氯-5-三氟

甲基吡啶

2-氯-5-三氟甲基吡

啶生产线

2-氯-5-三氟甲基吡

啶
500

已建设，已

承诺放弃
否

8

年产 400吨啶虫脒 啶虫脒生产线 啶虫脒 400
已建设，运

行
2015年 12
月 25日，

盐环审
[2015]74

号

已通过自主

验收

否

年产 200吨氟啶胺、0.6
吨乐贝霉素

氟啶胺、乐贝霉素

生产线

氟啶胺 200 未建，已承

诺不再建设

否

乐贝霉素 0.6 否

9 年产 5000吨农药制剂项
目

农药制剂生产线 农药制剂 5000
未建，已承

诺不再建设

2009年 12
月 21日，

盐环审
[2009]141

号

未验收 否

10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
危废仓库变动影响分析

危废仓库 - - 建设中 - - 否

威耳公司现有产品链见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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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威耳公司现有产品链
序号 产品名称 用途
1 年产 1200吨 2-氯-5-氯甲基吡啶 400吨作为啶虫脒的原料 200 外售

600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的原料
2 年产 1500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 560吨作为高效氟吡甲禾灵原药的原料 940吨外售

年产 500吨高效氟吡甲禾灵原药、400吨啶虫脒项目按期完成竣工验收工作的承诺及项目放弃承诺书见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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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耳公司历次环评审批文件见图 2.1-1，环保“三同时”验收意见见图

2.1-2，历次环评材料见图 2.1-3，历次备案意见见图 2.1-4，排污许可证见

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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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历次环评审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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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威耳公司项目环保“三同时”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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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历次环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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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变动环评材料

图 2.1-5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历次项目备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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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

诊断结论：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项目环保法定手续齐全、无未批先建、

批建不符项目，符合复产第七条要求。

2.2 规划选址及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于国家、地方政策文件以及园区规划相符性分析见表 2.2-1。

表 2.2-1 规划选址及产业政策相符性一览表
相关文件 文件要求 是否符合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
本)》(2013年修正) - 厂区内项目均不属于鼓励类、限

制类和淘汰类范畴，为允许类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2年本)》(苏政办发

[2013]9号)和《关于修改<江苏省工

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2年)>》部分条目的通知》(苏
经信产业[2013]183号)

- 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

淘汰类范畴，为允许类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
《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 - 本项目不属于禁止、限制用地项

目

江苏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 本项目符合江苏省主体功能区

规划

盐城市主体功能区规划 - 本项目符合盐城市主体功能区

规划

关于对盐城市陈家港化学工业园

区(现“响水生态化工园区”) 回顾

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

充分利用濒临沿海港口的区位

优势，将园区建设成为以精细化

工为主的高水平、高起点的苏北

化工基地。园区重点引进发展以

高科技、高附加值项目为主的精

细化工、生物制药和医药化工等

产业

根据环评批复结论，江苏威耳化

工有限公司项目属于农药化工，

符合园区的产业定位

诊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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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符合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的产业定位，无产业政策明令禁止及

超出能耗限额的项目、工艺装备和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复

产第八条要求。

2.3 总体要求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项目环保法定手续齐全、无未批先建、批建不符项目。发生

变动的情况都不属于重大变更，都已履行重新报批备案手续，基本符合复

产第七条要求。

建设项目符合园区的产业定位，无产业政策明令禁止及超出能耗限额

的项目、工艺装备和产品，基本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基本符合复产第

八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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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艺装置

第九条

提供所有生产线、原辅料及产品、主要设备、环保设施、排放口等详

细信息清单，报园区及地方环保部门备案。

第十条

提供生产工艺过程、反应原理、主要工况、污染物收排体系、管路走

向等基础资料，按装置流程逐釜逐罐核实反应物料及产排污情况。

3.1 生产线等信息清单

威耳公司提供了厂区内建设项目生产线、原辅料及产品、主要设备、

环保设施、排放口等信息清单(信息清单尚未报园区及地方环保部门备案)，

诊断评估小组根据信息清单对照环评要求对现场生产线、原辅料及产品、

主要设备、环保设施、排放口进行了一一核对。

威耳公司目前建设七个车间，一、二车间（600吨 2-氯-5-氯甲基吡啶）、

三车间（500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五、六、七车间（1200吨 2-

氯-5-氯甲基吡啶）、八车间（500吨 2-氯-5-三氟甲基吡啶、1500 吨 2,3-二

氯-5-三氟甲基吡啶）、八 A车间（500吨高效氟吡甲禾灵原药）、六 A车间

（400吨啶虫脒），其中车间一、车间二、车间三项目及车间八内 500吨 2,3-

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项目企业已承诺不再建设，诊断评估小组对生产线实

际建成情况进行了核对，威耳公司实际产品及副产品建设规模及去向与环

评要求基本相符。生产线及产品信息清单详见表 3.1-1。

3.1.1生产线及产品方案

威耳公司生产线及产品方案情况见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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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威耳公司生产线及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号 厂区 车间 生产线 产品名称 产能（t/a） 年运行时间（h）

1
南厂区

五、六、

七车间
1200吨 2-氯-5-氯甲基吡啶 2-氯-5-氯甲基吡啶 1200 7200

八车间
1500吨 2,3-二氯-5-三氟甲

基吡啶

2,3-二氯-5-三氟甲基

吡啶
1500 7200

3

北厂区

八 A车

间

500吨高效氟吡甲禾灵原

药

高效氟吡甲禾灵原

药
500 7200

4 六 A车

间
年产 400吨啶虫脒项目

氟啶胺 200
7200啶虫脒 400

乐贝霉素 0.6

3.3 工艺装置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提供了生产工艺过程、反应原理、主要工况、污染物收排体

系、管路走向等基础资料。诊断评估小组按装置流程逐釜逐罐核查了反应

物料的投加点位及三废的产排点位情况，投料及三废产排点基本与环评一

致，基本符合复产第十条要求。

威耳公司管路走向(部分)见图 3.3-1。

图 3.3-1 管路走向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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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废水治理

第十一条

实行废水分质分类收集处理，有高浓度、高盐、高毒性、难降解

废水预处理设施，无稀释处理和稀释排放。提供规范的废水分类分质

收集处理方案、设计图纸。

第十二条

厂区建成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系统，雨水做到明渠排放。生产废

水明管压力输送，管路不得安置在雨水沟、电缆沟内。废水处理站事

故池（罐）容积满足应急管理要求。提供初期雨水精准化管控方案。

第十三条

完成废水特征污染物识别、衡算及筛选确认工作，提供特征污染

物清单，接管废水（含特征污染物）满足园区接管标准限值要求。

4.1 废水收集处理系统

诊断评估小组对威耳公司各类废水收集及处理情况进行了核

查。威耳公司废水分为 4类，分别为丙烯腈废水、高盐废水、其他工

艺废、生活污水等。

威耳公司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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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威耳公司各类废水收集及去向

废水种类 废水来源 主要污染因子 收集方式 管材/直径 废水去向

丙烯腈废水 现有项目W2-1、W3-1、设备冲洗水 2 丙烯腈、盐分、氯苯等
管道输送至丙烯腈

废水储罐
UPVC/DN40

明管 DN50输
送至污水处理

区处理

高盐废水
现有项目W1-1、W5-1、W6-1、W2-2、W3-2废水；技改项目

RTO系统碱吸收废水
盐分等

管道输送至车间高

盐废水储罐
UPVC/DN40

其他工艺废水

现有项目W1-2、设备冲洗水 1、W2-3、W3-3、W5-2、设备

冲洗水 3、W6-2、W7-1、设备冲洗水 4； 技改项目W1-1’、
W3-1’、 W3-2’、RTO水封罐废水

盐分、甲苯、DMF、吡

啶类等

管道输送至车间低

浓度废水储罐
UPVC/DN40

低浓度废水

现有项目初期雨水、生活污水、地面冲洗水、水冲泵水、

夏季储罐喷淋水；技改项目初期雨水、生活污水、地面

冲洗水、真空泵废水、设备冲洗水、实验室废水、污水

站废气吸收废水

氨氮、总磷等

生活污水排到专用

集水池、地表冲洗

水明沟自流至车间

集水池、初期雨水

自流到初期雨水收

集池，夏季储罐喷

淋水明沟收集+泵
强制自循环

UPVC/D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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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排查，威耳公司部分废水分质收集系统见图 4.1-1废水收

