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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及配套码头

增加经营货种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工作组意见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

关规定，2022年7月14日，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华瀛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及配套码头增加经营货种技改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会，由于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会议采用视频

会议形式。参会单位包括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库区建设单位）、

华瀛（惠州大亚湾）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码头建设单位）、大庆

油田设计院有限公司（库区设计单位）、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码头设计单位）、广东国信工程监理集团有限公司（库

区、码头监理单位）、北京科太亚洲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石

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验收调查单位）、深圳中

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创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环保监测单

位），会议特邀5名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验

收工作组根据视频检查了该项目环保和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观看

了项目建设单位对项目基本情况、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的汇报，听

取了项目验收调查单位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情况的汇报，审阅并

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及配套码头位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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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大亚湾中部芒洲岛，马鞭洲岛的南侧，紧邻华德石化。地理位置

优越，交通便利。本项目包括6个10×104m3浮顶储罐；8个5×104m3浮

顶储罐；5个3×104m3内浮顶储罐；扫线罐组，即1个3000m3拱顶储罐

（扫线罐），以及油库配套设施；配套码头项目包括1个30万吨级泊

位，靠泊3～30万吨级油船；3个2万吨级泊位，靠泊1000～2万吨级油

船，环保船泊位1个，工作船泊位2个，以及码头配套设施。装卸和仓

储货种包括燃料油、重油、重柴油、原油及柴油。

2011年1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1]12号”文批复了该项目环

评报告书；由于本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的建设规模与已批复环评报告阶

段内容部分发生调整变化，2014年10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

[2014]269号”文批复了调整环评报告书；2020年4月，完成自主验收并

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备案；因市场变化及经营

需要，经营货种（重油、重柴油、燃料油）增加原油、柴油，2021

年2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以“粤环审[2021]47号”批复该技改环评报

告书。

本工程设计吞吐能力为2000万吨/年，目前的储运量为设计储运

负荷的15.4%，由于本工程短期内无法调整生产能力达到设计能力的

75%以上，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港口》（HJ436

2008）本工程在主体工程运行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条件下

进行验收。此外，本报告是在已竣工环保验收的基础上，对先期建设

工程进行回顾性调查，对技改内容进行调查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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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保部办公厅，环办[2015]52号，2015.6.4）港口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本工程在码头性质、建设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环

境保护措施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动，因此本工程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陆域生态环境回顾

本工程在办公区及道路周边已经实施总绿化面积为71520m2，绿

化率达21.5%，与2020年已验收工程一致。根据本次现场调查，绿化

效果良好。

（二）水环境

（1）油污水处理措施回顾

本工程建设一座处理规模为30m3/h的含油生产污水处理站，位于

库区西侧。用于处理码头装卸作业区和阀门集中区以及库区油罐、油

泵冲洗等产生的含油污水，处理后的油污水达标后排入氧化塘等待回

用或蒸发，不外排。

（2）生活污水处理措施回顾

本工程库区建设一座处理规模为20m3/d的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

一体化MBR污水处理装置，位于库区西侧，用于处理库区食堂、洗

浴及厕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处理后生活污水达标后排入氧化塘，回用

于道路洒水和绿化用水，不外排。

在30万吨码头工作楼一楼设置处理能力为2t/d的环保厕所，用于

收集处理码头厕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处理后尾水流入冲水设备，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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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排放。

（3）清净雨水处理措施回顾

清净雨水为整个库区防火堤外和防火堤内15分钟以后通过排水

沟和道路雨水口收集的雨水，本工程共设置3个清净雨水排放口，分

别从库区西北、西南及东南方向排入大海，在每个排出口前端设置雨

水检测池，通过化验合格后排入大海，不合格再用泵提升送至含油污

水系统。

（4）船舶污水处理措施回顾

对停靠在华瀛码头的船舶，华瀛公司委托大亚湾航鹏环保服务有

限公司对油轮上的生活污水、含油污水接收处理。

（5）浓盐水处理措施调查

本项目设2套海水淡化装置，产水能力为60m3/h，二级反渗透饮

用水为2m3/h。本次验收将原有回用水池分隔为回用水池和浓盐水收

集池，海水淡化装置产生的浓盐水，通过自流方式引入到浓盐水收集

池，然后将浓盐水通过新增的三台浓盐水外送泵，送至2万吨码头10#

装卸点软管装船，通过环保船外运处理。

（三）大气环境

（1）锅炉烟气防治措施回顾

库区蒸汽锅炉使用轻质柴油做燃料，其含硫率低于0.035%，锅炉

采用低氮燃烧技术。

（2）无组织废气防治措施回顾

为减少油类在储存过程中烃类无组织排放，库区10×10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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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m3浮顶储罐均采用双盘式浮顶结构形式，并设置一次密封+二次

