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 

凤凰产业集中区供热二期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10 月 15 日，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根据凤凰产业集中区供热二期

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

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意见（淄环审[2020]91 号）

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建设及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

司、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青岛环航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检测单位

—山东方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山东天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

位-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并特邀了 3 名专家成立了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

听取了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关于工程环保执行情况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情况的汇报，验收检测单位山东方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关于验收监测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了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审阅并核实了有关环保资料。

经认真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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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工业集中发展区淄博鑫泰石化有限

公司现有厂区内，建设性质为改扩建。建设内容为：在原有锅炉房的东侧空地上，

新建 1 台 130t/h 的高温高压水煤浆锅炉（3 号炉），并配套建设烟气除尘、脱硫、

脱硝系统和水煤浆储罐，其他的公辅设施依托原有工程，项目建成后现有两台

75t/h 的水煤浆锅炉（1 号炉、2 号炉）作为备用炉，备用炉在运行期间运行负荷

不超过 130t/h。工程组成包括：1 座锅炉房、1 座配电室、1 个水煤浆罐及配套的

供浆系统、粉煤灰输送系统和炉渣输送系统，拆除 1 座闲置仓库，并将现有渣仓

北移，灰库及除灰系统、渣仓及除渣系统、石膏脱水系统、生石灰制浆系统、空

压机系统、点火系统以及消防系统依托原有工程；公用工程包括供水设施、供电

设施、循环冷却系统、化水装置以及排水系统；环保工程包括：1 套“SNCR脱硝



 

+脉冲式布袋除尘+石灰-石膏法脱硫+湿电除尘”装置、隔音降噪设施等，油气水

喷淋设施、污水处理站、事故应急系统均依托公司原有环保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凤凰产业集中区供热二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 2020 年 5 月由青岛环航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2020 年 10 月 26 日

取得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凤凰产业集中区供热二期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4

月建成，环保设施同时竣工，2021 年 5 月进行调试运行，项目已办理排污许可

证（91370305773165341A001P），项目建设调试运行期间无环境举报、投诉和

处罚。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587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765 万元，占总投资的 3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凤凰产业集中区供热二期工程项目

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工程现状与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脱硫废水、压滤废水、化水装置产生的浓水

及反冲洗产生的酸碱废水(中和后)、锅炉排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的生活污水一

起通过管道排入淄博鑫达污水厂进行处理，污水站出水经过区域污水管道进入齐

城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油品卸车产生的有机废气、水煤浆炉燃烧产生的烟

气。油品卸车工序产生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 VOCs、苯、甲苯、二甲苯）依托

原有水喷淋装置处理后，进入水煤浆锅炉中燃烧；水煤浆锅炉燃烧产生的废气（主

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氨、VOCs、烟气黑

度等）经 1 套“SNCR 脱硝+脉冲布袋除尘+石灰石膏法脱硫+湿电除尘”装置处理



 

后，通过 1 根 82m 高排气筒排放。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氨水罐大小呼吸挥

发的氨，粉煤灰库、炉渣仓、生石灰仓产生的粉尘以及柴油储罐大小呼吸挥发的

有机废气。氨水罐大小呼吸挥发的氨采取水封等措施无组织排放；灰库、渣仓、

生石灰仓顶部分别安装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柴油储罐大小呼吸无组织

排放。 

（三）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生产设备、各类机泵、风机等机械设备运行产生的机械噪

声，采取的降噪措施为合理布局、减震、隔声、消音、距离衰减等。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固废主要有：炉渣、除尘器收尘、脱硫石膏，

集中收集分别暂存于渣仓、灰库、石膏仓内定期外售；废布袋统一收集后外售；

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回收；职工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本

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润滑油，验收时尚未产生，产生后收集

到污油罐，进入本公司生产装置回用。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项目废气排气筒设置了自动在线监测装置，并已完成验收。监测因子为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2021 年 7 月 8 日-7 月 9 日、8 月 3 日-8 月 4 日、8 月 16 日-8 月 17 日、10

月 7 日-10 月 8 日山东方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检测，检测期

间生产负荷为 76%~82%。 

1.废水 

检测报告结果表明，验收检测期间，鑫达环境污水处理站出口氨氮、化学需

氧量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1.72mg/L、26mg/L，【pH值引用鑫达环境污水处理站

在线监测数据，截取8月3日6:00~10:00数据，pH值为7.09~7.19（无量纲）；8月4

日13:00~16：00数据，pH值为7.35~7.45（无量纲）】。满足《石油炼制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表1中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及齐城污水处理厂接

管标准要求。 



 