集系统存在问题见图 4.1-2。

结论：威耳公司已实行废水分质分类收集处理，有高浓度、高盐、

高毒性、难降解废水预处理设施，无稀释处理和稀释排放。可以提供规范

的废水分类分质收集处理方案、设计图纸，符合复产第十一条要求。

4.2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系统

诊断小组对威耳公司的雨水系统、污水输送系统、应急池进行了排

查。

威耳公司采用“雨污分流”的思路，雨水系统已经于 2017年请南京万

通城市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设计，目前正在整改施工阶段，北厂区已经施工

完毕，南厂区正在整改，存在雨水沟破损、不规范、部分设备冲洗水进入

雨水沟等问题。

威耳公司基本做到初期雨水（前 15分钟）、后期雨水（15分钟后）

通过阀门切换，初期雨水泵入污水处理区进行处（前 15分钟）、后期雨水

（15分钟后）通过阀门切换由雨水沟排入清下水管网。

根据现场排查，威耳公司雨水明渠相关照片见图 4.2-1，雨污分流系

统存在问题见图 4.2-2。

诊断结论：威耳公司北厂区雨污分流系统完备，生产废水全部做到明

管压力输送，雨水沟内未安置管路、电缆；废水事故池有效容积 400m3，

满足环评要求；暂无初期雨水精准化管控方案。

此外，为进一步梳理、完善全厂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方案，威耳公司

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编制了规范的全厂清污分流、雨

污分流方案，目前该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威尔公司南厂区雨水排放系统部分破损，正在整改施工，雨污分流不

彻底；生产废水全部做到明管压力输送，雨水沟内未安置管路、电缆；南

厂区废水事故池有效容积 200m3，满足环评要求；暂无初期雨水精准化管

控方案。

总体来看，威耳公司不完全符合复产第十二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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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废水特征污染物情况

威耳公司现有项目废水主要含有丙烯腈、氯苯、甲苯、DMF、吡啶

等。虽然废水 COD浓度较高，但其可生化性好。其废水处理后能够满足

园区接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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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威耳公司特征污染物清单

序号
特征污染物

因子
主要物理性质 衡算依据 处理方式

1 丙烯腈

无色的有刺激性气味液体，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易引起燃烧，并放出有毒气体。与氧化

剂、强酸、强碱、胺类、溴反应剧烈，熔点（℃）：-83.6，沸点

（℃）：77.3，相对密度（水=1）：0.81，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
1.83，饱和蒸气压（kPa）：11.07（20℃），辛醇/水分配系数：0.25，
微溶于水，易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LD50：78mg/kg（大鼠经口）；27mg/kg（小鼠经口）；148mg/kg
（大鼠经皮）；63mg/kg（兔经皮），LC50：333ppm（大鼠吸入，

4h）。

根据物料消耗、工艺原理

及废气监测报告、固废产生情

况(产生量及主要污染物构成

情况分析)等估算废水中特征

污染物的量，并与废水监测报

告进行对比分析。

混凝沉淀—碱解—氧化—
蒸发析盐—臭氧氧化—厌氧水

解—PACT—二沉—絮凝沉淀

2 甲苯

7(易燃液体)，无色透明液体，有类似苯的芳香气味，不溶于

水，可混溶于苯、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稳定，分子量 92.14，
相对密度(水=1)0.87，相对密度(空气=1)3.14，饱和蒸汽压

4.89kPa/30℃，闪点：4℃，熔点：-94.4℃，沸点：110.6℃。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

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

积聚静电。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

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属低毒类。

急性毒性：LD505000mg/kg(大鼠经口)；LD5012124mg/kg(兔
经皮)；人吸入 71.4g/m3，短时致死；人吸入 3g/m3×1～8小时，

急性中毒；人吸入 0.2～0.3g/m3×8小时，中毒症状出现。

臭氧氧化—厌氧水解

—PACT—二沉—絮凝沉淀

3 氯苯

无色透明液体，具有不愉快的苦杏仁味，蒸汽压 1.33kPa/20℃
闪点：28℃，熔点-45.2℃ 沸点：132.2℃，相对密度(水=1)1.10；
相对密度(空气=1)3.9，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二硫

混凝沉淀—碱解—氧化—
蒸发析盐—臭氧氧化—厌氧水

解—PACT—二沉—絮凝沉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86%E7%82%B8%E6%80%A7%E6%B7%B7%E5%90%88%E7%89%A9/55378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86%E7%82%B8%E6%80%A7%E6%B7%B7%E5%90%88%E7%89%A9/55378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A%E9%85%B8/104242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A%E7%A2%B1/9177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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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与过氯酸银、二甲亚砜反应剧烈。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

急性毒性：LD502290mg/kg (大鼠经口)；1445mg/kg(小鼠经

口)。
亚急性和慢性毒性：动物亚急性毒性反应有肺、肝、肾病理

组织学改变。

4 DMF

无色液体，有微弱的特殊臭味，稳定，与水混溶，可混溶于

多数有机溶剂，分子量：73.10，相对密度(水=1)0.94，相对密度(空
气=1)2.51，饱和蒸气压 3.46kPa/60℃，闪点：58℃，熔 点-61℃，

沸点 152.8℃。

易燃，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

险。能与浓硫酸、发烟硝酸猛烈反应，甚至发生爆炸。与卤化物

(如四氯化碳)能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低毒类。

急性毒性：LD50400mg/kg(大鼠经口)；4720mg/kg(兔经皮)；
LC509400mg/m3，2小时(小鼠吸入)；人吸入 30～60ppm，消化道

症状，肝功可异常，有黄疸，尿胆原增加，蛋白尿；人吸入 10～
20ppm(有时 30ppm)，头痛，食欲不振，恶心，肝功和心电图正常。

臭氧氧化—厌氧水解

—PACT—二沉—絮凝沉淀

5 乙醇

易燃、易挥发的无色透明液体，低毒性，纯液体不可直接饮

用；具有特殊香味，并略带刺激；微甘，并伴有刺激的辛辣滋味。

易燃，其蒸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能与水以任意比互溶。

能与氯仿、乙醚、甲醇、丙酮和其他多数有机溶剂混溶，相对密

度（d15.56）0.816。

臭氧氧化—厌氧水解

—PACT—二沉—絮凝沉淀

6 吡啶类
具有弱碱性和特殊气味的无色或微黄色液体，天然存在于煤

焦油、页岩油、煤气及石油中，能与水、醇、醚、石油醚、油类、

臭氧氧化—厌氧水解

—PACT—二沉—絮凝沉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3%E7%87%83/91170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5%E5%8F%91/68978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86%E7%82%B8%E6%80%A7%E6%B7%B7%E5%90%88%E7%89%A9/55378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F%E4%BB%BF/5218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9%E9%86%9A/3169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2%E9%86%87/15123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9%E9%85%AE/955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9C%BA%E6%BA%B6%E5%89%82/79210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AF%B9%E5%AF%86%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AF%B9%E5%AF%8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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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混溶。

易燃，具强刺激性。

有强烈刺激性；能麻醉中枢神经系统。对眼及上呼吸道有刺

激作用。高浓度吸入后，轻者有欣快或窒息感，继之出现抑郁、

肌无力、呕吐；重者意识丧失、大小便失禁、强直性痉挛、血压

下降。误服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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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论：根据江苏中聚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检测报告（（2018）苏中