密封的密封装置；3×104m3内浮顶罐的拱顶由球面网架和蒙皮构成，

球面网架上面铺设蒙皮（钢板）形成球壳，组成完整的密封顶，内浮

顶外缘与罐壁密封采用充液式管式密封。油品装船采用密闭装船系

统，尽量减少码头装卸过程中油品的挥发量。油罐储运过程中，加强

管理，优化操作技术，定期检查维护，选用性能、材料良好的设备，

杜绝管线、阀门的跑、冒、滴、漏。

（3）油气回收装置调查

本技改项目在库区的东南角新建1套规模为4500Nm³/h的油气回

收设施。该油气回收装置用于30万吨级码头原油泊位装船油气回收和

2万吨级码头柴油泊位装船油气回收。油气回收装置的主体工艺为“脱

硫+柴油吸收+CEB（超低排放燃烧器）”的回收工艺。

（四）声环境防治措施回顾

本工程通过选用性能好、噪声低的机械设备，设减振设施；采用

低噪声风机、电机；机泵、空压机等大型电机加设隔声罩及消音器，

安装在泵棚内；定期检测、保养各种机械设备，减少不良运行产生的

噪声。本项目平面布置合理，码头、罐区、污水处设施等布置合理，

有效降低机械噪声对办公区与宿舍的影响。

（五）地下水和土壤环境防治措施回顾

针对本项目厂区不同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护区、一般防护区和非

污染区。重点防护区包括油品罐区、扫线罐区、事故水池、污水处理

场（氧化塘、水处理装置区等）、危废储存间，一般防护区包括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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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棚、装卸船区、雨水监测池。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均为非污染区。

（六）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回顾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库区定点设置垃圾桶收集日常生活、生产

垃圾，进行了分类处理，委托大亚湾航鹏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对库区生

活垃圾进行接收处理，对含油垃圾进行接收和海上运输；委托惠州大

亚湾安信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对生活垃圾进行清运及妥善处理；设置了

危废暂存间收集危险废物，委托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陆域

运输，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技术有限公司处理；船舶垃圾委托惠州大

亚湾航鹏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处理。综上，本技改项目固体废弃物均按

要求分类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七）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调查

本项目自运营以来没有发生船舶溢油环境风险事故。本项目所配

备的溢油应急物资整体上能够满足《港口码头溢油应急设备配备要

求》（JT/T451-2017）标准要求，本项目与惠州大亚湾航鹏环保服务

有限公司，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华德石化有限公司签订应急

联动协议。

华瀛（惠州大亚湾）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针对码头编制了《华

瀛（惠州大亚湾）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针对库区编制了《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均在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分别为

441301-2021-020-L、441301-2021-019-H。运营单位详细制定了应急

反应体系机构管理办法、应急队伍管理及组织机构，建立了应急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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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以及事故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海洋生态环境

（1）叶绿素a、初级生产力

本次调查的12个站位表层水体叶绿素a平均含量为2.4μg/L，变化

范围在1.6μg/L~4.0μg/L之间；根据水体透明度和表层叶绿素a含量估

算得到的海区表层水体初级生产力范围在314.01~1476.34mg·C/m2·d

之间，平均值为185.22 mg·C/m2·d，初级生产力反映出单位时间和单

位面积内浮游植物的生产水平，受到光、温度、辐射、营养盐、浮游

植物等多种生态因子的综合影响。

（2）浮游植物

本次调查海域内浮游植物种类共106种，种群以硅藻门为主要构

成类群，其占比为72.64%，甲藻门占比为24.53%，蓝藻门占比为

1.89%，金藻门占比为0.94%；群落组成与广东近岸海域浮游植物群落

组成一致；调查海域浮游植物平均密度为12568.56×103cells/m3，空间

分布不均匀；从种类组成特征来看，调查海域内优势种有5种，均为

常见优势种。

（3）浮游动物

本次调查海域内浮游动物种类共35种，群落结构主要由枝角类和

浮游幼体组成，浮游幼体大部分类群均有出现，以及其它多种浮游动

物类群，其群落组成结构与广东近岸海域浮游动物群落组成结构一

致；调查海域浮游动物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126.89ind./m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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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6mg/m3；从种类组成特征来看，调查海域内优势种有6种，均为

常见优势种。

（4）大型底栖生物

本次调查海域内大型底栖生物种类30种，包含帚虫动物、星虫动

物、棘皮动物、环节动物、脊索动物、节肢动物、螠虫动物和软体动

物8个类群，其各种生活方式类型均有发现；定量调查海域大型底栖

生物平均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40.42ind./m2和20.559g/m2；从种类

组成特征来看，调查海域内优势种有4种，均为常见优势种。

（5）鱼卵、仔稚鱼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水平拖网调查发现鱼卵共11种，仔稚鱼2种，

各调查站位鱼卵和仔稚鱼的平均密度分别为2.481粒/m3和0.012尾

/m3；垂直拖网调查发现鱼卵4种，仔稚鱼0种，各调查站位鱼卵和仔

稚鱼的平均密度分别为4.998粒/m3和0.000尾/m3。

（6）渔业资源

本次调查海域发现游泳动物种类有62种，包含鱼类、甲壳类和头

足类；海域渔业资源平均重量资源密度为282.89kg/km2，平均尾数资

源密度为33499.82ind./km2。调查站位游泳动物资源密度水平较高，其

中甲壳类是最主要类群，其次是鱼类，最后是头足类；从种类组成特

征来看，优势种有7个，条马鲾资源最为丰富，优势地位突出。

（二）水环境

（1）验收阶段悬浮物和无机氮部分站位超标，悬浮物、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和砷较技改环评阶段有所升高，其余因子均降低。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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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大亚湾沿岸人类活动影响，及众多养殖户向海域排放富含营

