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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由来

江苏绿利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利来公司”）位于响水生态化

工园疏港公路 2号，注册资本 8080万元，总占地面积 127422.25㎡。绿利

来公司成立于 1994年 6月 30日，原厂址位于昆山市郊，2009年应全省化

工整治和太湖流域环境治理整顿的要求迁址至现在厂址。

绿利来公司现有 10000t/a丁草胺、10000t/a乙草胺、500t/a二氯喹啉酸、

370t/a灭草松原药及 42500t/a制剂搬迁扩建项目于 2010年 2月获得江苏省

环保厅环评批复（苏环审〔2010〕32号）；2010年 10月对灭草松、二氯

喹啉酸生产工艺、设备及总图进行了变更，并于 2010年 12月获省环保厅

同意（苏环便管〔2010〕144号）；2010年 12月对高含盐废水处置措施进

行变更，同时对卫生防护距离进行调整，并于 2012年 1月获省环保厅同意

（苏环便管〔2012〕3号）；上述项目及变更于 2012年 3月通过江苏省环

保厅组织的环保三同时竣工验收（苏环验〔2012〕18号）。现有项目年产

3000吨 480g/l灭草松水剂项目于 2014年 1月获得盐城市环保局环评批复

（盐环审〔2014〕15号），2015年 8月通过盐城市环保局组织的环保三同

时竣工验收（盐环验〔2015〕40号）。

为积极响应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沿海化工园区（集

中区）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46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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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详见附

件 1）。该标准规定了江苏省沿海地区停产整顿企业恢复生产须达到的环

保要求。江苏绿利来股份有限公司为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满足严峻的

环保形势要求，特委托我司一起参考“江苏省沿海化工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厂内项目进行自查评估，找问题，核差距，在此基础上编制本报告，提出

问题清单和整改方案，以指导企业完成整改工作，同时供园区和各级主管

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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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依据

(1)《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沿海化工园区（集中区）整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46号；

(2)《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的通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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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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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诊断评估及整改方案

《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合计共 27条，前六

条为企业所在园区需达到的环保要求，其余 21条为企业需达到的环

保要求。本次诊断评估主要针对企业需达到的环保要求进行诊断评

估。诊断内容如下：

3.1第七条（项目手续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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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企业实际情况

绿利来公司厂内共申报两期项目：一期 10000t/a丁草胺、10000t/a

乙草胺、500t/a二氯喹啉酸、370t/a灭草松原药及 42500t/a制剂搬迁

扩建项目于 2010年 2月获得江苏省环保厅环评批复（苏环审〔2010〕

32号）；2010年 10月对灭草松、二氯喹啉酸生产工艺、设备及总图

进行了变更，并于 2010年 12月获省环保厅同意（苏环便管〔2010〕

144号）；2010年 12月对高含盐废水处置措施进行变更，同时对卫

生防护距离进行调整，并于 2012年 1月获省环保厅同意（苏环便管

〔2012〕3号）；上述项目及变更于 2012年 3月通过江苏省环保厅

组织的环保三同时竣工验收（苏环验〔2012〕18号）。现有项目年

产 3000吨 480g/l灭草松水剂项目于 2014年 1月获得盐城市环保局环

评批复（盐环审〔2014〕15号），2015年 8月通过盐城市环保局组

织的环保三同时竣工验收（盐环验〔2015〕40号）。绿利来公司厂

内所有项目均已落实手续，并于 2017年 11月取得新排污许可证。

根据相关管理要求，2018年底前，企业工艺有机废气排气筒需

安装 VOCs在线监测系统，为了节约投资，便于管理，企业将丁、乙

草胺薄膜蒸发车间、二氯喹啉酸-灭草松车间、灭草松车间原有 2#、

3#、5#排气筒进行合并，同时在各车间废气总管增加一级深冷，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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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达标排放，合并后尾气经过新 2#30米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气筒

合并项目已编制排气筒合并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

并在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填报备案。

绿利来公司现有项目环保手续履行情况见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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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表

环评文件名称 生产线名称
生产能力

（t/a）

环保审批情况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审批单位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验收

单位
验收文号 批准时间

《江苏绿利来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t/a丁
草胺、10000t/a乙草

胺、500t/a二氯喹啉

酸、370t/a灭草松原

药及 42500t/a制剂搬

迁扩建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及修编报

告

95%丁草胺原油
20000

（自用 10760）

江苏省环

境保护厅

苏环审

〔2010〕
32号

2010.2

江苏

省环

境保

护厅

苏环验

〔2012〕18
号

2012.3

94%乙草胺原油
20000

（自用 10530）

90%二氯喹啉酸原药
1000

（自用 556）

灭草松原药
1000

（自用 613）
50%丁草胺乳油 20000
50%乙草胺乳油 20000

50％二氯喹啉酸可湿粉 1000
480g/L灭草松水剂 1500

《江苏绿利来股份

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480g/l灭草松水剂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480g/L灭草松水剂 3000
盐城市环

保局

（盐环审

〔2014〕
15号）

2014.1
盐城

市环

保局

盐环验

〔2015〕
40号

2015.8

/
清灰剂、防冻剂 9814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混酸（硫酸、磷酸） 18336.2
甲醇 1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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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诊断结果

相符。绿利来公司现有项目环保法定手续齐全，无未批先建、批

建不符项目。

3.2 第八条 （项目产业定位、产业政策相符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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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企业实际情况

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产业定位为：新材料、新医药、石油化工

产业区，以生产丙烯酸以及酯类、染料、医药、农药、橡塑助剂为主

的精细化工集中区。绿利来公司主要从事农药的生产，符合园区产业

定位。

绿利来公司现有一期项目已于 2009年取得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

会《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案号 3200000903242），二期项

目于 2013年取得盐城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

知书》（备案号：3209001303413-1）。

3.2.2诊断结果

相符。绿利来公司现有项目均已取得备案，因此所有建设项目符

合园区产业定位，厂内无超出能耗限额的项目、工艺装备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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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规划选址及产业政策相符性一览表

序号 文件 要求 相符性分析

1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修订）
/ 本项目不属于该目录中淘汰类和限制类

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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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关于修改<江苏省工业和信

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2年本）>部分条目的通

知》（苏经信产业[2013]183号）

/

经对照，本项目不属于《江苏省工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修正版）

（苏政办发 [2013]9 号文）中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

3 《江苏省农药行业规划》

1、我省沿江、沿海地区现已形成了南京化学工业园、

中国精细化工（泰兴）开发园、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

高科技产业园（原如东县洋口化学工业园区）、盐城

市陈家港化学工业园、连云港市堆沟港化学工业园等

一批产业特色较为鲜明的化工园区。

2、限制发展的农药产品包括现有能力已过剩的农药

原药（有机磷类、有机氯类、有机锡类等杀虫剂）

对照《江苏省农药行业规划》及其环评审

查意见（苏环审[2009]169号），绿利来

公司产品不属于规划中“淘汰的落后农药

产品和工艺装备”以及“限制发展的农药

产品”，项目建设地点江苏响水生态化工

园区为规划中定点的农药生产园区，项目

建设符合《江苏省农药行业规划》及其环

评审查意见的要求。

4

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全市 化工产业及园区转型

升级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盐

政办发[2014]119 号）

产业升级。形成石油化工、医药原料药及成品药、农

药原药及制剂、化工新材料和专用化学品为特色的产

业发展新格局；布局优化。园区外一律不得新上任何

化工项目。

绿利来公司产品主要为农药原药项目，属

于文件中提到的特色产业；产品属于《盐

城市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5
年本）中中高效、低毒、低残留、安全、

环境友好的农药品种，本次复产项目符合

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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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 要求 相符性分析