检（委）字第（04139）号）接管废水满足园区要求，威耳公司已完成废

水特征污染物识别、衡算及筛选确认工作，符合复产第十三条要求。

检测报告封面 废水检测结果

4.4 废水治理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已实行废水分质分类收集处理，有高浓度、高盐、高毒性、

难降解废水预处理设施，无稀释处理和稀释排放。可以提供规范的废水分

类分质收集处理方案、设计图纸，符合复产第十一条要求。

威耳南厂区雨水系统不满足要求正在按南京万通城市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设计设计整改，主要存在地面冲洗水和围堰内设备渗漏进入雨水沟导

致雨污分流不彻底；北厂区雨污分流完善。”雨水沟内未安置管路、电缆；

南厂区废水事故池有效容积 200m3、北厂区废水事故池有效容积 400m3，

满足环评要求；无初期雨水精准化管控方案。不完全符合复产第十二条要

求。

根据江苏中聚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检测报告（（2018）苏中检（委）字

第（04139）号）接管废水满足园区要求，威耳公司已完成废水特征污染

物识别、衡算及筛选确认工作，符合复产第十三条要求。

4.5 整改方案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复产环保问题评估暨整改报告 4废水处理

30

对照《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知》第十

一条～第十三条要求，威耳公司整改方案见表 4.5-1。

表 4.5-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方案(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是否符合复

产环保要求
存在问题 整改方案

废

水

治

理

第十二条 厂区建成雨污分流、清污分

流系统，雨水做到明渠排放。生产废

水明管压力输送，管路不得安置在雨

水沟、电缆沟内。废水处理站事故池

（罐）容积满足应急管理要求。提供

初期雨水精准化管控方案。

不完全符合

南厂区部分地方无围

堰，个别围堰无管控直

排雨水沟，做不到清污

分流

按江苏科易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设计《清

污分流 雨污分流方

案》整改，设置符合

规范要求的围堰，做

到污水分流

南厂区雨水沟部分破

损，已经不满足防渗要

求

按南京万通城市建设

咨询有限公司设计整

改

南厂区厂区雨污分流系

统不完善

按江苏科易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设计《清

污分流 雨污分流方

案》整改

暂无初期雨水精准化管

控方案

请江苏科易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设计，并

按方案实施

4.6 整改进度及计划

威耳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

知》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要求整改计划及进度见表 4.6-1。

表 4.6-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工作任务分解表(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复产环保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用

按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清污分

流 雨污分流方案》整改，设置符合规范要求

的围堰，做到污水分流

于永年 2018年 9月 31日 25万元

按南京万通城市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设计整改 于永年 2018年 9月 15日 40万元

按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清污分

流 雨污分流方案》整改
于永年 2018年 9月 15日 40万元

编制初期雨水精准化管控方案 于永年 2018年 10月 30日 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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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废气治理

第十四条

产气场所废气设计收集率不低于 90%，废气处理工艺及去除率

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污染物总体去除率不低于 90%并达

标排放。提供规范的废气收集治理方案、设计图纸。

第十五条

涉及 VOCs物料的存储、输送、投料、卸料、生产及产品包装

等单元均实现密闭操作或废气有效收集，制定并落实泄漏检测与修复

（LDAR）计划，厂界 VOCs及恶臭污染物浓度达标。

第十六条

废气主要处理设施均采用自动化控制，采用吸附脱附、吸收、

焚烧（含热氧化）等方式处理必须建设中控系统、实现自动计量和加

药。把单一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处理设施作为重点监管对象。

5.1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情况

5.1.1 产气场所废气收集情况

威耳公司有组织废气包括有机废气和无机废气，生产工艺中产生

的有机废气有甲苯、环戊二烯、丙烯醛、丙烯腈、乙醇等，无机废气

主要为氯化氢、氟化氢、氯气等。

有组织废气收集：

(1)罐区、车间原料储罐均将排空接入了工厂废气收集系统，通

过管道集中收集。

(2)系统内物料为封闭管道转移，所有设备废气均排入相应的收

集管道。

(3)废水收集池、废水处理系统均有加盖，将无组织废气转化为

有组织废气，通过相应的管道收集。

无组织废气：有全套的无组织废气收集系统，但部分工段存在收

集效果欠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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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储运工程：

①储罐卸车管线、物料输送管线、均装有气相平衡管；

②储罐废气呼吸阀接废气收集管道。

威耳公司全厂主要产气场所，废气收集情况见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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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产气场所废气收集情况
序
号

产气场所 设备/单元 产生方式/过程 污染物 收集措施
管网情况 末端治理措施

1

六车间

裂解工段 冷凝器不凝气 环戊二烯
放空管至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

DN80 DN600收集管道至
RTO焚烧系统处
理，1#排气筒排放

合成釜
投料无组织废

气
环戊二烯、丙烯醛 暂未收集

- -

酸化釜
采样口无组织

废气
HCl 暂未收集

- -

蒸馏 蒸馏尾气 氯苯、丙烯腈
蒸馏废气管至车间
废气收集管道

DN80 DN600收集管道至
RTO焚烧系统处
理，1#排气筒排放

七车间

蒸馏 蒸馏尾气 氯苯、丙烯腈
蒸馏废气管至车间
废气收集管道

DN80 DN600收集管道至
RTO焚烧系统处
理，1#排气筒排放氯化工段二

级碱洗
碱洗尾气 Cl2 至车间废气收集管

道
DN80

环合工段二
级碱洗

放空尾气 HCl 放空管至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

DN80

五车间

精馏釜 精馏尾气 2-氯-5-氯甲苯吡啶、甲苯
精馏废气管至车间
废气收集管道

DN80 DN80收集管至二
级碱吸收处理后，
DN600收集管至
RTO焚烧系统处
理，1#排气筒排放

卸料口 无组织废气 2-氯-5-氯甲苯吡啶、甲苯
集气罩收集至车间
废气收集管道

DN200

2 八车间

氯化工段二
级碱洗

碱洗尾气 HClO、Cl2 至车间废气收集管
道

DN80 D80收集管至三级
降膜吸收+二级碱
吸收+活性炭吸附
处理，4#排气筒排

放

氯化釜
采样口无组织

废气
HCl、Cl2 暂未收集

- -

蒸馏 蒸馏尾气
2-氯-5-二氯甲基吡啶、2-氯-5-三氟
甲基吡啶、2-氟-3-氯-5-二氟氯甲基

蒸馏废气管至车间
废气收集管道

DN80 DN80收集管道至
活性炭吸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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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啶、2,3-二氯-5-二氟甲基吡啶 4#排气筒排放

卸料口 无组织废气
2-氯-5-二氯甲基吡啶、2-氯-5-三氟
甲基吡啶、2-氟-3-氯-5-二氟氯甲基
吡啶、2,3-二氯-5-二氟甲基吡啶

集气罩收集至车间
废气收集管道

DN200

3 八 A车间

离心压滤、脱
溶工段

冷凝器不凝气 DMF 放空管至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

DN80 DN600收集管道至
RTO焚烧系统，1#

排气筒排放
短蒸工段 冷凝器不凝气 DMF 放空管至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
DN80

卸料口 无组织 氟吡甲禾灵
暂未收集，已列入

整改计划
DN200

4 六 A车间

缩合釜 放空尾气 乙醇
放空管至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
DN80 DN600收集管道至

