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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雨污分流，清浊分流。

本项目高浓度废水经渗滤液处理站处理，渗滤液处理站出水水质满足《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 2 规定的浓度限值要求，及《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后

全部回用至冷却塔循环水，不外排。反渗透系统产生的浓缩液回用于石灰浆配置系统，

纳滤系统产生的浓缩液经收集后回喷至焚烧炉内焚烧，不外排。

低浓度废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各污染物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

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后全部回用，

不外排。

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排水为清净下水，外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市政污水

处理厂深度处理。

全厂仅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清净下水经总排口外排，外排水量 100m3/d，外排清

净下水水质为：pH6.5~8.5、COD 50mg/L、BOD5 10mg/L、氨氮 5mg/L、SS 30mg/L，

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三级及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要求。

14.8.3 固废

本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有两种，一种为一般废物，一种为危险废物。

一般废物主要有焚烧炉渣、职工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站污泥等。焚烧炉渣外委

综合利用；职工生活垃圾和渗滤液处理站污泥送焚烧炉处理。

危险废物为飞灰、废机油、废活性炭、废滤袋。飞灰经稳定化处理达标后送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分区填埋处理；废机油、废活性炭、废滤袋在厂内危废暂存间暂存

后，外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14.8.4 噪声

厂内主要噪声源为焚烧炉、余热锅炉、汽轮发电机组及各类辅助设备（如冷却塔、

泵、风机等）产生的动力机械噪声，以及项目垃圾运输车的流动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

采取的噪声控制措施有：（1）项目选择低噪声型设备，（2）将高噪声设备焚烧

炉系统、空压机、循环水泵、曝气鼓风机、烟气引风机、除尘器振打、发电机组设置

在专门的房间内，采取建筑隔声；（3）在空气进、排气口处安装消声器，烟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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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设备连接处采用软连接；（4）振动输渣机等设备基础装有弹簧减振装置以减少

振动噪声；（5）冷却塔安装导流板或降噪网，下部落水处装填料等。

合理优化垃圾运输车运输线路和运输时间，途经敏感目标处低速行驶、禁鸣。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厂界噪声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类标准要求。

14.8.5 地下水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对垃圾贮坑、渗滤液调节池、炉渣坑、渗滤液输送

管道等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以防止和降低污染物的跑、冒、滴、漏，将污染物泄漏

的环境风险事故降到最低程度。

垃圾贮坑内壁和池底采取防渗、防腐蚀措施，饰面材料满足耐腐蚀，耐冲击负防

渗水等要求，外壁及池底作相应的防水处理。

垃圾渗滤液收集、储存的运输设施采取防渗、防腐蚀措施。

14.9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

14.9.1 环境空气

（1） 正常排放情况

各污染物预测的小时浓度、日均浓度、年均浓度值都能符合相关评价标准要求。

按照 AERMOD计算模式计算，各污染物的小时最大落地浓度出现在焚烧工程烟囱西

100m处，位于厂内；日均值最大地面浓度出现在焚烧工程烟囱东北 430m处，位于

空地；PM10最大地面浓度出现在焚烧工程烟囱东北 70m处，位于厂址内。年平均各

污染物最大地面浓度出现在焚烧工程烟囱东北 380m处，为马洪寺药材厂（已废弃）；

PM10最大地面浓度出现在焚烧工程烟囱东北 112m处，为空地。

将预测值与现状背景值叠加后，各污染物的叠加值仍均能满足 GB3095-2012 二

级标准和 TJ36-79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要求，Cd浓度能满足南斯

拉夫标准值，二噁英浓度能满足日本浓度标准值。

（2） 非正常排放情况

所有 H2S、NH3、HCL的小时浓度预测值都能符合相应的标准限值要求。二噁英

的小时最大预测值能满足日本年均浓度标准值（0.6pgTEQ/m3）折算成的小时浓度值

5 pgTEQ/m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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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防护距离