5 《盐城市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5年本）》

二、农药

1.高效、低毒、低残留、安全、环境友好的农药品种

2.自行配套中间体、助剂(水基化助剂等)的开发与生

产，甲叉法乙草胺、水相法毒死蜱工艺、草甘膦回收

氯甲烷工艺、定向合成法手性和立体结构农药生产、

乙基氯化物合成技术等清洁生产工艺的开发和应用

3.生物农药及生物防治产品开发与生产：微生物杀虫

剂、微生物杀菌剂、农用抗生素、昆虫信息素、天敌

昆虫、微生物除草剂

4.开发和推广悬浮剂、水乳剂、水分散粒剂和微胶囊

剂等农药新剂型的生产和应用技术

绿利来公司产品属于《盐城市化工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5年本）》中的第

二大类“农药”项目，同时项目已经盐城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案，符合《盐城市

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5年
本）》中相关要求。

6 与园区规划相符性分析

响水生态化工园区产业定位为：新材料、新医药、石

油化工产业区，以生产丙烯酸以及酯类、染料、医药、

农药、橡塑助剂为主的精细化工集中区。

绿利来公司位于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

属于农药生产企业，因此绿利来公司产品

符合园区的产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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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九条 （生产线、原辅料清单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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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企业实际情况

公司厂内生产线、原辅料及产品、主要设备、环保设施及排放口

的信息清单分别见表 3.3-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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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生产线及产品信息清单

序号 生产线名称 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 (t/a)

年运行时数 生产线位置
设计产能 实际产能

1 95%丁草胺原油生产线 95%丁草胺原油 20000 20000 7200h 丁乙草胺车间

一、薄膜蒸发

车间一
2 94%乙草胺原油生产线 94%乙草胺原油 20000 20000 7200h

3 90%二氯喹啉酸原药生产线 90%二氯喹啉酸原药 1000 1000 7200h 灭草松、二氯

喹啉酸车间

4 灭草松原药生产线 灭草松原药 1000 1000 7200h

包装车间
5 50%丁草胺乳油生产线 50%丁草胺乳油 20000 20000 7200h
6 50%乙草胺乳油生产线 50%乙草胺乳油 20000 20000 7200h
7 50％二氯喹啉酸可湿粉生产线 50％二氯喹啉酸可湿粉 1000 1000 7200h
8 480g/L灭草松水剂生产线 480g/L灭草松水剂 4500 4500 7200h 灭草松车间

9 清灰剂、防冻剂生产线 清灰剂、防冻剂 9814 9814 7200h 清灰剂车间



11

表 3.3-2 原辅材料信息清单

表 3.3-3 主要生产设备信息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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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废水环保设备信息清单

序号 名 称 型号规格

1 收集池 A-G（2座） L×B×H=3.0×3.0×6m
2 pH中和池（2座） L×B×H=3.0×3.0×6m
3 调节池（2座） L×B×H=18.0×10.0×6m，水力停留时间：24h

4 厌氧水解池（2座） L×B×H=20.0×10.0×6m

5 缺氧池（2座） L×B×H=14.0×10.0×6m，停留时间：18h

6 好氧池（2座） L×B×H=28.0×10.0×6m

7 沉淀池 φ10×2.5m

8 清水池 L×B×H=6.0×6.0×5m

9 集泥池 L×B×H=6.0×4.0×5m，总有效容积 108m3

10 集水池 L×B×H=4.0×3.0×3.5m

11 加氯间 尺寸规格： L*B=6.0*6.0m

12 鼓风机房 尺寸规格： L*B=9.0*6.0m

13 脱水机房 尺寸规格： L*B=9.0*6.0m
14 污泥螺杆泵 Q=5m3/h，P=0.6MPa，N=2.2kW
15 罗茨风机（3台） Q=46.72m3/min，P=68.6Kpa，配套电机功率 N=30Kw
16 配电间 尺寸规格： L*B=6.0*6.0m
17 值班室 尺寸规格： L*B=6.0*4.5m

表 3.3-5 废气环保设备及排放口信息清单

车间及生

产线
产生点 治理措施

排气筒

参数
现场照片

丁乙草胺

车间一

醚化釜

三级降膜水吸

收+一级填料碱

洗

1#
25m

醚化釜

萃取釜

萃取釜

压滤机

压滤机

薄膜蒸发

车间一

薄膜蒸发器

水环泵 新 2#
30m

薄膜蒸发器

薄膜蒸发器

薄膜蒸发器

薄膜蒸发器 一级活性炭吸

附薄膜蒸发器

灭草松、二

氯喹啉酸

磺化釜 一级酸性收+三
级填料碱洗塔+ /

水解釜 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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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及生

产线
产生点 治理措施

排气筒

参数
现场照片

车间 一级活性炭吸

附+一级碱吸收

碱析釜

分层釜

蒸馏釜

精馏塔

环合釜
蒸馏

蒸馏

酸化釜

离心机

气流干燥机 一级水膜除尘

灭草松车

间

磺化釜

一级水喷淋+活
性炭纤维吸附

蒸馏釜

水解釜 萃取

环合釜 蒸馏

蒸馏釜

环合脱溶釜
二级水喷淋

酸化釜

包装车间 包装线 布袋除尘
3#
22m

污水处理

站
/ 两级酸吸收+两

级碱吸收

4#
15m

表 3.3-6 雨污水排放口信息清单

序号 种类 排放口位置 排放口编号 在线监控安装 现场照片

1 废水 天容厂区东侧 DW001

流量计、pH计、

COD自动监测

仪、氨氮自动监

测仪

2 清下水 厂区东侧 DW002
pH计、

COD自动监测

仪

厂内设有固废库一座用于厂内固废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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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情况：厂内雨水、污水各设置一个排污口。

对厂内主要生产设备进行了核查，对照原环评批复设备，存在如

下调整：除二期灭草松水剂、包装线、清灰剂、防冻剂生产线，其他

生产线生产设备有所减少。

绿利来公司于 2015年 3月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编制了废气整改方案，目前厂内废气治理措施按原方案已整改

到位。

3.3.2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提供了生产线、原辅料及产品、主要设备、

环保设施、排放口的相关信息清单但尚未备案。与现场进行了核对，

生产线、原辅料基本与环评一致，车间设备与环评在数量及大小上有

一定差异，但生产能力不超原环评，各环保设施实际处理能力满足环

评要求，排放口由于近期加装废气在线监控设备部分排气筒正在进行

合并。

3.3.3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九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3-7。

表 3.3-7 整改方案（第九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生产线、原辅料及产品、主

要设备、环保设施、排放口

的相关信息清单没有报园

区及地方环保部门备案。

将相关材料整

理后报园区及

地方环保部门

备案。

周国平

2018年
12月 30

日

1

3.4第十条（生产工艺、污染物收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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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利来公司现有产品工艺过程、反应原理、主要工况、污染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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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体系等基础信息整理如下：

3.4.1企业实际情况

3.4.1.1工艺过程

1、丁草胺

丁草胺原药生产工艺主要涉及酰化、醚化、缩合、水解和中和几

个化学反应，具体如下：

2、乙草胺

乙草胺原药生产工艺主要涉及酰化、醚化、缩合、水解和中和几

个化学反应，具体如下：

3、二氯喹啉酸

本项目二氯喹啉酸原药生产工艺主要涉及缩合、氯化和氧化等几

个主化学反应，具体反应方程式如下：

4、灭草松

灭草松工艺涉及的主要化学反应有磺化、成盐、缩合、水解、环

合、酸化及碱脱反应：

5、50%二氯喹啉酸可湿粉

将计量的二氯喹啉酸原药投入粗粉碎机内，进行粗粉碎。向混合

机内投入粗粉碎后的二氯喹啉酸原药，混合 30min以上，出料，取样

分析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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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灰剂及防冻剂

7、灭草松水剂

灭草松水剂的生产主要是一个配制过程。将计量好的灭草松原药

放入调配釜中，按工艺配比加入计量的消泡剂、乳化剂 OP-10和水等，

开启搅拌，搅拌 1h后，取样分析，合格后放入成品槽，经自动灌装

后包装入库，即得 480g/L（40%）灭草松水剂。

3.4.1.2污染物收排体系

对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绿利来公司废水、废气产生情况汇总见

表 3.3-1。

表 3.4-1 主要污染物产生环节

生产废气产生后由反应釜直接设置废气导管接入车间治理措施

处理，具体废气产排情况已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编制了废气排放管线示意图；废水直接由产生环节由明管接入车间

废水收集池，然后由压力明管接入车间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固废产

生后按照相关规范收集后进厂内危废仓库暂存。

全厂废气收排体系见图 3.4-7，生产废水收排体系见图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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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废气收排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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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 废水收排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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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管路走向