RTO焚烧系统，1#
排气筒排放过滤蒸馏工

段
冷凝器不凝气 乙醇

放空管至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

DN80

离心过滤工
段

离心废气 乙醇
离心废气管道至车
间废气收集管道

DN80

干燥
冷凝器不凝气 乙醇

放空管至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

DN80

无组织废气 乙醇、啶虫脒
废气捕集管网至车
间废气收集管道

DN200

5 导热油炉 燃烧尾气 烟尘、二氧化硫 收集至废气管道 DN200

6 罐区 储罐 大小呼吸
丙烯腈、DMF、甲苯、盐酸、双环

戊二烯
呼吸阀至废气收集

管道
DN200

7 危废仓库 无组织废气 臭气
废气捕集管网至废

气收集管道

DN200 DN200收集管至一
级碱吸收处理后由
ND600收集管至
RTO焚烧系统处
理，1#排气筒排放

8 污水处理站 无组织废气 臭气、氨气、硫化氢
部分加盖收集无组
织废气至废气收集

管道

DN600 DN600收集管道至
RTO焚烧系统处
理，1#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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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废气处理情况

威耳公司全厂废气处理情况见图 5.1-2。

图 5.1-2 威耳公司全厂废气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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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排查，威耳公司部分废气收集系统见图 5.1-1废气收集

及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见图 5.1-2。

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有较为完善的有组织废气收集系统，并有成套较完整的

无组织废气收集系统，但存在部分车间、工段无组织收集不完善的问

题，总体废气收集效率不低于 90%，废气处置措施路线总体比较合理，

从工艺路线看，全厂总体去除率能达到去除效率 90%的要求，但部分

工段的处理效率能否达到 90%尚不能确定。威耳公司能提供规范的收

集治理方案好设计图纸，基本符合复产十四条要求。

此外，为进一步梳理、完善全厂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威耳公司

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编制了规范的全厂废气治理

方案及设计图纸，目前该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废气设计方案 废气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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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收集、治理相关图纸

5.2 VOCs产生排放情况

5.2.1 VOCs物料存储、输送、投料、卸料情况

威耳公司涉及VOCs物料种类，经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表 5.2-1。

表 5.2-1 VOCs物料的存储、输送、投料、卸料情况

序

号

VOCs
物料

来

源
规格

形

态
储存过程

输送

过程

投

料

过

程

生产过程

卸

料

过

程

包

装

过

程

存在问题

1 甲苯

外

购

原

料

-

液

态

储存于原

料罐区，

产生大小

呼吸气

由储

罐通

过管

道泵

至高

位槽

高

位

槽

滴

加

反应釜密

闭反应，结

束放空；离

心等过程

敞

口

卸

料

干

燥

包

装

1、卸料无

组织废气

未收集

2 丙烯腈 -
3 DMF -

4 乙醇 -

5.2.2 LDAR计划

威耳公司已制定 LDAR计划。2017年 LDAR已实施，2018年

LDAR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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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LDAR合同 2017年 LDAR报告

LDAR报告结论

5.2.3 厂界 VOCs及恶臭污染物情况

威耳公司近期未对厂界 VOCs及恶臭污染物进行检测，于复产

后半个月委托第三方监测。

5.3废气设施中控系统及自动化控制情况

威耳公司废气处理设施尚未采用自动化控制，未建立中控系统，

尚未设置自动计量及自动加药装置，无单一活性炭和光催化处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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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5.4废气治理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有较为完善的有组织废气收集系统，并有成套较完整的

无组织废气收集系统，但存在部分车间、工段无组织收集不完善的问

题，总体废气收集效率不低于 90%，废气处置措施路线总体比较合理，

从工艺路线看，全厂总体去除率能达到去除效率 90%的要求，但部分

工段的处理效率能否达到 90%尚不能确定，威耳公司能提供规范的收

集治理方案好设计图纸，基本符合复产十四条要求。

威耳公司涉及 VOCs物料存储、输送、投料、卸料、生产及产

品包装等单元部分未实现密闭操作或废气有效收集，威耳公司已制

定 2017年 LDAR，2018年 LDAR计划中，于复产后一个月开始实

施，近期未对厂界 VOCs及恶臭污染物进行检测，于复产后半个月

委托第三方监测，不完全符合复产十五条要求。

威耳公司废气处理设施尚未采用自动化控制，未建立中控系

统，尚未设置自动计量及自动加药装置。不符合复产第十六条要求。

5.5 整改方案

对照《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知》

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要求，威耳公司整改方案见表 5.5-1。

表 5.5-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方案(第十四条～第十六条)
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

是否符合复

产环保要求
存在问题 整改方案

废

气

治

理

第十四条 产气场所废气设计收集

率不低于 90%，废气处理工艺及去

除率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要求，污染物总体去除率不低于

90%并达标排放。提供规范的废气

收集治理方案、设计图纸。

基本符合

旧危废仓库废捕集的

无组织废气经一级碱

吸收处理达标后排

放，可能存在处理效

率低于 90%的问题

旧危废仓库废气治

理设施一级碱吸收

后增设一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

六车间合成釜投料口

无废气收集装置

釜投料口增设集气

罩装置，废气收集

后接入六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至 RTO
焚烧系统处理

八车间氯化釜采样口

无废气收集装置

氯化釜采样口增设

集气罩收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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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收集后接入八

车间废气收集管道

至三级水吸收+二
级碱吸收+一级活

性炭吸附处理

第十五条 涉及VOCs物料的存储、

输送、投料、卸料、生产及产品包

装等单元均实现密闭操作或废气

有效收集，制定并落实泄漏检测与

修复（LDAR）计划，厂界 VOCs
及恶臭污染物浓度达标。

不完全符合

部分卸料口无组织废

气收集效果欠佳

根据现场工况合理

配置集气罩尺寸，

调试罩口到卸料口

距离，保证收集效

率

2018年 LDAR尚未实

施

尽快落实 2018年
LDAR计划

近期未对厂界 VOCs
及恶臭污染物进行检

测

应委托第三方监测

第十六条 废气主要处理设施均采

用自动化控制，采用吸附脱附、吸

收、焚烧（含热氧化）等方式处理

必须建设中控系统、实现自动计量

和加药。把单一活性炭吸附、光氧

催化处理设施作为重点监管对象。

不符合

废气主要处理设施未

实现自动化控制，尚

未建设中控系统，尚

未实现自动计量和加

药

进行废气治理设施

的自动化改造，建

设中控系统，对废

气治理设施自动计

量及加药改造

5.6 整改进度及计划

威耳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的通知》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要求整改计划及进度见表 5.6-1。

表5.6-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工作任务分解表(第十四条～第十六条)
复产环保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用

无

组

织

废

气

收

集

工

作

旧危废仓库废气治理设施一级

碱吸收后增设一级活性炭吸附

装置

于永年 2018年 9月 30万元

釜投料口增设集气罩装置，废

气收集后接入六车间废气收集

管道，至 RTO焚烧系统处理

氯化釜采样口增设集气罩收集

装置，废气收集后接入八车间

废气收集管道至三级水吸收+
二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吸附

处理

根据现场工况合理配置集气罩尺寸，

调试罩口到卸料口距离，保证收集效

率

张发文 2018年 8月 -

尽快落实 2018年 LDAR计划 张发文 复产后一个月 6万元

应委托第三方监测 张发文 复产后半个月 30万元

进行废气治理设施的自动化改造，建

设中控系统，对废气治理设施自动计

量及加药改造药装置、建立中控系统

于永年 2018年 12月 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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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废处置

第十七条

提供所有固体废物产生环节、种类、数量、成分、含量等数据，提交

固体废物、副产品属性归类符合环评、标准等的合法合规说明、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所有危险废物均能依法依规安全利用或处理处置，贮存期超过半年的

危险废物清理完毕。已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损害的完成损害评估和

生态修复。

第十九条

危险废物贮存、自建利用处置设施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等规定。

制定并落实焚烧设施二噁英控制方案及监测计划。

6.1 固体废物、副产品产生情况

威耳公司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分离残渣、原料包装袋、污水处理污泥、

废布袋、废导热油、生活垃圾、原料包装桶、炉渣等，副产品为硫氢化钠

及硫酸钠。

诊断评估小组根据威耳公司提供的固废产生台账、转移联单、库存状

况统计出截止 2018年 7月底威耳公司危废产生、处置情况。企业现场无废

导热油产生，危险废物分别交由响水新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华昌固

废处置有限公司、江苏泛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阜宁维尔利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安全处置。威耳公司固废产生情况见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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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固废产生情况

