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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由来 

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环保公司，位于兴化市茅山镇工业集中

区，总占地面积为 79 亩。主要从事工业固体废物的运输、贮存、处理处置以及综合利

用。2013 年 10 月，经江苏省环保厅（苏环固[2013]56 号）《关于对泰州市惠民固废处

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的备案意见》备案（见附件 2），着手筹建泰州市惠

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有关法律法规， 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4 年 9 月泰州市环境保护局（泰环审[2014]30 号）《关于<泰

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予以批复

（见附件 3）；2015 年 4 月经泰州市发改委（泰发改核[2015]139 号）《关于核准泰州

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的通知》予以备案（见附件 4）；2016

年 7 月第一次取得江苏省环保厅核发的焚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JS1281 OO1545（见附

件 5）；2017 年 7 月取得泰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物化、污泥干化、线路板破碎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 JSTZ1281-OOD008-1（见附件 6）；2017 年 10 月第二次取得江苏省环保

厅核发的焚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JS1281OO1545-1（见附件 7）。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环境保护

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公

告（2018 年第 9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等文件的要

求，受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的委托（见附件 1），江苏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查阅资料和现场踏勘，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7 月实施了现场监测；在对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调试、管理及其效

果和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调查、验证、监测、分析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泰州市惠

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报告》。 

1.2 项目情况 

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占地面积 36641.3m2，建筑

面积 19349m2，绿化面积 2100m2；总投资为 23000 万元，环保投资为 2880 万元，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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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 12.5%；处置规模 8.1 万吨/年，其中：焚烧处置 1.8 万吨/年（30t/d 回转窑焚烧线

2 条），废液物化处理 3 万吨/年（有机废液、酸碱废液），污泥干化处理 3 万吨/年（酸

洗污泥、含铜污泥），废线路板处置利用 3000 吨/年。项目包括配套的污水处理、消防

泵房、废气处理等公辅工程。 

项目建设情况见表 1.2-1。 

表 1.2-1 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建设情况表 
项目名称 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 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兴化市茅山工业集中区 

场地中心纬度 N32°45′13″ 场地中心经度 E120°1′46″ 
项目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N7723 固体废物治理 
占地面积 36641.3m2 绿化面积 2100m2 

资质审批部门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泰州市行政审批局 批准文号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JS1281OOD1545-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JSTZ1281OOD008-1） 
立项部门 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文号 泰发改核[2015]139 号，2015 年 4 月 

环评单位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2014 年 4 月 批准文号 泰州市环境保护局（泰环审[2014]30

号），2014 年 9 月 
总投资 23000 万元 环保投资 2880 万元 
开工时间 2015 年 4 月 竣工时间 2016 年 4 月 
调试时间 2016 年 8 月 1 日 排污许可证 待办理 

现场监测时间 2017 年 12 月 18~19 日 
2018 年 7 月 12~13 日 报告编制时间 2018 年 8 月 

 
1.3 验收监测目的 

通过对建设项目外排污染物达标情况、污染治理效果、总量控制情况和建设项目

环境管理水平的调查，为项目验收及验收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提

供技术依据。 

1.4 监测工作内容 

⑴ 检查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各项环保设施的实际建设、管

理、运行状况以及各项环保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⑵ 监测分析建设项目废水、废气、噪声等排放达标情况。 

⑶ 监测统计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指标的达标情况。 

1.5 验收范围 

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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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 国家相关法律、规范和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十二届主席令第九号，2015 年 1 月 1 日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三十一号，2016 年 1 月 1 日施

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版，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正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 77 号令，1996 年 10 月 29

日）； 

(6)《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2011 年 2 月 16 日修订）；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2017]682 号令，2017 年 6 月）； 

(8)《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制度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408 号令，2016 年修订）； 

(9)《国务院关于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的批复》（国函

[2003]128 号）； 

(10)《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11)《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 号）； 

(12)《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 

(13)《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14)《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 5 号令，1999 年 6 月 22 日）； 

(15)《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环境保护部令第 39 号，2016 年 8 月 1 日起

施行）； 

(1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17)《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1 