丁草胺车间一层废水管路

薄膜蒸发车间一层废水管路

薄膜蒸发车间二层废水管路

灭草松-二氯喹啉酸车间一层废水管路

灭草松-二氯喹啉酸车间三层废水管路

灭草松车间一层废水管路

灭草松车间二层废水管路

灭草松车间三层废水管路

丁草胺车间一层废气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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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草胺车间二层废气管路

丁草胺车间三层废气管路

薄膜蒸发车间一层废气管路

薄膜蒸发车间二层废气管路

薄膜蒸发车间三层废气管路

灭草松-二氯喹啉酸车间一层废气管路

灭草松-二氯喹啉酸车间二层废气管路

灭草松-二氯喹啉酸车间三层废气管路

灭草松车间一层废气管路

灭草松车间二层废气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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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草松车间三层废气管路

3.4.1.4逐釜逐罐反应物料及产排污情况

表 3.4-3 逐釜逐罐的产排污体系表

生产单元 工段 设备位号 设备名 规格型号 主要反应物料
污染物产生情况 去向

类别 种类 收集方式

丁草胺

酰化

R1101A-C 酰化釜 4000L
2，6-二乙基苯胺、HCl、
三氯氧磷、氯乙酸、磷酸、

酰化物、邻二甲苯

废气 邻二甲苯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1101 新邻二甲苯高位

槽
500L 邻二甲苯 废气 邻二甲苯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1102A-C 邻二甲苯高位槽 2000L 邻二甲苯 废气 邻二甲苯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醚化

R1201A/B HCl发生釜 3000L 盐酸、氯化氢 废气 HCl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1201 盐酸高位槽 1500L 盐酸 废气 酸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1202 硫酸高位槽 1000L 硫酸 废气 酸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R1203 解聚釜 3000L 丁醇、多聚甲醛、甲醛 废气
丁醇、甲醛、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R1204A-C 醚化釜 3000L 丁醇、甲醛、HCl、
氯甲基丁醚

废气
HCl、挥发性有

机物

放空接入废气总管，采用

“三级降膜水吸收+一级

碱吸收”处理

R1205A-C 醚化釜 3000L 丁醇、甲醛、HCl、
氯甲基丁醚

废气
HCl、挥发性有

机物

放空接入废气总管，采用

“三级降膜水吸收+一级

碱吸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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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单元 工段 设备位号 设备名 规格型号 主要反应物料
污染物产生情况 去向

类别 种类 收集方式

R1301 醚存储釜 5000L 氯甲基丁醚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分层

R1302A/B 萃取釜 3000L 邻二甲苯、盐酸、

氯甲基丁醚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R1303 萃取醚存储釜 3000L 邻二甲苯，氯甲基丁醚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缩合 R1304A-C 缩合釜 10000L 邻二甲苯、碱、酰化物、

氯甲基丁醚、丁草胺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乙草胺

酰化

R2101A-C 酰化釜 4000L
2，6-甲乙基苯胺、HCl、
三氯氧磷、氯乙酸、磷

酸、酰化物、邻二甲苯

废气 邻二甲苯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2101 新邻二甲

苯高位槽
500L 邻二甲苯 废气 邻二甲苯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2102A-C 邻二甲苯高位槽 2000L 邻二甲苯 废气 邻二甲苯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醚化

R2201A/B HCl发生釜 3000L 盐酸、氯化氢 废气 HCl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2201 盐酸

高位槽
1500L 盐酸 废气 酸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2202 硫酸

高位槽
1000L 硫酸 废气 酸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R2203 解聚釜 3000L 乙醇、多聚甲醛、甲醛 废气
乙醇、甲醛、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R2205A-C 醚化釜 3000L 乙醇、甲醛、HCl、氯甲

基乙醚
废气

HCl、挥发性有

机物

放空接入废气总管，采用

“三级降膜水吸收+一级

碱吸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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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单元 工段 设备位号 设备名 规格型号 主要反应物料
污染物产生情况 去向

类别 种类 收集方式

R2206A-C 醚化釜 3000L 乙醇、甲醛、HCl、氯甲

基乙醚
废气

HCl、挥发性有

机物

放空接入废气总管，采用

“三级降膜水吸收+一级

碱吸收”处理

R2301 醚存储釜 5000L 氯甲基乙醚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分层

R2302A/B 萃取釜 3000L 邻二甲苯，盐酸，氯甲基

乙醚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R2303 萃取醚存储釜 3000L 邻二甲苯，氯甲基乙醚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缩合釜 R2304A-C 缩合釜 10000L 邻二甲苯，碱，酰化物，

氯甲基乙醚，乙草胺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丁乙草胺

薄膜蒸发

车间

蒸发 T2501 一级薄膜蒸发器 12㎡ 邻二甲苯，乙草胺 废气
邻二甲苯，挥

发性有机物

产生废气由真空泵带出进

入废水

蒸发 T2502 二级薄膜蒸发器 12㎡ 邻二甲苯，乙草胺 废气
邻二甲苯，挥

发性有机物

产生废气由真空泵带出进

入废水

水洗

T1301A-C 水洗分层塔
Ф1600
*13000 丁草胺、邻二甲苯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废水 高浓度废水 经车间废水池去污水站

-
邻二甲苯水洗釜

（与乙草胺共

用）

5000L 邻二甲苯、水

废气 邻二甲苯
放空接入废气总管，采用

“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

废水
真空系统定期

排水
明管输送至污水收集池

灭草松
磺化、缩

合

R3101A-F 磺化釜 1000L
三乙胺、异丙胺、1，2
-二氯乙烷、氯磺酸、三

氯氧磷、磷酸等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3101A-F 氯磺酸高位槽 100L 氯磺酸 废气 酸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24

生产单元 工段 设备位号 设备名 规格型号 主要反应物料
污染物产生情况 去向

类别 种类 收集方式

V3103A-F 邻氨基苯甲酸甲

酯高位槽
100L 邻氨基苯甲酸甲酯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V3104A-C 二氯乙烷高位槽 800L 二氯乙烷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 三乙胺高位槽 100L 三乙胺 废气 碱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 异丙胺高位槽 100L 异丙胺 废气 碱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水解

R3201A-F 水解釜 2000L

缩合物、1，1-二氯乙烷、

液碱、水、磷酸、磷酸

氢二钠、三乙胺、三乙

胺盐酸盐、三氯氧磷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 二氯乙烷蒸馏釜 3000L 1，1-二氯乙烷、水 废气
二氯乙烷、挥

发性有机物

产生废气由真空泵带出进

入废水

分层

- 三乙胺碱析釜 6300L 三乙胺、液碱、水 废气 碱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 中间层分层釜 2000L 三乙胺、水 废气 碱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R3401A/B 三乙胺泡制釜 2000L 三乙胺、水 废气 碱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R3402 三乙胺蒸馏釜 2000L 三乙胺、水 废气 碱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环合

R3301A-F 环合釜
1000L

热水加热

水解液、1，1-二氯乙

烷、甲醇、甲醇钠甲醇

溶液、灭草松钠盐、盐

酸、水、灭草松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废水 高含盐废水 离心机分离

V3303A-C 甲醇高位槽 V800L 甲醇 废气
甲醇、挥发性

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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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单元 工段 设备位号 设备名 规格型号 主要反应物料
污染物产生情况 去向

类别 种类 收集方式

V3301A-F 甲醇钠高位槽 V200L 甲醇钠甲醇溶液 废气
甲醇、挥发性

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离心 M3301A-C 离心机 SS1000L 环和物料 废水 高含盐废水 车间蒸馏后去废水收集池

干燥 - 气流干燥机 TG-400型 灭草松、水 废气
甲醇、挥发性

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包装 - 砂磨机 50# 灭草松 废气 粉尘
布袋除尘处理后接入废气

总管

二氯喹

啉酸

氧化 R4501A-J 氧化釜 3000L 二氯喹啉，硫酸，硝酸，

水，氯化氢、二氧化氮
废气 酸性废气

放空接入废气总管，采用

“三级降膜水吸收串联三

（四）级碱吸收”处理

压滤 M4701A/B 压滤机 60㎡ 二氯喹啉酸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集气罩收集，接入车间尾

气吸收系统

废水 含盐废水
中和后蒸发除盐，压力输

送至污水站

水解 R4601A/B 水解釜 6300L 水，酸，二氯喹啉酸 废水 - 压力输送至污水站

精制

R4701A-D 精制釜 3000L 二氯喹啉酸、丁醇、水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产生废气由真空泵带出进

