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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动情况

1、变动前原已验收项目环评、排污许可证、验收情况

南通友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海安市老坝港滨海新区（角斜

镇）紫菜工业园区（老坝港新闸北首）。

《南通友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宠物用品（猫砂）生产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项目于 2019年 9月 17日获得海安市行政审批局批复，

批复号：海行审[2019]605号。 本项目于 2019年 9月开工建设，于

2019年 11月开始生产，于 2019年 12月完成自主验收。

南通友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取得排污许可

证，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20621MA1YLMAH7M001Z。

2、变动由来

为了减少异味、化酸发臭，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物质用量、废

气排放量，增加搅拌、压榨工序。

海安市老坝港滨海新区（角斜镇）附近有很多养殖业和农场，压

榨工序产生的豆渣废水可以用于养殖业和农场。

3、变动内容分析

3.1性质变化分析

表 3-1产品对照表

序号 环评产品名称 验收产品名称
验收后实际产

品名称
变化情况

1
猫砂（粒径：

3mm，含

水率：10%）

猫砂（粒径：

3mm，含

水率：10%）

猫砂（粒径：

3mm，含

水率：10%）

无

由上表可知，性质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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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规模变化分析

3.2.1产能对照表

表 3-2产能对照表

序

号
产品名称 环评产能 t/a 验收产能 t/a 验收后实际产

能 t/a 变化情况

1 猫砂 8000 8000 8000 无

由上表可知，产能未发生变化。

3.2.2储存能力

储存能力与验收一致，仓库 120m2，没有发生变化。

3.3地点

3.3.1选址

公司位于海安市老坝港滨海新区（角斜镇）紫菜工业园区（老坝

港新闸北首），未发生变化。

3.3.2平面布置

公司原平面布置图见 1-1，公司实际平面布置图见 1-2。

图 3-1原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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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实际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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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位置发生变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3.2-2018），大气评价等级为二级，不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因此属于一般变动；新增了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设置卫生防

护距离 50m，此范围内没有环境敏感目标，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3.4生产工艺

3.4.1生产工艺流程

图 3-3验收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描述：

（1）下料：原料豆渣从车间原料区用铲车运送至下料斗下料，

豆渣含水率约 55%，含水率较高，此过程无粉尘产生。根据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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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每天运输来的原料当天消耗，原料在厂内暂存时长为 3-4h，平

常基本无异味，但当夏季温度较高时，豆渣存放时间久，会产生恶臭

异味 G1。

（2）分类：下料后将原料豆渣运送至分类机进行分离分切成块

状（0.3m*0.3m），此过程产生分类机运行噪声 N1；

（3）输送：分切后的半成品通过 8m长的输送带输送至烘干机

进行烘干，此过程产生噪声 N2；

（4）烘干：烘干机配有搅拌破碎系统，通过电机驱动刀片旋转

对物料进行剪切，使块状物料破碎为颗粒物料（粒径 3mm），有利

于物料干燥脱水，搅拌破碎过程产生粉尘（G2），该粉尘通过脉冲

除尘设备传送到传输带中，进入冷却、打包环节，即为成品。

通过热风炉燃烧生物质燃料产生的热量间接烘干豆渣内多余的

水分成，烘干时间为 5-6min，烘干温度为 130℃。此过程产生噪声

N3、废气 G2 及固废 S1，产生废气包括烟尘、SO2、NOX，固废包

括生物质燃烧后产生的剩余生物质灰渣。

（5）冷却：烘干后的半成品于车间内用风机吹自然风冷却降温，

风机运行过程中产生噪声 N4；

（6）打包：冷却后的成品自动打包装袋，成品含水率约 10%，

粒径约 3mm，打包后的成品入库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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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渣

下料

搅拌

压榨

输送

烘干、搅拌、破碎

冷却

打包

成品

G1恶臭

N1噪声

N2噪声、W1豆渣废水

N3噪声

N4噪声；G2粉尘、烟尘、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S1生物质残渣

N5噪声

图 3-4验收后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描述：

工艺流程描述：

（1）下料：原料豆渣从车间原料区用铲车运送至下料斗下料，

豆渣含水率约 55%，含水率较高，此过程无粉尘产生。根据企业提供

资料，每天运输来的原料当天消耗，原料在厂内暂存时长为 3-4h，平

常基本无异味，但当夏季温度较高时，豆渣存放时间久，会产生恶臭

异味 G1。

（2）搅拌：下料后将原料豆渣输送至搅拌机进行搅拌均匀，此

过程产生搅拌机运行噪声 N2；

（3）压榨：用输送带输送至压榨机进行压榨，压榨掉 5%的水，

豆渣含水率约 50%，此过程产生压榨机运行噪声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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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送：分切后的半成品通过 8m长的输送带输送至烘干机

