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脚铁企东隅偏剧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万嘟嘟懈础含辛拥项目

竣工商嗤倒问撇见，

2018年 12 月 21·1 ，嘉峪关金东阳孙保缝制ti限咙任公词曲：£i峪1：南纠织召开 ｛＂那

峪关合东ITT~；保tUHI'跟I!!仔公司年产4/J吨旷价仰循环缆合利用项目”MJT.环境｛灿、

槌i&0'U, I加会议的有ik1'2 码再也一附关剖‘阳外保理Hli限制公词. rn;i蝙如lt'ri

{,i; Jt以it方 ＼H自坏仅有限公审J. 价收揣测lft!I－甘南华航刘、保科l立 li限公坷， .g峪）~

市”、域自~t自M＆特邀，~~Jill面的ft~， J飞 10 人｛名单UJ .IJ ), 

会Ill£ 业7 ，怆收小组，；(1~ E!Jit品应付f钝盗．会议听取f嘉峪关企东阴间·保~材

何限或ff公司对该项剧实施情况的介绍.（.o Lr >II华州环保树枝干J限公uJ:M项目嫂下驰!II<

lY.i测割（',!i的ill且，！驳收l!IX4照“问：侃侃＂ J·发布 oui.ttrn俊T.环境保护¥l伎俩行J>it.>

的公妇”（肉环规环li'l'f201 7]4 哈）， （碰设取U竣工环现tr哦收技术指院 t1$影响荧》，

f直照闵絮有关法附1;,11、 ii'.设项目tl!.1.抓挠保护雄收！1卓然范以及项目环仰文件招环i事

ψ！1tt. 9/.号串］自求，涵址认1'0JiiliJ、评议，形成吩收意兑如下：

－、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 I ）理设地鼠、 i!ll模、 主要程设内容

本项目位干部峪关市娼.It工业liillx金华条路Jt侧．』显州嘉峪关rli亨汹旷业役负1i』A

K任公，IJ院内1且’自阙 \tJ持地 f制饿和网].\I.附件 l） ， 厂区中心点－$.际为 F.911°15’19.0' ,

N39'.5『40.6＇，现fl.It倒是：：：~~含金公司，肉’自金华ti'&，两侧且饵l!矿~公司，非

侧~ti六、2炼公itJ, 1~n刷i,n｝干辑与原协槐影响l＆仿 lSA1比,C变化．

本项目属于Mil!项目，以旷滥、’由刽)l!J , ffl粉沟r,(料， a~隙li' 11：产线 2条. l'i!?电

2 窑（－1动J.11料系统、 2 臼 4-S 吨熔体f小时的冲天炉、 2俗成ff系统、 2 'if巢阳在＃，.锐、 2

"t担保式输送系绞‘ 2集团化市’最统、 2 瓷内功纵愤切割草统、 i 鑫，·1,Ji打包装机系伐铮

尘必段备．项Htt!峨鼠”14：户：rnrH由2氏和旷消闲It{户Ab 4 hill!， ’k产J：艺为3 届i:ll碍

化－电童歌－』u.i-tr~＂－网化··切~也钱， ：t产产品矿，，.锦级.flllfi由刷扳．产品个部外

售. m彻实际调泣， IP!A 串起ijftil,t规模， ’在产J.艺 1)l·Hf 设划生，··· Jlt慌T.l -i1 Ai发

坐觅，气变9.!.

(2）建设i:.t程A岛；fi!审批俯况

201 6 年 7 月 1 2 Iii峪关市工业和价息化.（；侃会以＂工俗｛挤） 120161 10 号文（Jk



峪关m工业和喘息化委员会关于对I峪关金东阳环保:ttA才有限责任公17｝~产 4 71盹旷

谊梢循环综合利用J]i 日备案JT:i己的通知＞ x,t该项｜÷｜进行了备~!ti己， 20161j!RJ:J}:6＊吕关

~＊＇阳环保｝t材币．阪货任公f可委托.ltJiL

保ill材有限责任公副句：产 4 万脏8＆‘渣棉循环综合丰iJHJ项日环填影I街f民巳．．｜$》， 2016 年 12

月 8 日 ， 嘉峪关rll环榄保妒j司以ii环评:\l:(2016]142 弓文 《犬于Ml峪关~~民阳邱保ill

rrn限资任公司午，产 4 万吨矿泊棉循环综合利用项H环挽影响报伪，，~的批绍｝对该建

设项M予以批11，同ij该项目建设．

该项1-1 :f 2016 年 10 月开二［it设， 20 1 8 年 8 月 ijll'.！完成， 20181)(9 月进行调试’｜·

飞识,. 