序号 名称 属性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危险特性

鉴别方法

危险特

性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2018年实际产生量

(吨)
1 原料包装材料

危险废

物

原料包装 固态 原料包装

《国家危

险废物名

录》(2016)

T HW49 900-041-49 0.2
2 有机残渣 过滤 固态 有机杂质 T HW04 263-010-04 16.2
3 蒸馏残渣 蒸馏 液态 裂解焦油 T HW04 263-008-04

250.1

4 蒸馏残渣 蒸馏 液态 有机杂质 T HW04 263-008-04

5 蒸馏残渣 蒸馏 固态
2-氯-5-三氟甲基

吡啶
T HW04 263-008-04

6 蒸馏残渣 蒸馏 固态 有机杂质 T HW04 263-008-04
7 精馏残渣 精馏 固态 有机杂质 T HW04 263-008-04
8 污水处理站污泥 废水处理 固态 污泥 T HW04 263-011-04 4.9
9 废活性炭 废气治理 固态 活性炭、有机物 T HW04 263-010-04 2

10
污水处理站蒸发

析盐盐渣(含水率
10%)

废水处理 固态 无机盐 T HW04 263-011-04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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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危废台账中记录了所有危险废物种类、数量等数据，环评中

描述了所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成分、含量等数据，威耳公司提交了副产

品出售协议、台账、标准及发票。

威耳公司危废出入库统计见图 6.1-1，危废转移联单见图 6.1-2，危废

处置协议见图 6.1-3，危废处置单位资质见图 6.1-4，危废台帐见图 6.1-5，

副产品台帐见图 6.1-6，副产品出售协议及发票见图 6.1-7。

图 6.1-1 威耳公司 2018年 1~5月危废出入库统计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复产环保问题评估暨整改报告 6固废处置

44

图 6.1-2 威耳公司最新危废转移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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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危废处置协议

图 6.1-4 危废处置单位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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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威耳公司危废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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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威耳公司副产品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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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威耳公司副产品出售协议、发票及标准

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危废台账中记录了所有危险废物种类、数量等数据，环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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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所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成分、含量等数据，威耳公司提交了副产

品出售协议及发票，符合复产标准第十七条要求。

6.2 危废暂存、处置情况

根据威耳公司提供的危废台账及转移联单，威耳公司精馏残渣、污水

处理站蒸发析盐盐渣贮存期超过半年未清理，由于将过期物料报废做危废

处理，导致危废库存较大，正分次向阜宁泛华转移；并已经同广灵金隅水

泥厂签订转移合同，跨省转移手续正在审批；同时积极联系其它危废处置

单位响水新宇（新证还未审批），尽快降低危废库存。

威耳公司目前暂无明显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损坏现象，暂不需要损无

边无际评估和生态修复。

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存在危废超期储存，不完全符合复产第十八条要求。

6.3 危废暂存库规范性建设情况

目前威耳公司建设 2座危险废物暂存库间，危废暂存库设有集水沟、

集水井，通过泵排入污水处理调节池，同时设有视频监控系统、废气收集

和处理系统。

威耳公司危废仓库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1）旧危废仓库观察窗设置不规范(太高，不便于观察)，且观察窗未

设置防盗设施，新危废仓库观察窗未设置防盗设施；

（2）危废精馏残渣、污水处理站蒸发析盐盐渣贮存期超过半年；

（3）旧危废仓库地面防渗防漏措施存在破损问题；

（4）新危废仓库地面暂未做防腐措施。

威耳公司危险废物贮存、自建利用处置设施基本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标准等规定，但旧危废仓库观察窗设置不规范(太高，不便于观察)且观察

窗未设置防盗设施，新危废仓库观察窗未设置防盗设施，旧危废仓库地面

防渗防漏措施存在破损问题，新危废仓库地面无防腐措施；危废精馏残渣、

污水处理站蒸发析盐盐渣贮存期超过半年；危废仓库地面防渗防漏措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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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损问题；因其没有建设危废焚烧炉，所以不涉及焚烧设施二噁英控制

方案及监测计划。

6.4 危废处置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危废台账中记录了所有危险废物种类、数量等数据，环评中

描述了所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成分、含量等数据，威耳公司提交了副产

品出售协议、台帐、标准及发票，符合复产第十七条要求。

威耳公司目前无明显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损坏，暂不需要损坏评估和损

生态修复；威耳公司存在危废超期储存情况，不符合复产第十八条要求。

威耳公司危险没有建设危废焚烧炉，所以不涉及焚烧设施二噁英控制

方案及监测计划。威耳公司废物贮存、自建利用处置设施基本符合相关技

术规范、标准等规定，但旧危废仓库观察窗设置不规范(太高，不便于观察)

且观察窗未设置防盗设施，新危废仓库观察窗未设置防盗设施，旧危废仓

库地面防渗防漏措施存在破损问题，新危废仓库地面无防腐措施，不完全

符合复产第十九条要求。

6.5 整改方案

对照《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知》第十

七条～第十九条要求，威耳公司整改方案见表 6.5-1。

表 6.5-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方案(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

环保要求

是否符合复产环

保要求
存在问题 整改方案

固

废

处

置

第十八条 所有危险废物均能依法依

规安全利用或处理处置，贮存期超过

半年的危险废物清理完毕。已造成土

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损害的完成损害

评估和生态修复。

不符合
存在危废超期储存

情况

正分次向阜宁泛华转

移；并已经同广灵金

隅水泥厂签订转移合

同，跨省转移手续正

在审批；同时积极联

系其它危废处置单位

响水新宇（新证还未

审批），尽快降低危废

库存

第十九条 危险废物贮存、自建利用处

置设施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等规

定。制定并落实焚烧设施二噁英控制

方案及监测计划。

不完全符合

旧危废仓库观察窗

设置不规范(太高，

不便于观察) 且观

察窗未设置防盗设

施

旧危废仓库应设置规

范的观察窗及防盗设

施，新危废仓库应设

置防盗设施

旧危废仓库地面防 对新旧仓库防腐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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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防漏措施存在破

损问题；新危仓库无

防腐措施

有问题之处进行整改

6.6 整改进度及计划

威耳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

知》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要求整改计划及进度见表 6.6-1。

表 6.6-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工作任务分解表(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复产环保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用

正分次向阜宁泛华转移；并已经同广灵

金隅水泥厂签订转移合同，跨省转移手

续正在审批；同时积极联系其它危废处

置单位响水新宇（新证还未审批），尽快

降低危废库存

孙海旭 2018年 12月 1200万元

旧危废仓库应设置规范的观察窗及防盗

设施，新危废仓库应设置防盗设施
于永年 2018年 12月 5万元

对新旧仓库防腐防渗有问题之处进行整

改
于永年 2018年 12月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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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测监控

第二十条

建设企业分析测试实验室，具备常规和特征污染物分析测试能力。

第二十一条

废气排放口、厂界安装在线连续监测系统，建成有毒有害气体泄露监

控预警系统；雨水（清下水）、污水排口安装在线监控系统，具备条件的主

要特征污染物安装在线监控设施，监控系统安装自动加标质控装备；自建

危废焚烧处理设施安装烟气在线监控系统。监控数据实时传输至园区环境

信息管理平台。

第二十二条

生产线、污染治理设施单独进行用水、用电计量，覆盖企业生产及治

污全过程，关键设备（如风机、水泵、废气焚烧处理设施、自建危废焚烧

设施等）设置工况监控。监控数据实时传输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7.1 实验室分析能力现场排查