入废水，水冲泵洗涤处理

R4702A/B 丁醇蒸馏釜 3000L 丁醇、二氯喹啉酸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产生废气由真空泵带出进

入废水，水冲泵洗涤处理

V4701 丁醇计量槽 2000L 丁醇 废气
丁醇、挥发性

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 丁醇中间罐 2000L 丁醇 废气
丁醇、挥发性

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干燥 - 气流干燥机 TG-400型 二氯喹啉酸，水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包装 - 混合机 WZ-1 二氯喹啉酸、助剂、填料 废气 粉尘
岗位吸尘+布袋除尘回收

后，尾气接入废气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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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单元 工段 设备位号 设备名 规格型号 主要反应物料
污染物产生情况 去向

类别 种类 收集方式

- 包装机 FJ-130型 二氯喹啉酸、助

剂、填料
废气 粉尘

岗位吸尘+布袋除尘回收

后，尾气接入废气总管

灭草松

车间
（水剂）

磺化
R3301
A～H 合成釜 3000L

1，1-二氯乙烷、异丙胺、

碳酸钠、氯磺酸、氯化氢、

氯化钠、盐酸、硫酸、

硫酸钠、磺化物缩合：三

氯氧磷、邻氨基苯甲酸甲

酯、磷酸、磷酸钠

废气
二氯乙烷、挥

发性有机物

经深冷冷凝器冷凝后，采

用“一级水吸收+活性炭纤

维吸附”处理

蒸馏 R3204 邻氨基甲酸甲酯

脱水釜
5000L 邻氨基苯甲酸甲酯 废水 低浓度废水 压力输送至污水站

水解 R3201A～H 水解分层釜 4000L
缩合物、三氯氧磷、磷酸、

氯化氢、磷酸钠、氯化钠、

二氧化碳、二氯乙烷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环合 R3302A～H 环合釜
2000L

缩合物、1，1-二氯乙烷

环合：缩合物、甲醇钠甲

醇溶液、灭草松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脱溶 R3202A～H 环合脱溶釜 2000L 灭草松、甲醇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产生废气由真空泵带出进

入废水

蒸馏 R3305 甲醇蒸馏釜 3000L 甲醇 废气
甲醇、挥发性

有机物

经深冷冷凝器冷凝后，采

用“二级水吸收”处理

酸化 R3203A～E 酸化釜 6300L 灭草松、盐酸、水 废气 酸性废气
有引风管接入车间尾气吸

收系统

注：无三废产生设备上表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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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论：绿利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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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按装置流程逐釜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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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单耗、固废、废水产生量与环评基本一致。

3.5 第十一条 （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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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企业实际情况

绿利来公司废水采取的预处理方案有蒸发析盐、含溶剂废水在车

间进行隔油处理后加入活性炭吸附处理；经预处理后的高浓度废水和

设备冲洗水、地面冲洗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等低浓度废水一同进

入综合污水处理站处理，综合处理工艺见图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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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绿利来公司废水综合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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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 生产废水管网示意图（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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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利来公司各类废水基本能做到分类收集，高盐废水经收集池收

集后经三效蒸发处理，蒸汽冷凝水进入收集池后进入污水处理厂物化

及生化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外排；其他工艺废水经收集后进入调节池

后进行物化、生化处理；后期雨水及生化污水等低浓度废水作为清下

水外排。综合处理系统采用“A/O池+ 二沉池 1+兼氧池+ PACT好氧

池+二沉池 2+化学氧化池”工艺。

核查现场绿利来公司正在对车间内预处理措施进行进行改造优

化，建议加快施工进度，尽早完成现场的管线整改。

根据现场核查分析，推断绿利来公司基本不存在稀释处理和稀释

排放。

表 3.5-1 绿利来公司各类废水收集及去向

种类 分类 主要污染因子 收集方式 去向

工艺废

水

高盐废水 盐分，氯化钠

高盐废水→收集暂

存→三效蒸发→冷

凝水收集池→废水

收集池

至污水处理站物化

生化系统处理达标

后外排

高浓度废

水
有机物、氨氮

收集池→活性炭吸

附→废水收集池

至污水处理站物化

生化系统处理达标

后外排

高浓度废

水

有机物、二氯乙

烷

收集池→气提装置

→废水收集池

至污水处理站物化

生化系统处理达标

后外排

废气

吸收水

污水处理

站废气处

理废水

氨氮、硫化氢 废气吸收塔 至收集池

生活污

水
生活污水 N、P等

化粪池后接污水收

集池，生产区一个，

生活区一个

至污水处理站生化

系统

厂区管

理废水

真空泵废

水、地面

冲洗水

二甲苯、二氯乙

烷等
收集池

至调节池后进入污

水处理站物化生化

系统处理达标后外

排

初期雨水 COD等 厂区雨水沟收集 初期雨水收集池

绿利来公司各类废水车间废水分类收集池见表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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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各车间废水收集池统计表

车间 废水类别
收集池（收集罐/桶规格）

m3 接入污水站方式

丁草胺车间 低浓废水 8m3*1（收集池） 压力明管

薄膜蒸发车间 低浓废水 8m3*1（收集池） 压力明管

灭草松-二氯

喹啉酸车间

低浓废水 6m3*1（收集池） 压力明管

低浓废水 5m3*1（收集池） 压力明管

灭草松车间

高浓废水 6m3*1（收集池） 压力明管

低浓废水 5m3*1（收集池） 压力明管

低浓废水 15m3*1（收集池） 压力明管

绿利来公司编制了分类分质处理处理方案并按方案要求请相关

设计单位进行了设计并施工。相关配套废水收集及处理设施已建成见

图 3.5-2。

废水收集池 生化处理系统

图 3.5-2 绿利来公司废水相关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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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3 污水处理站平面布置图

3.5.2 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已实行废水分类收集处理、高浓、高盐废水

有废水预处理设施。车间内地沟防腐层破损较为严重，现场核查时企

业正在对车间废水池及相关管线进行改造。根据现场核查和全厂水平

衡图，推断绿利来公司改造完成后不存在稀释处理和稀释排放。废水

分类分质收集处理方案、设计图纸已归档保存，但是需要完善更新。



33

3.5.3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十二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5-4。

表 3.5-4 整改方案（第十二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现有废水分类分质

收集处理方案、设计

图纸需要完善更新

委托资质单位编制废

水分类分质收集处理

方案，并绘制图纸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3.6第十二条 （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现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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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企业实际情况

对雨水系统、污水输送系统、应急池进行了自查：

（1）雨水、清下水收集

根据上海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编制的《初期雨水自动化管控设计方

案》：绿利来公司雨水管网通过三通直通初期雨水收集池及外排井，

三通后初期雨水收集池及外排井进口管分别装电动蝶阀（初期雨水收

集池电动阀常开，外排井电动阀常闭），电动蝶阀受雨水弃流装置控

制。雨水弃流装置可实时监测雨量及设置收集时间，每当天空下雨，

雨水弃流装置便启动计时，当达到设置收集时间（10-15min可根据雨

量设置）收集池电动阀关闭，外排井电动阀打开。初期不达标雨水收

集完毕，达标雨水外排进入园区清下水明渠，初期不达标雨水收集后

通过提升泵送入废水站进行处理。雨水弃流装置控制流程见图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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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雨水弃流装置控制流程图

雨量监测器 初期雨水池电动蝶阀

雨水明沟 初期雨水池

图 3.6-2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第 5.3.4条，采用降雨

量 15~30mm来计算一次初期雨水的总量：

Q=10 i *Ψ* F

Q--一次初期雨水的总量，m³

i --降雨强度，mm，经查取 9.62；

Ψ --污染区的径流系数，无量纲，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B50015-2009)，混凝土和沥青路面取 0.9；

F--污染区的汇水面积，hm²，以露天生产装置区面积计算取 1.2，

计算得一次初期雨水的总量为 104m³,根据《化工企业初期雨水池

容量设计探讨》（刘明清，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用于

接收污染的初期雨水的收集池，容积按 V=k*Q计算，k 为安全系数

或裕度系数，一般取 1.1~1.3，因此绿利来公司应建设不小于 135.2m³

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因此绿利来公司设置 300m³初期雨水收集池符合

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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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 雨水管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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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水输送