o > lltmml)I. 
本项目环评设计总投资 3395.S i'i兀，其中环保投资约203.9 万元．占总役资的 6.仍ι

环保投~－t~Jflf·生rl，废水、废气、噪声防治、肉体废物肋治．月1[1 实向、Ill设过程中总

投!if 3500 ti元， lM•环保投m 2ss 万元，占总投资 8%, li,JJU !I!~主!!l!用于废气if1lll!上：

项目il!J过程’｜’环保资金投入到位，落实条目明确．

二、工程变更情况

X-lll« ,t,: l'Jii N环w及批:\l文件， f!ilH实际建设内窑未发生ff(）；；交\f!.

三、 环镜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 I ）有组织废气

①洲’天炉燃烧股气

本项目有两条尘产线，运行i立缸中原材料采用冲天炉~n热熔化，以兰i旨为燃料，｝叶’

天妒ill Ii'过程中产生的1：必衍;IH吕为烟尘、 SOi、 NOx，本项目Jt,t~t·矢炉运n时产生的

疵’1采取it；现措施为：每台严，吠挥’产生成气4牛肉经过－i “多11'旋风除尘；带＋电射性水汾＋

有1l费I·~~糕” iC流后i!入－Tgiji式双减rt;『n电硫i持叫阳排气俯rt放．

②m梢废气

本项目运行时. m仰系统捕狼俯『Jill的废气叶’：1:§J!为份有制约剂的短棉纤1世粉锐利

游~肉自、 游离隘的1世尘，然梢机f'i/.于负应xt密闲除尘室内：＊项目统棉系统iiltrff1产尘

的废气采取治理梢施为： as棉应战气！＇£ 2 段沉向fJ植＋活性炭1贝日0带1争ft+l5m il'li徘气衍ti!

II{. 

·’- 



＠｜叫ft f.lN自气

4民~J'.l{用准惋忡R自淤 I'll!由胶作为输给剂．这li'M程中产生的；！.'frj!4!物为游离阶．

1排~僻的l:.t尘．本项目网化系统运行时产生的废气来l[,trf,~11,1施为：凶化l丑梭’＼tf双f

；~位~吸附J幸冷化后经恨 15m 商排气筒排放．

(2）无组织废气

。〉腺斜邻国l及i料产’L削弱1:

项目运营J剧在lii1~tf.坦白仰λ1也』t 1-t斗过得中食产’l飞立自1m19’l：，项目创？.Ii:!阜＇ o't封

闭式Jt,飞利棚内进行．对上钊门来Iii f密rm自施，同时向十原树米淤地调钢厂以使尚本)§i

Htl!i，郎”亦内不送行犬镜~－p雄衍， J辅以目i.'.M冒雪水｜革敛，降低了该部分粉’l\(l!Ji<

1年簸．

@t)J刷粉尘

’t产t！切自：，JJJt-19.tli m切‘纵切，｛ti虫过程叶’会产生tf统粉尘．项11 tm.,1”－，~tm处

千布温状态，采用以冷ma在．产生的含尘r/.i气通过tJJ,.~系统自命的执＇｛i收钱后边入!I!

棉’自始l'f

③骸w粉’J>

l?Jil过程产生的憾地．班次，11,t手tlJ.边l司收系统峨!,f后归llttt-＃＇.栅系t.li., (±ill碎i.:t.!.? 

巾会产’i少i量的纤他粉尘. i)过租金~(f.密创年（uJ内址衍， ,{tj量制与出科过fl小宵少目

的粉’l：外fll逸俄．

(2）废水

本~n借i革则生产过翻中设备冷)Jiff!水循孙位朋．不外111, ~毓赘.i.孙Acfll水淋ft.