进行烘干，此过程产生噪声 N4；

（4）烘干：烘干机配有搅拌破碎系统，通过电机驱动刀片旋转

对物料进行剪切，使块状物料破碎为颗粒物料（粒径 3mm），有利

于物料干燥脱水，搅拌破碎过程产生粉尘（G2），该粉尘通过脉冲

除尘设备传送到传输带中，进入冷却、打包环节，即为成品。

通过热风炉燃烧生物质燃料产生的热量间接烘干豆渣内多余的

水分成，烘干时间为 5-6min，烘干温度为 130℃。此过程产生噪声

N5、废气 G2 及固废 S1，产生废气包括烟尘、SO2、NOX，固废包

括生物质燃烧后产生的剩余生物质灰渣。

（5）冷却：烘干后的半成品于车间内用风机吹自然风冷却降温，

风机运行过程中产生噪声 N6；

（6）打包：冷却后的成品自动打包装袋，成品含水率约 10%，

粒径约 3mm，打包后的成品入库储存。

由上文可知，生产工艺流程发生变化。

为了减少异味、化酸发臭，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物质用量，增

加搅拌、压榨工序。压榨工序产生豆渣压榨废水，豆渣压榨废水经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暂存于暂存池，委托如东金建华家庭农场、如东陈

小建家庭农场、如东县洋口镇兴荣成鱼场利用，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3.4.2原辅料及燃料对照表

表 3-3原辅料对照表

序

号
名称

环评用

量 t/a
验收用

量 t/a
验收后实

际用量 t/a 变化情况

1
豆渣（含

水率 55%

左右）

16000t/a 16000t/a 16000t/a 无

2
生物质燃

料
1800t/a 1800t/a 1637t/a

由于增加了搅拌、压榨工序，

进入烘干工序的豆渣含水率

由 55%减少至 50%，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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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环评用

量 t/a
验收用

量 t/a
验收后实

际用量 t/a 变化情况

燃料减少，减少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的产生和

排放，属于一般变动。

由上表可知，原辅料种类、用量未发生变化。由于增加了搅拌、

压榨工序，进入烘干工序的豆渣含水率由 55%减少至 50%，生物质燃

料减少，减少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产生和排放，属于一般

变动。

3.4.3生产设备对照表

表 3-4生产设备对照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 验收数量
验收后实

际数量
变动情况

1 分类机 2 2 0
没有分类工序，因此没有分类机，

属于有一般变动

2 输送带 2 2 6 无

3 烘干机（热风炉） 2 2 2 无

4 铲车 2 2 2 无

5 自动打包线 2 2 2 无

6 风机 10 10 10 无

7 搅拌机 0 0 2 为了减少异味、化酸发臭，提高

产品质量，减少生物质用量，增

加 2台搅拌机、2台压榨机、1个
暂存池。压榨机产生豆渣压榨废

水，豆渣压榨废水经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后暂存于暂存池，委托如

东金建华家庭农场、如东陈小建

家庭农场、如东县洋口镇兴荣成

鱼场利用，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8 压榨机 0 0 2

9 暂存池（360m³） 0 0 1

3.4.4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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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环境保护措施