绿利来公司所有污水（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等）已全

部实现明管压力输送，厂区内地面只有雨水沟，污水管全部高架输送

（雨水管、电缆沟内无污水管）至污水处理站。各类废水收集及输送

方式详情详见表 3.5-1。生产废水均为高架明管输送至污水处理站，

废水管架见图 3.6-4；末端排放口照片见图 3.6-5。

图 3.6-4 绿利来公司废水管道

图 3.6-5 绿利来公司排放口

现场核查，废水输送明管未设置在雨水沟、电缆沟内。

（3）事故池

绿利来公司应急池采用全地下钢砼结构，内防腐，核查时应急池

内有少量雨水。详见图 3.6-6 ，有效池容 1000m3，满足环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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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6绿利来公司应急池

根据《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 50483-2009）和

中石化集团以中国石化建标[2006]43 号文印发的《水体污染防控紧

急措施设计导则》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标准《事故状

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Q/SY 1190-2013）以及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明确事故存储设施总有效容积的

计算公式如下：

V 总= （V1+ V2- V3）max + V4+ V5

注：（V1+ V2- V3）max是指对收集系统范围内不同罐组或装置分

别计算 V1+ V2- V3，取其中最大值。

V1—收集系统范围内发生事故的一个罐组或一套装置的物料量。

V1=储罐最大容量约 400m3；

V2—发生事故的储罐或装置的消防水量，m3；

V2=∑Q 消×t 消

V2=35L/s×（4×3600）s=504m3（厂区设计消防用水量不小于 35L/s，

火灾延续时间：工艺装置区 3h，罐区 4h，消防一次用水量不小于

500m3。本环评以消防用水量 35L/s，火灾延续时间 4h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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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发生事故时可以转输到其他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m3；

V3=510，罐区事故废水收纳设施有效容积为 510m3；

V4—发生事故时仍必须进入该收集系统的生产废水量，m3；

V4=0；

V5—发生事故时可能进入该收集系统的降雨量，m3；

V5=10qF，计算 V5=115m3

Q—降雨强度，mm；按平均日降雨量；

q=qa/n

qa—年平均降雨量，981.7mm；

n—年平均降雨日数，根据相关资料取 102。

F—必须进入事故废水收集系统的雨水汇水面积，1.2ha；

经计算 V 总=509m3，故全厂事故池 1000m3满足要求。

3.6.2 诊断结果

符合。绿利来公司实现了清污、雨污分流。应急池容积满足应急

管理要求。已编制了初期雨水精准化管控方案。

3.7 第十三条 （特征污染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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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企业实际情况

绿利来公司已开展废水特征污染物识别、衡算及筛选工作。

根据绿利来公司项目原辅料及生产工艺，确定绿利来公司废水中

二氯乙烷、二甲苯、邻二氯苯为特征污染物。

绿利来公司污染物排放清单见表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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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 绿利来公司污染物排放清单

序号 项目
原环评要求排放浓度

限值(mg/L)
最新管理要求排放浓

度限值(mg/L)
1 pH 6~9 6~9
2 COD 500 350
3 SS 400 300
4 氨氮 40 35
5 TP 2 5
6 苯胺类 5.0 1.0
7 甲醛 1.0 1.0
8 二甲苯 0.4 0.5

9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②

（AOX以 Cl计）
1.0 5.0

10 邻二氯苯 0.4 0.4
11 盐分 5000 5000

说明：二氯乙烷参照执行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以 Cl计）排放标准执行

根据现场核查和第三方监测报告，绿利来公司废水经处理后满足

园区接管标准限值要求，详见附件监测报告。

3.7.2 诊断结果

符合。绿利来公司已开展废水特征污染物识别、衡算及筛选工作，

绿利来公司废水特征污染因子为二氯乙烷、二甲苯、邻二氯苯，园区

暂无接管标准，根据监测报告，绿利来公司废水经处理后满足园区接

管标准限值要求。

3.8 第十四条 （废气收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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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企业实际情况

2014年 11月，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大公司”）对绿利来公司各生产车间、污水暂存区、固废仓库、

罐区等产气场所进行了实地踏勘，对废气收集处理现状进行了评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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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存在问题提出了科学合理建议，并形成了《江苏绿利来股份有

限公司废气污染治理方案》（以下简称“废气治理方案”）。方案内容

规范详实，涵盖了废气收集和处理相关内容，并对废气风量进行了设

计，确保废气有效收集。但废气收集治理图纸不够完善，目前已委托

有资质单位重新编制。

3.8.1.1 绿利来公司废气收集情况

绿利来公司产气场所包括丁乙草胺车间一、薄膜蒸发车间一、灭

草松、二氯喹啉酸车间、灭草松车间、包装车间、清灰剂车间、污水

处理区、固废仓库、储罐区。废气产生场所及其收集方式详见表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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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 产气及收集情况

车间及生产线 产生点 治理措施

丁乙草胺车间

醚化釜 投料处设集风罩

萃取釜
全程密闭，

单独废气管道输送

压滤机 /

薄膜蒸发车间
薄膜蒸发器 全程密闭，

薄膜蒸发器 单独废气管道输送

灭草松、二氯喹啉

酸车间

磺化釜

全程密闭，

单独废气管道输送

水解釜 萃取

碱析釜

分层釜

蒸馏釜、精馏塔

环合釜 蒸馏

酸化釜

离心机 投料处设集风罩

气流干燥机
全程密闭，

单独废气管道输送

灭草松车间

磺化釜

全程密闭，

单独废气管道输送

蒸馏釜

水解釜 萃取

环合釜 蒸馏

蒸馏釜

环合脱溶釜 全程密闭，

单独废气管道输送酸化釜

包装车间 配乳釜、包装线

设集气罩，单独废气管道输

送（但现场设备老化需及时

改造完善）

清灰剂车间 双锥混合机
设集气罩，

单独废气管道输送

污水站、固废仓库 污水站、固废仓库
全程密闭，

单独废气管道输送

罐区

成品罐区

成品罐区主要为丁乙草胺成

品和液碱，该类物质不易挥

发，不设废气收集处理装置

1#罐区、2#罐区

储罐呼吸废气设单独管线收

集，依托相邻固废库的废气

“一级活性炭+一级碱吸收”

处理措施，吸收塔尾气经新

2#排气筒排放

全厂废气治理工艺流程图见图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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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 废气治理工艺流程图

现场核查南大废气治理方案及现场调研情况或内容，诊断如下：

（1）各车间工艺废气通过管道输送至相应废气处理设施，现场

物料、气体的输送均为固定管道，明装，不存在临时管道，除包装车

间废气收集治理措施老化破损，有组织废气基本可做到全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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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治理方案秉承“应收尽收，分类收集”的原则，可实现

全部废气的有效收集；

（3）各车间均无明显的无组织废气排放，部分反应釜投料口加

装集气罩，真空泵尾气经有效收集处理后排放，废气净化工艺较为合

理，企业对周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影响较小。

3.8.1.2 废气处理工艺情况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绿利来公司编制了废

气治理方案，绿利来公司已按其方案落实完毕毕，但废气收集治理图

纸不够完善。

3.8.2 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关于废气收集，秉承“能收尽收，分类收集”

的原则；关于废气治理，秉承“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并“分

质处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或组合工艺。但包装单元 VOCs未实现密

闭操作或废气有效收集，废气收集率不足 90%，废气收集治理图纸不

够完善，绿利来公司处于停产阶段，废气收集及处理效果无法考证。

3.8.3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十四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8-2。

表 3.8-2 整改方案（第十四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包装单元 VOCs未
实现密闭操作或废

气有效收集，废气

收集率不足 90%

对车间集气罩装置进

行维护改造，对包装

单元 VOCs进行有效

收集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废气收集治理图纸

不够完善

委托资质单位编制废

气整改方案，并绘制

规范的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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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第十五条 （VOCs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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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落实泄露检测与修复