2.废气 

检测结果表明，验收检测期间，锅炉排气筒有组织有组织二氧化硫最大排放

浓度为 15mg/m3，有组织氮氧化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33mg/m3，有组织颗粒物最大

排放浓度为 1.9mg/m3，有组织汞及其化合物未检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

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二氧化硫：50mg/m3；氮氧化物：

100mg/m3；颗粒物：10mg/m3）以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664-2019）表 2 排放限值（二氧化硫：35mg/m3；氮氧化物：50mg/m3；

颗粒物：10mg/m3；汞及其化合物：0.03mg/m3）；有组织氨最大排放浓度为

1.45mg/m3，满足《火电厂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2301-2017)表 14 中 SNCR

后端处逃逸氨浓度要求（氨：8mg/m3）；有组织 VOCs 最大排放浓度为 2.24mg/m3，

最大排放速率为 0.325kg/h，有组织苯未检出，有组织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2.53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346kg/h，有组织二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0.298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408kg/h，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满足《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Ⅱ时段标准限

值（VOCs：60mg/m3，3.0kg/h，苯：2mg/m3，0.15kg/h；甲苯：5mg/m3，0.3kg/h；

二甲苯：8mg/m3，0.3kg/h）。有组织烟气黑度最大值为 1 级，满足《火电厂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664-2019）表 2 排放限值（1 级）。 

验收检测期间，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302μg/m3，无组织汞及

其化合物未检出，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新污

染源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1.0mg/m3，汞及其化合物：

0.0012mg/m3）；无组织氨最大排放浓度为0.26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表1二级新改扩建厂界标准浓度限值（氨：1.5mg/m3）；无

组织VOCs最大排放浓度为1.41mg/m3，无组织苯未检出，无组织甲苯最大排放浓

度为107.8μg/m3，无组织二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1.0μ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3中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VOCs：2.0mg/m3，苯：0.1mg/m3，甲苯：0.2mg/m3，甲苯：0.2mg/m3）；

厂区内无组织VOCs最大值为2.04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

准》（GB37822-2019）表A.1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VOCs：6.0mg/m3） 



 

3.噪声 

检测报告结果表明，项目厂界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8.8dB(A），夜间噪声最

大值 49.4dB（A）。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未进行检测，但厂家进行了产生量统计，未发现违规排放情况。 

5.污染物排放总量 

验收检测期间，根据验收检测数据经计算，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凤凰产业

集中区供热二期工程项目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9.78t/a，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24.4t/a，颗粒物排放总量为 1.32t/a，VOCs 排放总量为 1.32t/a。满足淄博市生态

环境局“淄博市建设项目污染物总量确认书”（ZBZL【2020】28 号）中的总量控

制要求（氮氧化物：80.0t/a、颗粒物：9.44t/a、二氧化硫：56.0t/a、VOCs：1.44t/a）。 

（二）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验收检测期间，根据检测结果经计算得到锅炉废气治理设施二氧化硫的去除

效率为 96.6%，颗粒物的去除效率为 99.3%，氨的去除效率为 75.9%；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按照环境要素检测结果，项目周边最近的地表水为运粮河，距离约4700米，

项目废水排入淄博鑫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齐城污水处理

厂深度处理后排入运粮河，对地表水影响较小；项目距最近的敏感点-北石桥村

约635米，产生的机械噪声衰减到敏感点后对敏感点住户无影响；项目属于热力

生产和供应行业，产生的固废得到了有效处理，对地下水和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产生的废气得到了有效处理，检测结果表明有组织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无

组织废气污染物浓度厂界达标，对周围的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要求，验收组对本项目所

涉及的资料和现场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并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讨论，验收组一致

认为该项目可以满足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标准要求，达到了验收合格标准，同

意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对环保治理设施的维护，确保设施高效运行，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 

2、加强一般固废管理和危废管理，确保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的储存和处置

符合环保要求。 

3、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责任人签字：  

 

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签字 

验收组长 张志鹏 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969394553 
 

企业代表 崔志华 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 部长  15169227125 
 

企业代表 赵超 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 科员 18615108859 
 

企业代表 贾延勇 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15853371217 
 

检测代表 张丽清 山东方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18463085568 
 

环评代表 孙兆哲 青岛环航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18661692161 
 

设计单位 高俊松 山东天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经理 13869374025 
 

施工代表 范永昌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13754794210 
 

专   家 刘家弟 山东理工大学 教授 13864311196 
 

专   家 岳乃凤 淄博市化工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13506444116 
 

专   家 左  彤 中石化齐鲁分公司腈纶厂 高工 13665335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