3.5.1废气环境保护措施

变动前，（1）生物质锅炉废气采用“旋风+脉冲布袋除尘”装置处

理，最终分别通过 2根排气筒（1#、2#）排放，烘干时间 3000h/a。

（2）烘干破碎搅拌产生的粉尘废气采用“旋风+脉冲除尘”装置处理，

最终分别通过 2根排气筒（3#、4#）排放。（3）豆渣原料库恶臭（异

味）通过缩短原料暂存周期，保持原料库清洁，喷洒除臭剂等控制无

组织异味排放。大气污染物总量见表 3-5。

表 3-5 变动前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表

污染物

名称
排气筒编号

排放浓度

*（均值，

mg/m3）

基准烟气量
实际排放总量

（t/a）
环评总

量（t/a）
判定

颗粒物

1#

17.7

690.3万 m3/a

0.122 0.165 合格

SO2 13 0.089 0.306 合格

NOx 38 0.262 0.918 合格

颗粒物

2#

17.4 0.120 0.165 合格

SO2 24 0.165 0.306 合格

NOx 38 0.262 0.918 合格

核算公式 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t/a）=污染物排放浓度*基准烟气量/105

备注

1#、2#环评中排放速率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HJ953-2018）基准烟

气量核算，验收检测排放速率按照平均标态干气流量(m3/h)进行核算，本次验收按照环评算法

进行核算 ，基准烟气量为 690.3万 m3/a。烘干时间 3000h。

污染物

名称
排气筒编号

排放速率

*（均值，

kg/h）
运行时间

实际排放总量

（t/a）
环评总

量（t/a）
判定

颗粒物 3# 0.207 3000 0.621 / /

颗粒物 4# 0.151 3000 0.453 / /

核算公式 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t/a）=污染物排放速率（kg/h）*年运行时间（h）/103

备注 3#、4#排气筒属于生产设备，且环评中未识别，不列入总量核算

变动后，（1）生物质锅炉废气采用“旋风+脉冲布袋除尘”装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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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分别通过 2根排气筒（1#、2#）排放，烘干时间 2728/a。（2）

烘干破碎搅拌产生的粉尘废气采用“旋风+脉冲除尘”装置处理，最

终分别通过 2根排气筒（3#、4#）排放。（3）豆渣原料库恶臭（异

味）通过缩短原料暂存周期，保持原料库清洁，喷洒除臭剂等控制无

组织异味排放。（4）污水处理设施恶臭（异味）通过及时处理废水、

喷洒除臭剂等控制无组织异味排放。大气污染物总量见表 6。
表 3-6 变动后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表

污染物

名称
排气筒编号

排放浓度

*（均值，

mg/m3）

基准烟气量
实际排放总量

（t/a）
验收总

量（t/a）
判定

颗粒物

1#

17.7

628万 m3/a

0.111 0.122 合格

SO2 13 0.082 0.089 合格

NOx 38 0.239 0.262 合格

颗粒物

2#

17.4 0.10927 0.120 合格

SO2 24 0.151 0.165 合格

NOx 38 0.239 0.262 合格

核算公式 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t/a）=污染物排放浓度*基准烟气量/105

备注 基准烟气量为 628万 m3/a。排放浓度参照验收报告中数据。烘干时间 2728h。

污染物

名称
排气筒编号

排放速率

*（均值，

kg/h）
运行时间

实际排放总量

（t/a）
验收总

量（t/a）
判定

颗粒物 3# 0.207 3000 0.621 0.621 合格

颗粒物 4# 0.151 3000 0.453 0.453 合格

核算公式 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t/a）=污染物排放速率（kg/h）*年运行时间（h）/103

备注 3#、4#排气筒参照验收报告中数据。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3.2-2018），大

气评价等级为二级，不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新增了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处理设施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50m，此范围内没有环境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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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属于一般变动。烘干时间减少，废气排放量减少，因此属于一般

变动。

3.4.2废水环境保护措施

变动前，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肥田处理或环卫清运。水平衡

见图 5。

豆渣原料带水 烘干
8100t

8100t

图 3-5变动前水平衡图

变动后，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肥田处理或环卫清运。豆渣压

榨废水、设备冲洗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后暂存于暂存池后豆渣压榨废

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暂存于暂存池，委托如东金建华家庭农场、

如东陈小建家庭农场、如东县洋口镇兴荣成鱼场利用。污水处理设施

工艺：过滤+气浮+压滤。变动后水平衡图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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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渣原料带水 烘干
8100t

7200t

压榨
7200t

900t

污水处理设施
900t

如东金建华

家庭农场

如东陈小建

家庭农场

如东县洋口镇

兴荣成鱼场

设备冲洗100t
自来水

100t

300t

300t

300t

图 3-6变动后水平衡图

由水平衡图可知，变动后，无新增废水外排，属于一般变动。

3.4.3噪声环境保护措施

变动前，选用低振动低噪声机电设备，合理设置车间布局，高噪

声源远离厂界四周，并采减振隔声降噪措施。

变动后，选用低振动低噪声机电设备，合理设置车间布局，高噪

声源远离厂界四周，并采减振隔声降噪措施。新增搅拌机、压滤机、

污水处理设施，周边没有环境敏感目标，属于一般变动。

3.4.4土壤、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没有提及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生产车间、污水处理