根据环发【2008】82 号文的规定，厂界外设置 300米的环境防护距离。目前该

范围内无敏感点。项目建设符合环境防护距离要求。

14.9.2 地表水

本项目高浓度废水经渗滤液处理站处理，渗滤液处理站出水水质满足《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 2 规定的浓度限值要求，及《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后

全部回用至冷却塔循环水，不外排。反渗透系统产生的浓缩液回用于石灰浆配置系统，

纳滤系统产生的浓缩液经收集后回喷至焚烧炉内焚烧，不外排。

低浓度废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各污染物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

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后全部回用，

不外排。

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排水为清净下水，外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市政污水

处理厂深度处理。

全厂仅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清净下水经总排口外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市

政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不直接排放水体，对水环境影响很小。

14.9.3 地下水

拟建项目在正常运行工况下，不会对地下水环境质量造成影响。在非正常状况发

生后，应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项目在此状况下对潜水含水层的影响可接受。在强化管

理、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全部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本项目对地下水环

境的影响程度小。

14.9.4 声环境

项目建成后，通过合理布局噪声设备，采取有效隔声降噪措施，厂界声环境能够

达标。本项目 300m环境防护距离内无居民等环境敏感目标，故本项目建成后不会出

现噪声扰民现象。

14.9.5 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弃物均得到有效处理或处置，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14.9.6 环境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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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在事故排放时会存在某些潜在的环境风险因素，同

时辅助燃料轻柴油存在火灾爆炸危险，可能造成污染环境风险。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标准，项目不存在重大危险

源。

项目烟气系统设备故障可在 1小时内完成抢修，二噁英由于设备故障的事故排放

下，下风向环境空气中二噁英浓度仍能达标，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一日内呼吸入体内的

二噁英量低于《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

发【2008】82号）规定，对周围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有限，对人群健康不构

成影响。

14.10 污染物总量控制

本项目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因此，本项目不涉及废水污染物总量指

标。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指标：大气 SO2：27.0720t/a、NOx：162.4320t/a；废

水 COD：1.8250t/a、氨氮：0.1825t/a。

14.11 公众参与

建设单位（睢县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作为责任主体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工作。通过发放公众调查表结合举行座谈会、口头咨询和调查、在公共媒体上进行

项目公示等方式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共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 278份，其中，绝大多

数（274份，占 98.6%）受访群众赞同修建该项目，少数（4份，占 1.4%）的民众表

达了不支持的意见，建设单位随后对 4名持不支持意见的调查者进行了回访，对本项

目各方面进行讲解，2位持不支持意见的村民表示如果项目运行后污染物能够稳定达

标排放就支持本项目建设，另有 2位调查者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对于项目公示期间周

围群众提出的建议和要求，项目建设方睢县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表示将全部采纳，

并出具了意见采纳书。

14.12 项目环境可行性结论与建议

14.12.1 项目建设环境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是睢县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以解决睢县生活垃圾出路

问题及垃圾填埋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问题，有助于在总体上改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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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环境质量，实现废物资源化，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选址符合当地相关规划、国家标准、规范等要求，生产过程中采用了清洁的生产工艺，

所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可行，能保证各种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的排

放符合总量控制的要求，预测表明该工程正常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和环境保护目

标的影响满足标准要求，环境风险可接受。

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评价中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和要求的前提下，从环保角

度分析，评价认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14.12.2 建议与要求

（1）本项目焚烧主厂房外设置 300 米环境防护距离。防护距离范围内的土地禁

止建设居住点、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也不能建设食品加工、药品、化妆品等对空

气环境质量要求高的项目。

（2）安装烟气在线监测仪自动监测、自动记录全厂废气排放情况。并将自动监

测的数值化结果与环境管理部门监测系统联网，监测数据在厂区门口用电子屏形式公

示。二噁英每年定期进行监测。

（3）由于环境保护要求愈来愈严格，建议建设单位考虑预留进一步脱销（如：

SCR法烟气净化设备）装置位置。

（4）加强与影响范围内公众的沟通与交流，定期公布项目所在地周边的环境质

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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