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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废物综合处理工 

程（物化阶段性以及填埋）项目废水、 

废气、噪声及其他环保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1 月 18 日，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工业废物综

合处理工程（物化阶段性以及填埋）”废水、废气、噪声及其他环保设施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小组由验收监测单位、环评单位、施工单

位等单位代表，并特邀 3 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 

验收组经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并核实了本项目建设环保工作落实情况，

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南京江北环保产业园内建设 3 万吨/年物

化工程、2.5 万吨/年填埋工程项目。 

（二）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 2016 年 6 月由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环境影响

报告书，并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取得了南京市浦口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复(浦

环建 [2016]8 号)。项目于 2017 年 1 月动工建设，并于 2019 年 2 月完成建

设并开始调试。于 2019 年 1 月 2 号申领了焚烧部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江

苏省环保厅，2019.1-2019.12，证书编号：JS0100OOI573）。 

焚烧项目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公司通过废水、噪声、废气的自主验收，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的固废验收（浦环验 [2019]7

号）。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投资实际为 4.0412 亿元，本次物化及填埋项目实际环保投资为

5704 万元，占概算总投资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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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物化工程包括废有机废液（HW06）10000 吨/年、废乳

化液及矿物油（HW08、HW09）3000 吨/年、废硫酸液、废盐酸液（HW34）2000

吨/年、废碱液（HW35）2000 吨/年；填埋项目包含焚烧处置残渣（HW18）、

含铬废物(HW21)、含锌废物(HW23，仅限 336-103-23、900-021-23)、含砷废

物（HW24）、无机氟化物废物（HW32）、废碱（HW35，仅限 251-015-35、

261-059-35、221-002-35 及 900-399-35 中碱渣)、石棉废物（HW36）、其他

废物（HW49，仅限 900-039-49、900-040-49、900-041-49、900-042-49、

900-046-49、900-999-49)、废催化剂（HW50)合计 25000 吨/年，填埋场库

容约 17.5 万 m3。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项目对比环评及批复内容，存在变化情况但不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主要变动情况详见表 1。 

表 1 项目主要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种类 原环评及批复情况 调整后实际建设情况 

1 
危废处置种

类和处置量 

基于南京市2014年危险废物产生情

况，确定了本项目各类危废接收处

置量，具体见 2.1 节。 

建设单位严格相关规范标准，特别是入厂鉴别、

配伍、预处理等流程，取消填埋处置过程中各具

体类别的规模限定，焚烧处置危废种类和总规模

以及填埋处置危废种类和总规模仍保持不变。 

另外考虑到物化处置中废盐酸、废硫酸废物的性

质相近，并采用同一套设备处理，可不再细分废

盐酸、废硫酸规模，两者总处理规模仍为 2000

吨/年。调整后全厂危废处置类别和规模见表

3.2-1~3.2-3。 

2 
填埋物入场

要求 
仅明确含水率等指标 明确有机汞等 14 项指标 

3 
危化品及危

废储存容量 

1#和 2#贮存车间（仓库）总建筑面

积 6048 m
2
。3#贮存车间建筑面积

1980m
2
。可燃废液和柴油储罐区设有

8 个 10m
3
储罐，物化处理系统也配

套储罐，具体见表 2.7-1。全厂危化

品及危废总储存容量 11319.6m
3
。 

项目建成后，1#和 2#贮存车间实际建筑面积分

别为 4250 m
2
、2635 m

2
，层高和层数均未发生变

化。3#贮存车间建设情况与环评一致。可燃废液

储罐区单个储罐容积调整为 40m
3
，物化废液储罐

区减少 1 座预留罐。全厂危化品及危废总储存容

量 12464m
3
。 

4 

物化车间、

污水站、物

化废液罐区

无组织废气

收集、处理

措施 

物化车间无组织废气收集风量较

小、集气范围小；经真空水环泵排

放的不凝气未考虑收集；污水站、

物化废液罐区废气未考虑收集 

物化车间废气处理设施为：负

压收集+卷帘除尘器+喷淋洗涤塔+

光解氧化除臭塔+活性炭吸附” 