威耳公司建有分析测试实验室，其分析能力、人员配备、仪器设备情

况见表 7.1-1和表 7.1-2。

表 7.1-1实验室配备仪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数量 备注

1 电子天平 XS205 1 /
2 电子天平 MS104S 1 /
3 砝码 500mg 3 /
4 砝码 20g 5 /
5 刻度吸管 2ml 10 /
6 碱式滴定管 50ml 8 /
7 刻度吸管 1ml 8 /
8 酸式滴定管 25ml 10 /
9 碱式滴定管 50ml 10 /
10 酸式滴定管 50ml 6 /
11 容量瓶 50ml 5 /
12 容量瓶 100ml 6 /
13 移液管 50ml 10 /
14 移液管 10ml 6 /
15 移液管 25ml 6 /
16 刻度吸管 5ml 6 /
17 刻度吸管 10ml 6 /
18 pH计 FE2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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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2G 1 /
20 COD速测仪 6B-30 1 /
21 COD消解仪 6B-300 1 /
22 溶解氧测定仪 GPB-607A 1 /
23 显微镜 XSP-9S 1 /
24 VOCs便携式检测仪 PGM7320 1 /
25 氯气便携式检测仪 GT-903 1 /
26 氟化氢便携式检测仪 IQ350-S2 1 /
27 可燃气体、O2检测仪 GT-903 1 /
28 可燃气体检测仪 GIM-9000 1 /

表 7.1-2 实验室分析能力与人员配备一览表
序号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负责人 备注

1 氨氮检测 分光光度法 杨俊华 /
2 总磷检测 分光光度法 杨俊华 /
3 COD检测 重络酸钾法 杨俊华 /
5 PH检测 仪器检测 杨俊华 /
7 盐分检测 仪器检测 杨俊华 /

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已建设分析测试实验室，已配备仪器设备及专业的人员，已

具备常规和特征污染物分析测试能力，实验室分析人员有相关分析证书。

7.2 在线监控系统

威耳公司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监控预警系统见表 7.2-1。相关预警、在线

设备现场照片见图 7.2-1。

表 7.2-1 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探头、报警器统计表

区域 有毒 可燃 合计
报警器（系统）

备注
名称 数量

5车间 0 6 6 声光报警仪 6 /
6a 2 9 11 声光报警仪 11 /

2号甲类库 0 7 7 声光报警仪 7 /
2号罐区 2 2 4 声光报警仪 7 /
6车间 3 12 15 声光报警仪 15 /
8车间 36 0 36 声光报警仪 36 /
7车间 4 12 16 声光报警仪 16 /

威耳公司雨水（清下水）排口已安装在线监控系统，已安装自控加标

质控装备；污水排口已安装在线监控系统，在线监控装置设置在园区北区

污水厂内，目前能对 pH、COD、流量进行在线监测，已安装自控加标质控

装备。相关在线设备现场照片见图 7.2-1。

诊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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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耳公司尾气焚烧 RTO炉已安装连续监控系统，但尚未与环保主管部

门联网。

7.3用水、用电计量及工况监控情况

威耳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已实现单独用电计量、有水计量，车间生产线

实现单独的用水、用电计量，配电设施见图 7.3-1。

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生产线、污水处理设施已实现单独用电计量、用水计量；尚

未实现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单独用水计量、用电计量，关键设备尚未设置工

况监控。

7.4监测监控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已建设分析测试实验室，已配备仪器设备及专业的人员，已

具备常规及特征污染物分析测试能力，实验室分析人员有相关分析证书，

符合复产第二十条要求。

威耳公司尾气焚烧 RTO炉已安装连续监控系统，但尚未与环保主管部

门联网；厂界已安装在线连续监测系统，车间内已基本建成有毒有害气体

泄露监控预警系统，雨水（清下水）、污水排口已安装在线监控系统，监控

系统已安装自动加标质控装备。威耳公司无危废焚烧处理设施。雨水（清

下水）、污水排口在线监控系统已于环保主管部门联网，不完全符合复产第

二十一条要求。

威耳公司生产线、污水处理设施已实现单独用电计量、用水计量；尚

未实现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单独用水计量、用电计量，关键设备尚未设置工

况监控。

7.5整改方案

对照《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知》第二

十条～第二十二条要求，威耳公司整改方案见表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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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方案(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是否符合复产环

保要求
存在问题 整改方案

监

测

监

控

第二十一条 废气排放口、厂界安装在

线连续监测系统，建成有毒有害气体

泄露监控预警系统；雨水（清下水）、

污水排口安装在线监控系统，具备条

件的主要特征污染物安装在线监控设

施，监控系统安装自动加标质控装备；

自建危废焚烧处理设施安装烟气在线

监控系统。监控数据实时传输至园区

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不完全符合

威耳公司尾气焚烧

RTO炉已安装连续

监控系统，但尚未与

环保主管部门联网

正在进行改造，将监

测数据与环保主管部

门联网

第二十二条 生产线、污染治理设施单

独进行用水、用电计量，覆盖企业生

产及治污全过程，关键设备（如风机、

水泵、废气焚烧处理设施、自建危废

焚烧设施等）设置工况监控。监控数

据实时传输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平

台。

不完全符合

尚未实现废气污染

治理设施单独用水

计量、用电计量

对废气污染治理设施

单独用水计量、用电

计量系统进行改造

关键设备未设置工

况监控

对关键设备进行工况

监控改造

7.6整改进度及计划

威耳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

知》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要求整改计划及进度见表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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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1 威耳公司复产环保整改工作任务分解表(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复产环保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用

正在进行改造，将监测数据与环

保主管部门联网
于永年 2018年 8月 5万元

对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单独用水计

量、用电计量系统进行改造
于永年 2018年 9月 25万元

对关键设备进行工况监控改造 于永年 2018年 8月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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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风险管理

第二十三条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完

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排查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建立隐患排查治

理档案，制定或修编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

第二十四条

风险评估为较大及以上等级企业，按照要求完成环境安全达标建设工

作。

第二十五条

建立完备的环境应急管理制度，设置专人负责环境应急管理工作，配

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及装备，具备必要的应急监测和处置能力。

8.1 环境应急预案

威耳公司已编制《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

《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其中《江苏威耳

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于 2016年 6月 15日至响水县环

境保护局备案，《江苏威耳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已

于 2017年 8月 4日至响水县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表见图 8.1-1。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图 8.1-1 威耳公司应急预案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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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成部分一并备

案。

威耳公司已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见图 8.1-2。

图 8.1-2 威耳公司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已按要求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防控措施，排查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已备案。

8.2 环境安全达标建设

根据风险评估报告，威耳公司风险评估为重大环境风险企业，威耳公

司已完成安全达标建设工作。

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已完成安全达标建设工作。

8.3 应急管理

威耳公司企业应急管控措施：

1、完善应急机制，配备相应应急物资、设施及专业人员，提升应急处

理能力

2、加强宣传，提高工作人员安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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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严把关安全应急关口，按照要求布设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监控预警

系统

4、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根据风险类型，建立班组级、车间级、厂级三

级联动的风险管理体系；并建立应急救援指挥部及应急领导小组。

威耳公司应急管理人员名单见表 8.3-1，威耳公司部分应急物资见图

8.3-1。

表 8.3-1 威耳公司应急管理人员名单
序号 职务 姓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总指挥 孙海旭 13851197881

24小时应急值
守电话：

0515-68878872

2
副总指挥

赵华安 13814361285
3 于永年 13584792503
4 抢险疏散组组长 孙新中 13912595868
5

成 员
翟志劲 13814361312

6 朱宝祥 15851100836
7 消防灭火组组长 张发文 13584795108
8

成 员
秦振东 13770192808

9 邱兵 15962013019
10 安全警戒组组长 周伟伟 13814365970
11

成 员
王达前 15862019822

12 卢明华 13851193942
13 后勤保障组组长 王海燕 13912598086
14

成 员
刘建中 13851102159

15 高 强 13611527570
16 医疗救护组组长 严爱国 13512599850
17

成 员
刘俊华 13611528232

18 王德彬 15151006651
19 善后处理组组长 于永年 13584792503
20 成 员 王忠府 13912593089

8.4 风险管理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已按要求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防控措施，排查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已备案，符合复产要求第二十三条。