号）； 

(1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第 9 号

（2018 年 5 月 15 日）； 

(19)《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1）199 号）； 

(20)《关于加强二噁英污染防治的指导意见》（环发[2010]123 号）； 

(21)《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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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发[2014]197 号）。 

2.2 地方相关法律、规范和要求 

(1)《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2004 年 12 月 17 修正，200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29

号，2009 年 9 月 23 日）； 

(3)《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12 号，2012 年

1 月 12 日）； 

(4)《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5 年 3 月 1 日施行）； 

(5)《江苏省危险废物管理暂行办法（1994 年修正）》（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49 号）； 

(6)《江苏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江苏省环境保护厅，1998 年 6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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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政

复[2003]29 号），2003 年 3 月）；  

(8)《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 

(9)《关于加强新建、扩建危险废物综合性集中处置设施管理的通知》（苏环控

[2001]52 号）； 

(10)《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监测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控[2002]56

号）；  

(11)《关于规范全省综合性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建设的通知》（苏环控[2005]61

号）； 

(12)《关于规范全省医疗及危险废物处置建设项目审批的通知》（苏发改投资发

[2005]1267 号）； 

(13)《关于江苏省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情况

的报告》（苏环控[2007]1 号）； 

(14)《关于印发<江苏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环规[2011]1 号）； 

(15)《江苏省关于切实加强危险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苏环规[2012]2 号）； 

(16)《江苏省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 

(17)《关于切实加强危险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苏环规[2012]2 号）； 

(18)《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在线监控的通知》（苏环办[2012]5

号）； 

(19)《关于加强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3]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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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13]113 号）； 

(21)《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行业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

环[2014]6 号）； 

(22)《江苏省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91 号，2013

年 8 月 1 日实施）； 

(23)《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苏

政发[2014]1 号）； 

(24)《江苏省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行业环境管理要求》（苏环规[2014]6 号）； 

(25)《关于落实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准入的通知》

（苏环办[2014]104 号）； 

(26)《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准入审核的通知》（苏环办[2014]148

号）； 

(27)《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 

(28)《关于做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权限下放管理等工作的通知》（苏环办

[2016]51 号）。 

2.3 验收技术规范 

⑴《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志》（GB190-2009）； 

⑵《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1-6-2007）； 

⑶《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12） 

⑷《危险货物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12463-2009）； 

⑸《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 

⑹《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修改单（GB18597-2001）； 

⑺《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修改单（GB18598-2001） 

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⑼《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及其修改单（GB19217-2003）； 

⑽《医疗废物焚烧炉技术要求（试行）》（GB19218-2003）； 

⑾《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Z230-2010）； 

⑿《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421-2008）； 

⒀《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性能测试技术规范》（HJ561-2010）； 

⒁《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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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42-2014）； 

⒃《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HJ/T176-2005）； 

⒄ 《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HJ/T 177-2005）； 

2.4 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 

⑴《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江苏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2014 年 4）； 

⑵《关于对<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泰州市环境保护局，泰环审[2014]30 号，2014 年 9 月）。 

2.5 主要污染物总量审批文件 

⑴《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江苏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2014 年 9）； 

⑵《关于<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泰州市环境保护局，泰环审[2014]30 号，2014 年 9 月）。 

2.6 其它审批文件 

⑴《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JS1281OO1545，2016 年 7 月）； 

⑵《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泰州市行政审批局 JSTZ1281OOD008-1，2017 年 7 月）； 

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JS1281OO1545-1，2017 年 10 月）； 

⑷《关于核准泰州市惠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的通知》（泰州

市发改委，泰发改核[2015]139 号，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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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 地理位置 