经真空水环泵排出的不凝气、物化废液罐区废气

和污水站废气接入原物化车间废气处理系统；东

侧和南侧增设了 4 个设有轴流风机的吸风口，强

化负压集气效果，经 2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

与物化车间废气合并排放。 

物化车间废气处理设施为：负压收集+喷淋

洗涤塔+除雾塔＋光解氧化除臭塔+活性炭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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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废气收

集、处理措

施 

对实验室产生的废气设施未作明确

说明，无组织排放 

实验废气新增两套活性炭吸附装置通过两根排

气筒排放 

三、环境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1）废气 

物化车间产生的不凝气、污水站废气、物化废液储罐区废气分别经收集

后，轴流风机排气经 2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一同进入“喷淋洗涤塔+

除雾塔+光解氧化除臭塔+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置后通过一根 30 米排气筒合

并排放（FQ1）。  

固化、稳定化车间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碱液喷淋+除雾塔+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25 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FQ2）。 

实验废气分别经两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均通过 25 米高排气筒排放

（FQ3、FQ4）。 

填埋场产生的恶臭气体无组织排放。 

飞灰、水泥、粉煤灰等在进料时产生的粉尘通过仓顶过滤装置过滤后通

过固化车间车间门窗或排风扇等无组织排放。 

（2）废水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物化车间单效蒸发器冷凝水、物化车间有机废

水、渗滤液、洗车排水、厂地冲洗废水、化验室废水、喷淋洗涤塔排水、初

期雨水及生活污水。以上废水收集后进入厂区污水站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于

生产。废水采取“芬顿氧化+絮凝沉淀+水解酸化+MBR+NF+RO”等工序处理，

设计处理量为 350m3/d。 

（3）噪声 

项目主要的噪声源为各类泵、风机等，采用隔声墙、减振垫等措施。 

（4）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产生情况：各类无机污泥、滤渣、单效蒸发器产生废盐泥、各

类有机污泥、滤渣、有机冷凝废液、废水处理污泥、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

炭、实验废物及生活垃圾。 



 4

固体废物处置情况：本项目产生的无机污泥、滤渣送往二期工程(危废

填埋场)内固化并安全填埋处理；物化处理系统产生的废盐泥转移至有资质

的刚性填埋场进行处置；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实验废物、废水处理污

泥、有机冷凝废液等进入本项目的焚烧车间焚烧处理。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

部门处理。各类固废合理处置。 

（5）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①环境风险 

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针对全厂编制应急预案，公司

环境风险等级为重大环境风险，于 2019 年因变更法人等信息重新备案，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取得备案（备案号：320111-2019-016-H）。公司风险防范

措施基本完善。 

②在线监测装置 

清下水排口设置在线监控系统，监测因子包括 COD、氨氮、pH、流量。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①废水 

项目污水站 COD、SS、氨氮、总磷、石油类、砷、氟化物的去除率分别

为 59.6%、89.7%、98.4%、98.4%、48.5%、93.6%、87.4%。 

②废气 

项目“布袋除尘+碱液喷淋+除雾塔+活性炭吸附”装置氨、硫化氢、氯

化氢去除率分别为 39.7%、43.3%、43.8%。 

（2）污染物排放情况 

①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用废中 pH、COD、悬浮物、

氨氮、总磷等日均浓度均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中表 1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洗涤用水水质标准，清

下水排放符合省内其他项目排放清下水限值要求以及地方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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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物化车间、污水站等氨和硫化氢排放符合《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标准，VOCs 排放满足《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DB32/3151-2016）中标准值。 

固化、稳定化车间氨和硫化氢排放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标准，颗粒物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 

实验室氨和硫化氢排放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

准值， HCl、非甲烷总烃排放符合《大气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2/3151-2016）中标准。 

厂界氨和硫化氢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标

准， HCl、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二级标准， VOCs 排放满足《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2/3151-2016）中标准值。 

③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 类区标准的要求。 

④固废 

固体废物的处置方式均符合环评及批复的要求。 

⑤污染物排放总量 

经核算，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环评和批复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监测，项目所在地土壤环境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 18-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项目所在地所测点位地下水中高锰酸盐指数、硫酸盐、氟因子满足《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要求，其他因子均满足Ⅲ类及以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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