威耳公司目前已完成安全达标建设工作，符合复产要求第二十四条。

威耳公司公司建立完备的环境应急管理制度，设置专人负责环境应急

管理工作，配备了一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具备必要的应急监测及处置能

力，符合复产要求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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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管理

第二十六条

建立企业环保管理责任体系，明确各生产车间、工段的环保责任，落

实考核及奖惩机制。

第二十七条

建立可溯源、能校核、全覆盖的生产台账、环保台账、现场台账管理

制度，对台账记录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规范性负责。实行自行监

测、环境信息主动报告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9.1 环境管理责任体系建设情况

9.1.1环境管理机构

威耳公司目前已建立了从管理层至生产车间的梯级环境管理体系，并

设置了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EHS)，该部门主要负责威耳公司的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1）编制企业环境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

（2）建立各种环境管理制度，并定期检查监督；

（3）建立项目有关污染物排放和环保设施运转的规章制度；

（4）领导并组织实施环境监测工作，建立监控档案；

（5）抓好环境保护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员工素质；

（6）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并配合环保管理部门做好与其它社会各

界有关环保问题的协调工作；

（7）制定突发性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案并参与突发性事故的应急处理工

作。

9.1.2 环境管理责任制度

已建立相关环境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废气治理管理制度，污水处理

站管理制度，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环保检查、隐患整改管理制度等。

威耳公司环保规章制度见图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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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环保制度

9.2环保台账管理情况

威耳公司已建立环保台账管理制度，已制定废气处理设施维护、运行

台账，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处置情况台

账，副产品台账等，具体见图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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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 相关环保台账

9.3自行监测及环境信息公开情况

威耳公司采用主动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环保监测的方式实现自行监测

的目的，威耳公司已实行环境信息主动报告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威耳公

司在厂区门口公示栏进行环保信息公示。

近期委托检测报告见图 9.3-1，公示栏照片见图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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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 近期委托监测报告

图 9.3-2 威耳公司环保信息公示栏

9.4环境诊断结论

威耳公司建立了企业环保管理责任体系，明确了各生产车间、工段的

环保责任，落实了考核及奖惩机制，符合复产要求第二十六条。

威耳公司已建成可溯源、能校核、全覆盖的生产台账、环保台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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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台账管理制度，并对台账记录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规范性负责。

已实行自行监测、环境信息主动报告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符合复产要求

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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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整改方案汇总

威耳公司整改方案汇总情况见表 10-1。
附表 10-1 威耳企业环保复产情况对照及整改提升任务分解一览表

序

号
沿海化工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企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整改提升内容 阶段任务/完成期限 责任人 预计投资

（一）总体要求

1

第七条 所有环评、排污许可、备

案、登记等环保法定手续齐全，

无未批先建、批建不符项目，对

存在重大变更的履行重新报批手

续并经批准。

所以环评、排污许可等环保手

续齐全，涉及设备、污染防治

措施、排气筒变动都已履行合

法手续。

- - - -

2

第八条 所有建设项目符合园区

产业定位，无产业政策明令禁止

及超出能耗限额的项目、工艺装

备和产品，涉及的生产线或装置

拆除到位。

所有项目符合园区产业定位，

无产业政策明令禁止及超出能

耗限额的项目、工艺装备和产

品。

- - - -

（二）工艺装置

3

第九条 提供所有生产线、原辅料

及产品、主要设备、环保设施、

排放口等详细信息清单，报园区

及地方环保部门备案。

已提供所有生产线、原辅料及

产品、主要设备、环保设施、

排放口等详细信息清单，并到

环保部门报备。

- - - -

4

第十条 提供生产工艺过程、反应

原理、主要工况、污染物收排体

系、管路走向等基础资料，按装

置流程逐釜逐罐核实反应物料及

已提供生产工艺过程、反应原

理、主要工况、污染物收排体

系、管路走向等基础资料，并

按照装置流程逐釜逐罐核实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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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沿海化工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企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整改提升内容 阶段任务/完成期限 责任人 预计投资

产排污情况。 应物料及产排污情况。

（三）废水治理

5

第十一条 实行废水分质分类收

集处理，有高浓度、高盐、高毒

性、难降解废水预处理设施，无

稀释处理和稀释排放。提供规范

的废水分类分质收集处理方案、

设计图纸。

已实行废水分质分类收集处

理，有高浓度、高盐、高毒性、

难降解废水预处理设施，无稀

释处理和稀释排放。可以提供

规范的废水分类分质收集处理

方案、设计图纸。

- - - -

6

第十二条 厂区建成雨污分流、清

污分流系统，雨水做到明渠排放。

生产废水明管压力输送，管路不

得安置在雨水沟、电缆沟内。废

水处理站事故池（罐）容积满足

应急管理要求。提供初期雨水精

准化管控方案。

威耳公司北厂区雨污分流系统完备，生产废水全部做到明管压力输送，雨水沟内未安置管路、电缆；废水

事故池有效容积 400m3，满足环评要求。南厂区生产废水全部做到明管压力输送，雨水沟内无管路、雨水沟无

电缆；南厂区废水事故池有效容积 200m3，满足环评要求。

(1)南厂区部分地方无围堰，个

别围堰无管控直排雨水沟，做

不到清污分流；

(1)按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设计《清污分流 雨污分流方案》

整改，设置符合规范要求的围堰，

做到污水分流；

2018年 9月 31日 于永年 25万元

(2)南厂区雨水沟部分破损，已

经不满足防渗要求；

(2)按南京万通城市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设计整改；
2018年 9月 15日 于永年 40万元

(3)南厂区雨污分流系统不完

善；

(3)按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设计《清污分流 雨污分流方案》

整改；

2018年 9月 15日 于永年 40万元

(4)暂无初期雨水精准化管控

方案

(4)请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设计，并按方案实施
2018年 10月 30日 于永年 12万元

7
第十三条 完成废水特征污染物

识别、衡算及筛选确认工作，提

供特征污染物清单，接管废水（含

已完成废水特征污染物识别、

衡算及筛选确认工作，可以提

供特征污染物清单，接管废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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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沿海化工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企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整改提升内容 阶段任务/完成期限 责任人 预计投资

特征污染物）满足园区接管标准

限值要求。

（满足园区接管标准限值要

求。

（四）废气治理

8

第十四条 产气场所废气设计收

集率不低于90%，废气处理工艺及

去除率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和规

范要求，污染物总体去除率不低

于90%并达标排放。提供规范的废

气收集治理方案、设计图纸。

威耳公司有较为完善的有组织废气收集系统，并有成套较完整的无组织废气收集系统，总体废气收集效率不低

于 90%，废气处置措施路线总体比较合理，从工艺路线看，全厂总体去除率能达到去除效率 90%的要求，能提

供规范的收集治理方案好设计图纸。

(1)旧危废仓库废捕集的无组

织废气经一级碱吸收处理达标

后排放，可能存在处理效率低

于 90%的问题；

(1)旧危废仓库废气治理设施一级

碱吸收后增设一级活性炭吸附装

置；

2018年 9月 于永年 30万元
(2)六车间合成釜投料口无废

气收集装置;

(2)釜投料口增设集气罩装置，废气

收集后接入六车间废气收集管道，

至 RTO焚烧系统处理;

(3)八车间氯化釜采样口无废

气收集装置;