（LDAR）计划，厂界 VOCs及恶臭污染物浓度达标。

3.9.1 企业实际情况

3.9.1.1 VOCs存储、输送、投料、卸料情况

诊断评估小组对涉及的VOCs物料的存储、输送、投料、卸料情

况进行了现场核查。

具体情况及存在问题详见表3.9-1。

表3.9-1 VOCs物料的存储、输送、投料、卸料情况

原料 储存/卸料 输送、投料卸料情况

有机物料

储罐
外购（槽车）→储罐（泵打）反应釜

（管道直接输送）

有机物料

3.9.1.2 LDAR计划

绿利来公司遵照省内对化工行业的环保要求，于 2017年度正式开

展 LDAR检测工作，检测过程完全依照《江苏省 LDAR实施技术指

南》中所提要求，对涉及到挥发性有机物物料生产、使用、运输、存

储的化工装置的泵、压缩机、阀门、法兰等易发生泄漏的设备与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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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进行检测。检测过程中出现的泄漏点位均已与现场负责人员沟通

并现场进行修复。并按照园区部署，逐年开展 LDAR的检测与修复

工作。2017年 10月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绿利来公

司编制了挥发性气体泄漏检测现状评估报告表。

引用《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评估报告》结论，绿利来公司泄漏

检测绩效评估见表 3.9-2：

表 3.9-2 泄漏检测绩效评估表（kg/a）

3.9.1.3 厂界 VOC及恶臭

根据绿利来公司提供最新的对厂界污染物的检测报告（天宇（环

委）检字第（1709037）号）显示，该报告对二氯乙烷、二甲苯、甲

醇、乙醇、丁醇、氯化氢、硫酸雾、颗粒物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厂界污染物浓度达标，但并未有机类的恶臭污染物进行检测。

3.9.2 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涉及的 VOCs物料的存储、中转、投卸料基

本能实现密闭操作或废气有效收集。已制定并落实泄漏检测与修复

(LDAR)计划。产品包装单元 VOCs未实现密闭操作或废气有效收集。

3.9.3 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十五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9-3。

表 3.9-3 整改方案（第十五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整

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有部分 VOCs未
收集。

对车间集气罩装置进行

维护改造，对包装单元

VOCs进行有效收集。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缺少对恶臭污染

物浓度的监测

复产后一个月内签订委

托监测合同，且应包括

厂界恶臭污染物的监测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46

3.10第十六条（废气设施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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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氧化催化处理设施作为重点监管对象。

3.10.1 企业实际情况

绿利来公司废气主要治理设施目前已实现自动化控制，能根据使

用工况，实现自动调节、自动加药，废气治理设施可实现数据远程传

送至厂内中控平台。

3.10-1 废气处理设施自动化控制现状一览表

车间 废气主要处理设施 自动化控制现状

丁乙草胺车间
水吸收装置 连接至中控

碱吸收装置 pH计、自动加药，连接至中控

丁乙草胺薄膜蒸发车间 活性炭装置 连接至中控

灭草松、二氯喹啉酸车

间

水吸收装置 连接至中控

碱吸收装置 pH计、自动加药，连接至中控

活性炭装置 连接至中控

灭草松车间
水吸收装置 连接至中控

活性炭装置 连接至中控

危废仓库、罐区
碱吸收装置 -
活性炭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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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 自动化控制系统照片

绿利来公司无单一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处理设施。

3.10.2 诊断结果

相符。绿利来公司废气治理设施已完成自动化控制的改造，能根

据使用工况，实现自动调节、自动加药，废气治理设施可实现数据远

程传送至厂内中控平台。绿利来公司无单一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处

理设施。

3.11第十七条 （副产品及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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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 企业实际情况

企业可提供所有固体废物的产生环节、种类、数量、成分、含量

等数据。

全厂固体废物情况汇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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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 全厂固体废物情况汇总表

产生环节 编号 名称 主要成分 废物类别 性状
环评产生

量 t/a
2018年 1~6转
移量（t）

目前（11.1）厂

内暂存量（t）
分层过滤 S3-1 过滤废渣 盐份 1%、有机物及杂质 99% HW04 固态 140.7

40.79
29.15

蒸馏 S3-2 蒸馏残渣
无机无 10%，有机物及杂质

90%
HW04 固态 37.6

精馏 S4-1 蒸馏残液
有机物 25%、无机物及杂质

75%
HW04 液态 34.9 9.47

废水

处理
/

隔油废液* 水 5%，有机物 95% HW42 液态 20 1.4 0.989
废水处理污泥 有机物、污泥 20%、水 80% HW04 固态 105.6 2.05 3.73

检修 / 废机油 乳化油 90%、杂质 10% HW08 液态 1.0 0 0

废气处理 / 废活性炭
苯系物、二氯乙烷等有机物

30%、活性炭 60%
HW04 固态 50.7 6 1.28

原料包装 废包装袋
包装材料 98%、沾染的化学原

料 2%
HW49 固态 85 0 1.579

注：*部分报告中称为“废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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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文件中批复的副产为有清灰剂、防冻剂、甲醇、稀硫酸、磷

酸、盐酸等。

副产品标准及备案情况见表 3.11-2。副产品标准、鉴定报告、定

向销售协议见附件 8。

表 3.11-2 副产品标准及备案情况

名称 标准号

清灰剂 Q_320921 LLL 090-2018

防冻剂
Q_320921 LLL 091-2018
JC475-2004混凝土防冻剂

甲醇 GB 338-2004
稀硫酸 GB/T 534-2002
磷酸 GB/T 2091-2008
盐酸 HG/T 3783-2005

副产品标准及备案情况见表 3.11-2。副产品标准、鉴定报告、定

向销售协议见附件 8。

3.11.2 诊断结果

相符。绿利来公司提供了固废的产生环节、种类、数量、成分等

数据，固体废物除生活垃圾外全部为危废，副产清灰剂、防冻剂已编

制企业标准并进行了备案，甲醇、稀硫酸、磷酸执行国家标准，盐酸

执行行业标准。

3.12第十八条 （危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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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 企业实际情况

厂内危险废物实际处理过程中均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厂内目前

危废储存量数据见表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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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 全厂固体废物情况汇总表

产生环节 名称
废物类

别
性状

环评产生

量 t/a
2018年 1~6
转移量（t）

目前（11.1）厂

内暂存量（t）
分层过滤 过滤废渣 HW04 固态 140.7

40.79
29.15

蒸馏 蒸馏残渣 HW04 固态 37.6
精馏 蒸馏残液 HW04 液态 34.9 9.47

废水处理
隔油废液 HW42 液态 20 1.4 0.989
污泥 HW04 固态 105.6 2.05 3.73

检修 废机油 HW08 液态 1.0 0 0
废气处理 废活性炭 HW04 固态 50.7 6 1.28
原料包装 废包装袋 HW49 固态 85 0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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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申报系统中危废转移情况见图 3.12-1：

图 3.12-1 危废转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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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和生态修复工作。

3.12.2诊断结果

不相符。产生危险废物实际处置过程中能依法依规安全处理。厂

内未出现超期存放。目前尚未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和

生态修复工作。

3.12.3整改方案

天容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

的通知》第十八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12-1。

表 3.12-1 整改方案（第十八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

资费用
（万元）

目前尚未开展土壤和

地下水环境监测。

尽快开展土壤和地下水

环境监测，并进行评估。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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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第十九条（危废贮存、焚烧二噁英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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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企业实际情况

厂内建有固废仓库，设有警示标志、基本落实“防扬散、防流失、

防渗漏”措施，防渗采用防渗转，并采用环氧树脂防腐，已按规定设

置导流地沟，并配备消防设备，固废库废气负压收集处理。危废贮存

场所基本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l8597-2001）、《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等标准规范。

厂内目前无焚烧设施。危废暂存库设置符合性见表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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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危废贮存设施与相关标准的相符性一览表

标准名称 标准要求 绿利来公司建设情况 现场照片

《危险废

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

准》

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建筑

材料必须与危险废物相容。

相符，已建防渗裙角，建筑材料

与危险废物相容。

设施内要有安全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
相符，危废库中已设有安全照明

设施和观察窗口。

必须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气体导出口及气体

净化装置。

相符，设有泄漏液体收集池、危

废仓库废气导出废气经过“一级

活性炭吸附+一级碱洗”净化处

理。

用以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的地

方，必须有耐腐蚀的硬化地面，且表面无裂隙。

相符，已设硬化地面，表面无裂

隙。
同上

泄漏液导流沟

防腐防渗裙角

防爆灯

可视窗
气体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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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标准要求 绿利来公司建设情况 现场照片