p位系统仓储／$$.似tG. J血战擅自量水循环．不外i非．职工4.活t亏本份化，）＼池。衍”）颇处

理后. :.l'.朋lli峨t;;Jl'梢k.￥.嘉峪头illt亏水'l'\'J理处污水处111!系统处理．

(3）蝶)II

本顶nm行则吩庐P盟主i:!为各类如lVl、 E尊心机、 :z服fft. l:JJ倒过t.'饥饿设备~钉产

生的喋JI！，.顾问fl设｝剧对南销声设备如l风机、离心机、 ~！kUl~'.Co!锐减~！协JI *rtα中

间内．馁’ill!筑附户，降低嗦卢外tfl囔卢级．网’！对每个严峡设备之间滋Ir ｛合理的＇！＜

饵，曲！怜命相l豆的离；离＇ iB兔γi操阿叠加彤响： li!如jlf ilt各地ti伽护．保势，确保设备

处于良／！｛的i革轮状态， :i兔 J’设备不正1且运1号）＂•尘的高噪声现象．

<4) I刘体饺物

项目’背Jz,WJll,J体废物 I:~包M·般网股：＆他~废吻．其中－熊!Nt曾有朋 1:1'.I,!; I世l比

• J. 



且是油料此残次品、离心机id球、算’滥、脱!ill{i膏、废弃也级斗’： 危院院锁在~为朱娥的

活tt~.

( I) －般机lfi

项目•：；'i:\'则产先$.情i在圾份！也肉侬说组织梢梅小收』再后运牟绑耐i犬j,;_rf,-J,)t战lit

i理JliltiJ'l：市常牛产过付中产似的地111'4、残次$1,位I·唱收后在贼部系统泌行践栋， j高』i

l•I用才－j草棚采线，用十!I!产：剖’夭炉运衍时户生的炉itr.‘离心机产’｜．的r!(J草、除’｜丁系统

产生的除’t灰经收集后纹’，.收Jtli]何ff在l7ilt!t1却存闷． 定lit后外1与（171~串：的.9:!*1,

F.!t审illf产’1的脆硫石膏g._过fh.混机挤压般水后外~做创制原割i 产生的应了F包筑物很巾

收』最后外1!I废品收购筋．

( 2）危险饺物

项目运fi＇过棋中艰巨i，~位淤吸附陈， ii怜~吸附I再产牛的~t,i;性决树存在nx·内已

停地说元成的危峻f'U导间内，已经于玉门市涧洋环保，，1生1握自重新位术·lfm公司？；.址：他ft

协议｛附件 6), )i[fit向对方越行扮~处嫂，

四、施工摘自环榄保护编施JI实情况

项阴间；,r＆批货文件，m足施r则环城保川吕』在基本i&l实，施工JOJXBf众役w唱fh

现场采1x.现遣回环境问题．

五、污援物达标＃靠自虫情况

2018 年 9 月 20 日·21 日， U』』.Jil/lf.l环保fl技手ft:!{公”i);.!J .禀峪关金＊阳环保温！！~

命阪页任公，4年产 4万附矿ii锦循环综合利m项目” f号!li'源远行f揣测. ~吕测则向该1南

日1-1 ·.严il!lftll环保设备均宽1if稳定ikff，斗L掉J'.J:l＇负｛:j为i!剑 75.2%， 符合环保竣工验

收监捎！ f)R. 得r;~M监测ttl果如卡：

(I) ni气

。~t·世t炉艇’t

i梅”纷身u旺明：本项Ii冲夭~... ，气总nu废气仿、十i1l霞戴河沟42162Nm恼，排放

废气'i I粉尘的报折~商浓度为 93.8mglm飞 ·．枫化事Lfi'1Ja1fif7,β，m贬为 542mg'm育，氮氧

化物的ij折31' (Ji tl< If为 117mglrn1, tl)尘、－TI化疏的tltS'｛浓皮均低了F (T.也炉稍大气

f~ll:t电IC ，血怀at》（ (ii)”78- 1996）中袋 L ~ 4 -:tilt;τlit限倪；~氧化物、的111.血i扫

庭满足｛大气污知1可综合停放标准’（G816297-1仰非）点2中－级标准跟他＇求．根据

. ; . 



监测l'llls位~：该台环保没施别粉锐的t,;除嘟为 98.9%，刘J氧化硫『J 1?除)ftlJ~ 77%, 

刘llil氧化物的去除串为 72.2'4,

~挺仰ttl,t'{

监洲tt果灰明s 本项目巢棉啦段’L总1-1-0 t量’ lt，小干部L鼠fili!li为 l 2J44Nm1i11, ij.自t

ti!气中ltl"Hfl尘的政商浓度I') 27.4mwml，叩怪的报商浓度丛J 1 3.9mglm；，盼炎ltf于物

的i量高i程度为 37mglm1， 旷衍粉’i丁、 qi脏、自由3的化台仰的排放浓度均低T <.A：气污~~物

综合If放pf.ifl;》 ((lBI 币297-1996）衷 2 中...：tAtt,i，推限！／｛.