(3)氯化釜采样口增设集气罩收集

装置，废气收集后接入八车间废气

收集管道至三级水吸收+二级碱吸

收+一级活性炭吸附处理；

9

第十五条 涉及VOCs物料的存

储、输送、投料、卸料、生产及

产品包装等单元均实现密闭操作

或废气有效收集，制定并落实泄

漏检测与修复（LDAR）计划，厂

界VOCs及恶臭污染物浓度达标。

威耳公司已制定 2017年 LDAR

(1)部分卸料口无组织废气收

集效果欠佳；

(1)根据现场工况合理配置集气罩

尺寸，调试罩口到卸料口距离，保

证收集效率;
2018年 8月 张发文 -

(2)2018年 LDAR 尚未实施 (2)尽快落实 2018年 LDAR计划 复产后一个月 张发文 6万元

(3)近期未对厂界VOCs及恶臭

污染物进行检测
(3)应委托第三方监测 复产后半个月 张发文 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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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沿海化工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企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整改提升内容 阶段任务/完成期限 责任人 预计投资

10

第十六条 废气主要处理设施均

采用自动化控制，采用吸附脱附、

吸收、焚烧（含热氧化）等方式

处理必须建设中控系统、实现自

动计量和加药。把单一活性炭吸

附、光氧催化处理设施作为重点

监管对象。

废气主要处理设施未实现自动

化控制，尚未建设中控系统，

尚未实现自动计量和加药

进行废气治理设施的自动化改造，

建设中控系统，对废气治理设施自

动计量及加药改造

2018年 12月 于永年 15万元

（五）固废治理

11

第十七条 提供所有固体废物产

生环节、种类、数量、成分、含

量等数据，提交固体废物、副产

品属性归类符合环评、标准等的

合法合规说明、证明材料。

已提供所有固体废物产生环

节、种类、数量、成分、含量

等数据，已提交固体废物、副

产品检测报告等，符合环评、

标准等的合法合规说明、证明

材料。

- - - -

12

第十八条 所有危险废物均能依

法依规安全利用或处理处置，贮

存期超过半年的危险废物清理完

毕。已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

染损害的完成损害评估和生态修

复。

根据威耳公司提供的危废台账及转移联单，目前暂无明显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损坏现象，暂不需要损无边无际

评估和生态修复。

存在危废超期储存情况

正分次向阜宁泛华转移；并已经同

广灵金隅水泥厂签订转移合同，跨

省转移手续正在审批；同时积极联

系其它危废处置单位响水新宇（新

证还未审批），尽快降低危废库存

2018年 12月 孙海旭 1200万元

13
第十九条 危险废物贮存、自建利

用处置设施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标准等规定。制定并落实焚烧设

威耳公司危险没有建设危废焚烧炉，所以不涉及焚烧设施二噁英控制方案及监测计划。威耳公司废物贮存、自

建利用处置设施基本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等规定。

(1)旧危废仓库观察窗设置不

规范(太高，不便于观察) 且观

(1)旧危废仓库应设置规范的观察

窗及防盗设施，新危废仓库应设置
2018年 12月 于永年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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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沿海化工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企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整改提升内容 阶段任务/完成期限 责任人 预计投资

施二噁英控制方案及监测计划。 察窗未设置防盗设施;新危废

仓库观察窗未设置防盗设施

防盗设施;

(2)旧危废仓库地面防渗防漏

措施存在破损问题；新危仓库

无防腐措施

(2)对新旧仓库防腐防渗有问题之

处进行整改
2018年 12月 于永年 50万元

（五）监测监控

14
第二十条 建设企业分析测试实

验室，具备常规和特征污染物分

析测试能力。

已建成分析测试实验室，具备

常规和特征污染物分析测试能

力。

- - - -

15

第二十一条 废气排放口、厂界安

装在线连续监测系统，建成有毒

有害气体泄露监控预警系统；雨

水（清下水）、污水排口安装在线

监控系统，具备条件的主要特征

污染物安装在线监控设施，监控

系统安装自动加标质控装备；自

建危废焚烧处理设施安装烟气在

线监控系统。监控数据实时传输

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威耳公司尾气焚烧 RTO炉已安装连续监控系统，厂界已安装在线连续监测系统，车间内已基本建成有毒有害气

体泄露监控预警系统，雨水（清下水）、污水排口已安装在线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已安装自动加标质控装备。威

耳公司无危废焚烧处理设施。雨水（清下水）、污水排口在线监控系统已于环保主管部门联网。

威耳公司尾气焚烧 RTO炉已

安装连续监控系统，但尚未与

环保主管部门联网

正在进行改造，将监测数据与环保

主管部门联网
2018年 8月 于永年 5万元

16

第二十二条 生产线、污染治理设

施单独进行用水、用电计量，覆

盖企业生产及治污全过程，关键

设备（如风机、水泵、废气焚烧

处理设施、自建危废焚烧设施等）

威耳公司生产线、污水处理设施已实现单独用电计量、用水计量。

(1)尚未实现废气污染治理设

施单独用水计量、用电计量;
(1)对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单独用水

计量、用电计量系统进行改造;
2018年 9月 于永年 25万元

(2)关键设备未设置工况监控 (2)对关键设备进行工况监控改造 2018年 8月 于永年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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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沿海化工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企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整改提升内容 阶段任务/完成期限 责任人 预计投资

设置工况监控。监控数据实时传

输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六）风险管控

17

第二十三条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要求，开展突发环境

事件风险评估，完善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防控措施，排查消除环境

安全隐患，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

案，制定或修编完成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并备案。

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要求，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

控措施完备，已针对厂区排查

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并已建立

隐患排查治理档案，已修编完

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

案。

- - - -

18
第二十四条 风险评估为较大及

以上等级的企业，按照要求完成

环境安全达标建设工作。

风险评估等级为重大，已按照

要求完成环境安全达标建设工

作。

- - - -

19

第二十五条 建立完备的环境应

急管理制度，设置专人负责环境

应急管理工作，配备充足的应急

物资及装备，具备必要的应急监

测和处置能力。

已建立完备的环境应急管理制

度，设置专人负责环境应急管

理工作，已配备充足的应急物

资及装备，具备必要的应急监

测和处置能力，但缺少废气相

关应急监测设备。

- - - -

（7）环境管理

20

第二十六条 建立企业环保管理

责任体系，明确各生产车间、工

段的环保责任，落实考核及奖惩

机制。

已建立企业环保管理责任体

系，明确各生产车间、工段的

环保责任，已落实考核及奖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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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沿海化工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企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整改提升内容 阶段任务/完成期限 责任人 预计投资

机制。

21

第二十七条 建立可溯源、能校

核、全覆盖的生产台账、环保台

账、现场台账管理制度，对台账

记录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规范性负责。实行自行监测、环

境信息主动报告和环境信息公开

制度。

已建成可溯源、能校核、全覆

盖的生产台账、环保台账、现

场台账管理制度，并对台账记

录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规范性负责。已实行自行监测、

环境信息主动报告和环境信息

公开制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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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结论与建议

11.1结论

结合威耳公司环保复产整改方案，从环保角度论证，符合《关于

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知》中针对企业的 21

条要求，威耳公司环保复产整改方案是可行的。

11.2建议

1、切实做好复产期间的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根据复产环境应急方

案，开展废水、废气排口的动态加密监测，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当出

现事故苗头时应及时停止相关生产流程，控制污染物外排，严防复产

过程中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2、根据整改提升内容及时间进度要求，加快完成后续工作，以满

足《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及《响水生产化工园区

全面停产整治企业复产工作流程》等文件要求。

3、根据生产实际情况，按照可溯源、能校核、全覆盖的要求完善

生产台账、环保台账、现场台账。

4、企业应进一步逐条对照本次江苏省环保厅沿海化工企业复产

相关要求，深化环保设施存在问题的排查，加强企业现场管理及厂容

厂貌建设，全面提升污染防治设施的监控水平，确保安全运行、稳定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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