泰州地处江苏中部，位于北纬 32°01′57″~33°10′59″，东经 119°38′24″~120°32′20″。

西南、南部隔江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四市相望，东临南通，西接扬州，东北部、

北部与盐城、淮安毗邻，全市总面积 5787km2。是苏中入江达海 5 条航道的交汇处，是

沿海与长江“T”型产业带的结合部。 

兴化市为泰州市下辖市，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部，地处扬州、南通、盐城

经济开发区中心，位于北纬 32º44´~33º16´，东经 119º43´~120º16´。东与东台、大丰为界，

南与江都、姜堰毗接，西与高邮、宝应接壤，北与盐城隔河相望，全市总面积 2393km2。

兴化市境内河流纵横，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其中的车路河，是丁溪场通招远场南官

河的一条运盐河。高兴东公路与京沪高速公路、宁靖盐高速公路、沿海高速公路、204

国道相接，宁盐一级公路、兴泰公路贯穿南北。1 小时车程内可以到达泰州火车站、盐

城火车站，1 小时车程内可以到达扬州泰州机场、盐城南洋国际机场。 

项目建设地茅山镇工业集中区，位于兴化市的东南部，地处兴化、东台、姜堰三区

（县）交汇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水路交通便捷。东与全国不锈钢之乡戴南镇毗连，西

与周庄镇、陈堡镇接壤。省级航道唐港河和兴姜河穿境而过，贯穿全镇东西的茅顾公路

东连宁靖盐高速，西接兴泰一级公路，与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时空距离均在 3 个小

时以内。该镇是中国戴南不锈钢产业集群重要的生产、研发、特流、信息、金融中心。 

兴化市茅山镇工业集中区由东西两个园区组成，规划总面积 6.0km2，分为东区和西

区，东区 2.0km2，西区 4.0km2，其分别位于茅山镇区东侧和西侧。本项目位于茅山镇工

业集中区的东区。 

地理位置见附图 1，地表水系见附图 2。 

3.1.2 平面布置 

根据长方形场地，将生产核心功能设施（焚烧车间）布置在场地西北部，贮存车间、

废液罐区、污泥干化车间围绕核心设施焚烧车间设置，其中贮存车间设置在东北部，与

焚烧车间窑头对接；废液罐区与污泥干化车间设置在焚烧车间南部（厂区中部），便于

废液焚烧和蒸汽输送。 

废气处理区布置在污泥干化车间西侧，便于贮存车间和焚烧车间料仓的废气收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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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初期雨水收集池（事故池）、污水处理区设置在厂区西南侧，靠近物化车间，利

于废水直接接入废水处理区；称量设施则靠近厂区物料出入口，废物卸料与贮存区相对

布置在厂区中部，使得整个工艺流程由中心向南北延伸。 

变配电间布置在厂区中东部，以方便服务整个厂区。 

行政管理区靠近厂区中东部的人流出入口，与生产区隔离建设。 

厂区设置两个进出口，分别为人流、物流进出口，人流进出口直接道路想通。 

平面布置见附图 3。 

3.1.3 厂界周围情况 

项目所在地为兴化市茅山工业集中区工业用地内，东侧 400m 为唐港河、南侧为瑞

美机械、西侧为宽代不锈钢厂房、北侧为农田，最近居民点为北侧约 900m 的徐富村。 

周边环境概况见附图 4。 

3.1.4 周围敏感目标 

项目周边区域主要为工业用地和农田，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古树名木，不

涉及生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无桑、茶分布。项目不占用《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

划》划定的生态红线区域，与项目距离最近的生态红线区域为戴南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位于项目东南侧约 11.6km 处。项目所在地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3.1-1，周围环境敏感目标

见附图 5，生态红线位置关系见附图 6。 

表 3.1-1 环境保护目标 
序号 类别 名称 方位 距厂界最近距离(m) 规模(户数) 功能区划 

1 环境 
空气 

茅山镇区 SW 1300 1105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

准 

茅山北村 W 1822 2617 
纪荀村 WSW 2500 3824 

徐富村 NW 1800 280 
N 900 420 

管东村 NNW 2250 480 
田家村 NE 1580 460 
光孝东村 ESE 1400 1500 
姜南村 S 2400 2518 
刁西村 NE 2720 200 
徐顾村 ES 2500 1432 
东孙沭村 W 2740 160 

2 地表水 
兴姜河 S 450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 唐港河 E 50 — 

3 地下水 — 项目所在地及周边 20km2 的范围内无保

护目标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93）Ⅲ类 

4 环境 
噪声 厂界 周围噪声敏感目标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 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