(.1）囚化」L序股气

1监测t~织农咧z 本项H~棉布废气总斜口肢’（串卫千i!fiJil:Ja＆旨为 7,1520Nm】＇lb，排放

fl:.气巾＇！＇ill的最高浓度为 9.2mg/m1，盼炎化合物的最高浓度为 21mgi时， 甲段‘自＃类化

t斗~的排放浓度均低千 4大气t,;;!4i物综作J1t放标准） ((jlJ16297-1996) :1< 2 小钱标准

自Hι

＠兀组织废气

l监测mm袤叨，本项H I；风向对照点为组织废气顿N物u放浓lllfilJ,;为 0.4 I 2mg/m3, 

F风向贱控1'.i;t组织废气极校物ff.h血浓度i）..：为 0.S2Jmgl时， 对组织废气烦$生物的排放

浓度稿；已 （大气污!;i物综合排放标准） <GBl6297·1仰6）巾粮f且物无组织恃炕浓度限值

的要求（ I.Omglm1), 

(2）噪1钝

l监事电育娘褒明．监测期间广界四周东倒、刷4晴、 iJlj倒、 jt倒4个~测点位nrr.J , ~ 

r，~J 掷地户’的附测结棍，牛毛问~）hQ大 56.0dB(A），夜1叫喊)It~大值 43.创D(A），均111; l 

(T.叶t企业jφ界孙填噪卢It放限｛l'O < cm 12348-2008 J 中 3 占电区你推日l侦il!i,

六、项目建设对环缆的影响

ti阀伐， *1l被项目k耍r1!r:!汗IP自设施.ISJt在环t'f-'111~也成． 局部巡ti f优化，企业沁

司与物符{t扪关ti Iii标准IJR，本对外孙挽造成明。不非1JJ.f榄能哨”

七、 环JI管理II实

该项目您i\tWJrnl!精行 f环线保护tt惟~ij及各项戚或制度，满足“三j;;J时·· 制成规

范， ra实7lfm~响很η1斗串1怜WI比1：中徙出的备再iJ;f‘保i白哥哥仿他．并刚出实际梢况对

环评I自自也i!HfT优化建设：厂区内生产设施‘环保设施也行在1,\' : i6常恨位制定有；~’F



的厂Ix环魄臂l'l，例度． 实行资ff.到人制度．轮Mi!H i' jig检：生产主i程中产生的各类归废

均得到台1队有放的处纯处置：~n io ~ JUEtifr污水倒t~地 06m1) f由处到1后．定期

rb吸to;中·1由远：吕京峪关市污水管础处污水处理系统处现；；J4J水‘环保伦瑞m水循环怯)fl.

不外tJ：消防设施i设元始，生产区池i面已全部硬化．

八、验收篇论

j喝过现场tani生耳tB环保设施的’也ljttJ)lifi'情况，＊阅11·核实有λ货非｜．房liti义含

东阳lf保il!H有隙责任公叫~产4万吨矿泊拥循环综合利ltl底 II ，按照lfW .iC仰和IJ中计

批!ii求自J费了15，提防治拍烛，项目建哎了相应的环保管现制度，环保~1ULl1J健全－

8生｛性报价符合建设项目竣t环城保护验收蚀术规饥间应JJtEl il!l过同：保险收．

九、要求和踵诅

（”’｝怨设总也丁：l.il!-)j;f改J割完待的要求

①l明J,x,J.1.f、保设腑的ff础．确仅环保设施稳定JE~括Jtfr，做到达标排放．

｛一）刷t磁测拟也就完串串内容

⑦对依托1现rl"i.tt筑物m行细化说明：

②侬lW环Wlfft复细化环保1U富的姐说r1r况调药；

®~；；1号始收监测mt吁及相应的｜划件、附件．

…科飞
糊 、~／ JJv ＇’ 号tf1代－；，，－，，叶

其他粉刷I },', •ix 卫处￥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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