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必须分开存放，并设有隔离

间隔断。

相符，危废分开存放，设置多间

危废库。

基础必须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1米厚粘土层

（渗透系数≤10-7厘米/秒），或 2毫米厚高密

度聚乙烯，或至少 2毫米厚的其它人工材料，

渗透系数≤10-10厘米/秒。

相符，已设置防渗层大理石防渗

砖+环氧树脂防腐。

《危险废

物收集 贮

存 运输技

术规范》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

和消防设施。

相符，已设施通讯设备、照明设

施和消防设施。
同上

贮存危险废物时应按危险废物的种类和特性

进行分区贮存，每个贮存区域之间设置挡墙间

隔，并应设置防雨、防火、防雷、防扬尘装置。

相符，危废分开存放，设置多间

危废库，符合防雨、防火、防雷、

防扬尘装置。

同上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根据贮存的废物种类和

特性按照 GB18597附录 A设置标志。

相符，危废分开存放，设置多间

危废库。
同上

蒸馏残渣（液）
废包装材料、废

活性炭、污泥

防渗地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AF%86%E5%BA%A6%E8%81%9A%E4%B9%99%E7%83%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AF%86%E5%BA%A6%E8%81%9A%E4%B9%99%E7%83%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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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诊断结果

相符。绿利来公司建有固废仓库，该危废贮存设施基本符合相关

规范要求。无自建危废焚烧装置。

3.14第二十条（分析测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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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1企业实际情况

绿利来公司建有分析实验室，配备 pH仪、消解仪等常实验器材，

可检测 pH、盐分、COD、氨氮、总磷、氯离子等。

表 3.14-1 化验室已配备检测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台） 厂家

1 pH计 PHS-3C 2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

2 电子天平 AL204 2 瑞士梅特勒公司

3 可见光分度计 JH721 1 上海菁华仪器

4 液相色谱仪 SPD-20A 2 日本岛津(苏州)
5 气相色谱仪 GC-2014C 1 日本岛津(苏州)
6 气相色谱仪 GC-2014 1 日本岛津

7 COD消解仪 LH-25A 1 兰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 水质测定仪 5B-3BH 1 兰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 消解仪 5B-1（F）型 1 兰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总氮测定仪 LH-3BN 型 兰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 生物化学需氧量

（BOD5）测定仪
LH-BOD601S 1 兰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 干燥箱 HN101-1A 2 南通沪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电阻炉 KGW-BD-C2 1 上海华联环境实验设备公司

14 双联电炉 2*1000W 2 金坛市荣华仪器

15 玻璃滴定装置 / 若干 /
16 玻璃抽滤装置 / 若干 /

实验室器材见图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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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1 实验器材

厂内特征因子需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监测，根据《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农药制造工业》，各特征污染物监测频次要求见

标 3.14-2。
表 3.14-2 特征因子监测要求

序号 类别 污染物名称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1

废水

1，2-二氯苯 1次/季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

行监测

2 苯胺类 1次/季
3 二甲苯 1次/季
4 甲醛 1次/季
5 石油类 1次/月
6 全盐量 1次/半年

7 1，1-二氯乙烷 1次/半年

8

废气

氯化氢 1次/半年

9 挥发性有机物 1次/月
10 二甲苯 1次/半年

11 1，1-二氯乙烷 1次/半年

12 氮氧化物 1次/6小时

13 丁醇 1次/半年

14 颗粒物 1次/季
15 甲醇 1次/半年

16 硫化氢 1次/年
17 臭气浓度 1次/年
18 氨（氨气）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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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厂内特征因子需委托有能力单位进行监测，

2017与江苏天宇检测有限公司签订监测合同并委托监测，因目前处

于停产阶段，2018年尚未签订委托监测合同。

3.14.3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二十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14-3。

表 3.14-3 整改方案（第二十一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2018年尚未签订委

托监测合同。

复产后一个月签订委

托监测协议。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10

3.15第二十一条（VOCs、厂界、雨水、污水排口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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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企业实际情况

目前厂内已完成排气筒合并工作，厂界在线监测系统尚未安装。

废气排口 VOCs在线连续监测系统安装情况见表 3.15-1：

表 3.15-1 废气排口 VOCs在线连续监测系统安装情况表

排气筒编号 废气污染物 设备型号 现场照片

新 2#

SO2、NO2、二甲

苯、Cl2、氯化氢、

甲醇、二氯乙烷、

三乙胺、丁醇、

异丙胺等

上海宝英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C600型 VOCs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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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内已按要求设置有毒有害泄漏报警系统。

厂内报警设施见图 3.15-1：

图 3.15-1 厂内报警设施

雨水系统在厂内设置了 pH在线监控系统、COD在线监测；污水

口在厂内污水站控制室设置了在线监控。监控设施由专人负责运行维

护，监控数据实时传输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污水排口、雨水排口在线连续监测系统安装情况见表 3.15-2。

表 3.15-2 废气排口 VOCs在线连续监测系统安装情况表

排口名称 监测指标 设备及型号 现场照片

污水排口

流量 流量计

pH pH计

COD GIM-2000A1型
COD自动监测仪

氨氮
GIM-2100H1型
氨氮自动监测仪

雨水排口

pH pH计

COD GIM-3000A1型
COD自动监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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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监控系统未安装自动加标质控装备。企业无自建危废焚烧处

理设施。

3.15.2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有机废气排放口 VOC在线连续检测装置已

安装，厂界尚未安装在线连续监测系统，雨水排放口、污水排放口已

安装在线监控系统，但无自动加标质控装备。监控系统监控数据已实

时传输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3.15.3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二十一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15-3。

表 3.15-3 整改方案（第二十一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厂界在线监测系统

尚未安装。

复产之后一个月内安

装万成。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40

雨水、污水在线监控

系统无自动加标质

控装备。

监控系统按要求加装

自动加标质控装备。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3.16第二十二条 （关键点在线计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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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1企业实际情况

目前厂内用水、用电计量已覆盖企业生产及治污全过程，分级计

量设备情况见表 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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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1 绿利来公司计量设施统计

设施

名称
规格型号 安装位置 备注 现场照片

电表
三相电表
DTS634 各生产车间

设专人负责定期

抄表，对各车间

用电量进行统计

水表 GB/T778-2007
各类废水进

入分类收集

池之前

设专人负责定期

抄表，对各车间

各类废水产生量

进行统计

绿利来公司已建成中控室，对关键设备设置工况监控，绿利来公

司中控室照片见图 3.16-1。

图 3.16-1 绿利来公司中控系统建设

3.16.2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目前厂内用水、用电计量已覆盖企业生产及

治污全过程，厂内建设中控室，对关键设备设置工况监控，但监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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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未能实时传输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3.16.3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二十二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16-2。

表 3.16-2 整改方案（第二十二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已设置中控系统，但

监控数据未能实时

传输至园区环境信

息管理平台。

园区一级平台建成

后一个月可连接至

园区环境信息管理

平台。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40

3.17 第二十三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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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企业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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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内已具备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新一轮的应急预案修编

正在编制中。

已建立环境安全隐患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3.17.2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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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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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修编未及时更新。

3.17.3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二十三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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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1 整改方案（第二十二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应急预案修编未

及时更新。

与编制单位对接，加快

项目进度，尽早完成应

急预案修编备案。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8

3.18 第二十四条 （环境安全达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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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1企业实际情况

绿利来公司是风险评估为较大等级的企业，已按照要求完成环境

安全达标建设工作，环境安全达标现场核查表见附件 12。

3.18.2诊断结果

绿利来公司已完成环境安全达标建设工作。

3.19 第二十五条（环境应急管理、物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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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1企业实际情况

企业按照要求，建立了完备的环境应急管理制度，设置了专人负

责环境应急管理工作。

表 3.19-1 绿利来公司环境应急管理制度一览表

序号 名称

1 环保培训管理制度

2 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3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制度

4 应急物资（装备）管理制度

5 检查、维护、维修管理制度

厂内各车间设有消防栓、防毒面具等应急物资。厂内应急物资情

况见表 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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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2 应急物资、装备表