养盐等物质的养殖废水、沿岸居民区排放的生活污水等，且由于大亚

湾内作业船舶较多、水动力交换较差，从而造成部分点位无机氮和活

性磷酸盐升高。

（2）本技改项目运行前后附近海域沉积物均能达到《海洋沉积

物质量》（GB1866-2002）中相应的标准，各监测项目较技改环评阶

段均有所升高，铜、铅、汞、镉、锌、砷等污染指数升高原因可能是

芒洲岛附近为凝灰岩和火山角砾岩等形成的基岩，海水中的重金属吸

附到海水中颗粒物上后沉积进入到沉积物，导致沉积物中部分重金属

含量升高。

（3）生活污水，生产污水经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排入氧化塘，

用于厂区绿化和道路清扫，不外排，生活污水，生产污水总排口水质

均满足《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一级标准（第

二时段）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20-2002）的水质要求。

（三）大气环境

（1）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点非甲烷总烃的小时

浓度满足参照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1997）的限值

要求；氨、硫化氢的小时浓度及TVOC的8小时浓度均满足《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的参考限值；臭气

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新改扩建项目二

级标准要求。表明本项目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较好，说明本技改项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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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放污染物对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2）锅炉大气监测结果显示，烟尘日均值为2.3~3.6mg/m3，氮

氧化物日均值为125~154mg/m3，SO2低于检出限，均满足《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的重点地区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本工程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3）油气回收装置排放监测结果显示，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为

3.39mg/m3，处理效率为95.1%，满足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制》

（DB44/27-2001）第二时段标准限值的要求，表明本工程对周围环境

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4）无组织大气监测结果表明，除挥发性有机物外，其余各检

测项目均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制》（DB44/27-2001）

表2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表明本技改项目无组织排放对外

界影响较小。

（四）声环境

本技改项目各厂界监测点位昼、夜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五）地下水环境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石油类、溶解氧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其余各检测项目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Ⅲ类水质标准要求，表明本技改项目对地下水

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六）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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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监测结果表明除1#项目废水处理站附近土壤砷超标外，其余

各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限制。砷超标原因可

能是土壤中砷元素的背景值较高，或者受填海土的影响所致。

五、公众参与

本次公众调查对周边工作人员共发放调查表42份，100%的被调

查周边工作人员对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或者基本满意，并

无反对意见；对来港船舶作业人员发放调查表共34份，100%被调查

来港船舶作业人员对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均表示满意或者基本满

意。通过走访调查，本工程建设及运营期间，未接收到工程有关环保

问题的投诉。

六、验收结论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及配套码头增加经

营货种技改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单位对本技改

项目严格管理，并认真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本技改项目生活生产废水

经处理达标后回用不外排；废气、噪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妥善

处置。本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验收工作组同意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建议运营单位制定应急预案演练制度，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不断完善预案；严格按照溢油防污染应急预案进行定期演练。

（2）建议加强环境风险管理，防止油品装卸期间出现火花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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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指定专人操作阀门；应定期巡视检查泊位污水收集池处于低液位，

应急池处于常空，能够随时接纳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产生的消防废水

及其他废水。

（3）加强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理，按照监测计划做好

营运期环境监测工作，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

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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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及配套码头增加经营货种技改项目

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到表

会议形式：视频会 时间：2022年7月14日

序

号

成员

组成
姓名 单 位

职务/

职称
电话号码 签名

1

专家

程健敏 上海港港政管理中心 教 高 13611946502

2 窦硕增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13963909511

3 熊燕舞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高 工 13621235334

4 唐建华 惠州市环保局 高 工 13902623257

5 刘芳文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高 工 13423662120

6

库区、

码头建

设单位

鄢华士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华

瀛（惠州大亚湾）石化

码头仓储有限公司

副 总 13380085996

7 刁云龙 经 理 13829928832

8 兰荣金 经 理 13385098613

9 林豪 工程师 13226306752

10 周晨威 工程师 15766928009

11 韩玉莹 专 员 13809698624

12
环评

单位
刘军英

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工程师 1392641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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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员

组成
姓名 单 位

职务/

职称
电话号码 签名

13 验收

调查

单位

张林

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

经 理 13811685225

14 孙洋洋 工程师 18518603212

15 环保

验收

监测

单位

郑成瑜
深圳中喆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
工程师 18025462750

16 代飞宇
中山市创华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工程师 18316522577

17

库区

设计

单位

谷亚景 大庆油田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194595997

19

码头

设计

单位

李柳婵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826070813

20

施工

单位

彭金发
北京科太亚洲生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经 理 13302658248

21 陈继忠
广州石化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
经 理 13503002090

22

库区

监理

单位

周 毅
广东国信工程监理集团有

限公司
总 监 18697130038

23

码头

监理

单位

杨 明
广东国信工程监理集团有

限公司
总 监 13709625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