序号 品名 规格型号 数量 存放位置

1 各类灭火器材 - - 各车间、仓库

2 警戒标志 - - 安环部

3 应急照明 - - 各车间、仓库、安环部

4 应急药品 - - 各车间应急柜、安环部

5 背负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HY2F型 2 安环部

6 防化服 - 2 二车间磺化工段、安环

部

7 过滤式式防毒面具 - 4
一车间酰化、二车间磺

化工段
8 过滤式式防毒口罩 - 20
9 手套、靴子 浸塑手套 10
10 专用扳手 2把 各车间应急柜

11 活动扳手 2把 各车间应急柜

12 手锤 0.5磅 1把 各车间应急柜

13 克丝钳 1把 各车间应急柜

14 竹签、木塞、铅塞、橡皮

塞

直径 3mm～10mm
大小不等

各 5个
一车间酰化、二车间磺

化工段15 消防砂及铁铲 - -
16 铁丝 8号 20M
17 过滤式式防毒面具 8# 1 各车间应急柜、安环部

18 便携式气体报警器 GC210 1 安环部

19 安全带 2 各车间应急柜、安环部

厂内应急物资照片见图 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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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1 部分应急物资图

应急监测：委托有能力单位进行，厂内应急救援小组中设有应急

监测组，负责厂内应急监测事宜的联系、沟通、跟进，配合有能力监

测单位开展应急监测，具备必要的应急监测能力。

企业具备废水中常规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监测能力，不具备废

气的应急监测能力，应急监测委托有能力单位进行，厂内设有消防队

和应急救援小组。公司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时，应急监测组人员采

用自备便携式废气检测仪、COD监测仪等，对周边大气中特征因子

以及水中 COD等进行监测。

应急处置：根据物料泄漏事故情景启动应急预案，产生的事故废

液待事故结束后，视情况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表 3.19-3 现场应急监测能力一览表

污染源类别 监测仪器 型号 数量

大气污染物
氧气检测仪 AS8801 1套

便携式气体报警器 GC210 1套

水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COD）
快速测定仪

5B-3F（V8） 1套

智能消解器 5B-1F型（V8） 1套

表 3.19-4 厂内应急救援小组成员通讯联络号码

职责 姓名 手机

指

挥

部

总指挥 臧伟新 13770661221

副总指挥 王良 15851916398

应

急

救

援

小

组

抢险救援组长 李国良 18752290548
消防灭火组长 季定文 15161937649
救援疏散组长 殷瑜 18951740789
环境监控组长 苟娟娟 13701491810
善后处理组长 杨国生 13912592508
后勤通讯组长 杨国生 13912592508

24小时值守电话 0515-89606388

3.19.2诊断结果

相符。绿利来公司已建立完备的环境应急管理制度，设置专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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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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第二十六条 （环保管理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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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企业实际情况

已建立企业环保管理责任体系，已明确各生产车间、工段的环保

责任，已落实考核及奖惩机制。

表 3.20-1 绿利来公司环境管理责任体系

1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2 环保岗位环保责任制

3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4 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管理制度

5 环境事故管理制度

6 环境奖惩管理制度

7 环境治理管理制度

8 “三废”管理制度

9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

10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3.20.2诊断结果

相符。绿利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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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考核及奖惩机制。

3.21第二十七条 （各类台账管理、自行监测制度、环境信息主

动报告和公开制度）

建立可溯源、能校核、全覆盖的生产合账、环保台账、现场台账

管理制废，对合账记录的真实性、淮确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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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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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企业实际情况

企业现已建立台账管理制度：目前已进行生产台账、环保台账、

现场台账的管理。已实行自环境信息主动报告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厂内制度、台账以及其他文档存放见图 3.21-1，信息公开制度见

图 3.21-2~3：

3.21-1 制度、台账等

图 3.21-2 信息公开（厂区门口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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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3 信息公开（网站信息公开截图）

3.21.2诊断结果

不相符。绿利来公司台账记录存在记录部分缺失等问题，暂不能

够满足可溯源、能校核、全覆盖的要求。绿利来公司全厂目前已构建

完备的自行监测、环境信息主动报告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3.21.3整改方案

绿利来公司针对《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

求的通知》第二十七条要求提出的整改方案见表 3.15-1。

表 3.15-1 整改方案（第二十七条）

存在问题 整改主要工作 负责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拟定投资费

用（万元）

台账记录存在记录部分缺

失等问题，暂不能够满足

可溯源、能校核、全覆盖

进一步完善台账

管理、规范台账

记录。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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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绿利来公司全厂

目前已构建完备的自行监

测、环境信息主动报告和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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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问题整改提升任务

江苏绿利来股份有限公司环保问题整改提升任务汇总见表 4-1。

表 4-1 江苏绿利来股份有限公司环保问题整改提升任务分解表

条目
相符

性
环保要求 问题清单 整改方案

整改

责任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整改资金

（万元）

（一）总体要求

第七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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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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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二）工艺装备

第九条
不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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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线、原辅料及产

品、主要设备、环保设

施、排放口的相关信息

清单没有报园区及地

方环保部门备案。

将相关材料整理后报

园区及地方环保部门

备案。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1

第十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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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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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相符

性
环保要求 问题清单 整改方案

整改

责任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整改资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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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废水治理

第十一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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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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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利来公司实现了清

污、雨污分流。应急池

容积满足应急管理要

求。已编制了初期雨水

精准化管控方案。

/ / / /

第十三条 相符
完成废水特征污染物识别、衡算及

筛选确认工作
/ / / / /

（四）废气治理

第十四条
不相

符
产气场所废气设计收集率不低于

90%

各车间无明显的无组

织废气排放，反应釜和

真空泵尾气均能够有

效处理直接排放；包装

单元 VOCs未实现密

闭操作或废气有效收

集，废气收集效率不足

对车间集气罩装置进

行维护改造，对包装

单元 VOCs进行有效

收集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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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相符

性
环保要求 问题清单 整改方案

整改

责任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整改资金

（万元）

90%

污染物总体去除率不低于 90%并

达标排放

部分废气净化工艺较

为，净化设备符合设计

要求

/ / / /

第十五条
不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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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界 VOCs及恶臭污染物浓度达

标。

有部分 VOCs未收集。

对车间集气罩装置进

行维护改造，对包装

单元 VOCs进行有效

收集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缺少对恶臭污染物浓

度的监测

复产后一个月内签订

委托监测合同，且应

包括厂界恶臭污染物

的监测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第十六条
不相

符

废气主要处理设施均采用自动化

控制

已完成自动化控制的

改造，能根据使用工

况，实现自动调节、自

动加药，废气治理设施

可实现数据远程传送

至厂内中控平台。

/ / / /

（五）固废处置

第十七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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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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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相符

性
环保要求 问题清单 整改方案

整改

责任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整改资金

（万元）

第十八条
不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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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尚未开展土壤和

地下水环境监测。

尽快开展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监测，并进行

评估。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50

第十九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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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第二十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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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六）监测监控

第二十一

条

不相

符

废气排放口、厂界安装在线连续监

测系统

厂界在线监测系统尚

未安装。

复产之后一个月内安

装万成。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40

监控系统安装自动加标质控装备

雨水、污水在线监控系

统无自动加标质控装

备。

监控系统按要求加装

自动加标质控装备。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20

第二十二

条

不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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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设置工况监控，监控数据实

时传输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已设置中控系统，但监

控数据未能实时传输

至园区环境信息管理

平台。

园区一级平台建成后

一个月可连接至园区

环境信息管理平台。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40

（七）风险管理

第二十三

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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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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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相符

性
环保要求 问题清单 整改方案

整改

责任人

拟定完成

整改时间

整改资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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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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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第二十五

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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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八）环境管理

第二十六

条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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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相符

建立可溯源、能校核、全覆盖的

生产合账、环保台账、现场台账管

理制废

台账记录存在记录部

分缺失等问题，暂不能

够满足可溯源、能校

核、全覆盖的要求。绿

利来公司全厂目前已

构建完备的自行监测、

环境信息主动报告和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进一步完善台账管

理、规范台账记录。
周国平

2018年 12
月 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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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结合绿利来公司环保整改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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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利来公司环保整改方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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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1、环评批复文件、验收文件、备案文件

2、排污许可证

3、全厂平面布置图

4、废水设计方案

5、厂内废水废气监测报告

6、废气整治方案的封面、资质页

7、17年 LDAR监测报告及协议

8、副产品标准、鉴定报告、定向销售协议

9、固废处置协议

10、固废台账

11、委托监测合同、监测报告

12、专家现场核查表

13、企业现有各项管理制度

14、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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