设施地面硬化。

3.4.5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

变动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破碎收集尘（主要为豆渣）收集后回

用于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燃烧烟气收集尘收集后由如东县洋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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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保洁部清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物质燃烧灰渣收集后由如东县洋

口修如保洁部清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袋收集后由如东县洋口

修如保洁部清运；员工生活垃圾由如东县洋口修如保洁部清运统一处

理。固（液）体废物处置情况见表 3-7。

表 3-7变动前固（液）体废物处置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名称 废物类别 产生量（t/a） 处理方式

1 搅拌破碎 破碎收集尘

一般固废

20 回用于生产

2 生物质燃烧 燃烧烟气收集尘 30

如东县洋口修如

保洁部清运

3 生物质燃烧 生物质燃烧灰渣 180

4 包装 废包装袋 0.5

5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9

变动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破碎收集尘（主要为豆渣）收集后回

用于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燃烧烟气收集尘收集后由如东县洋口修

如保洁部清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物质燃烧灰渣收集后由如东县洋

口修如保洁部清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袋收集后由如东县洋口

修如保洁部清运；员工生活垃圾由如东县洋口修如保洁部清运统一处

理；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主要为豆渣）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固

（液）体废物处置情况见表 3-8。

表 3-8变动后固（液）体废物处置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名称 废物类别 产生量（t/a） 处理方式

1 搅拌破碎 破碎收集尘

一般固废

19 回用于生产

2 生物质燃烧 燃烧烟气收集尘 30

如东县洋口修如

保洁部清运

3 生物质燃烧 生物质燃烧灰渣 180

4 包装 废包装袋 0.5

5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9

6 污水处理 污泥 1 回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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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新增污泥，污泥属于一般固废，污泥主要成分是豆渣，

污泥回用于生产， 变动前后固体废物总量没有发生变化，委托如东

县洋口修如保洁部清运的固体废物总量没有发生变化，回用于生产的

固体废物总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3.4.5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

不涉及事故废水，因此不考虑。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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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表

变动

类别
重大变动认定条件

有无

重大

变动

验收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非重大变动影响分析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无
猫砂（粒径：3mm，含

水率：10%）

猫砂（粒径：3mm，含

水率：10%）金属结构

制造

与验收一致，未发生变动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

的。

无

年产 8000吨猫砂，与验收一致；储存能力与验收一致，未发生变动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

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年产 8000吨猫砂，与验收一致；储存能力与验收一致，未发生变动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

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

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

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

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

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

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

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公司位于江苏海安市老坝港滨海新区，属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

产能。年产 8000吨猫砂，与验收一致；储存能力与验收一致，未发生变动

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

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

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无

公司位于海安市老坝港滨海新区（角斜镇）紫菜工业园区（老坝港新闸北首），

未发生变化。平面位置发生变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3.2-2018），大气评价等级为二级，不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因此属于一般

变动；新增了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50m，此范围内没有

环境敏感目标，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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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

类别
重大变动认定条件

有无

重大

变动

验收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非重大变动影响分析

生产

工艺

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

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

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

发性降低的除外）；（2）位于环境质量

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的；（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的；（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无

（1）产品、原辅料，与验收一致，未发生变动。

（2）为了减少异味、化酸发臭，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物质用量、减少废气排放量，

增加 2台搅拌机、2台压榨机、1个暂存池。压榨机产生豆渣压榨废水，豆渣压榨废

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暂存于暂存池，委托如东金建华家庭农场、如东陈小建家

庭农场、如东县洋口镇兴荣成鱼场利用，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3）由于增加了搅拌、压榨工序，进入烘干工序的豆渣含水率由 55%减少至 50%，

生物质燃料减少，减少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产生和排放，属于一般变动。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

上的。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与验收保持一致。未发生变化

环境

保护

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

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

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无

（1）生物质锅炉废气采用“旋
风+脉冲布袋除尘”装置处理，

最终分别通过 2根排气筒

（1#、2#）排放。

（2）烘干破碎搅拌产生的粉

尘废气采用“旋风+脉冲除尘”
装置处理，最终分别通过 2
根排气筒（3#、4#）排放。

（3）豆渣原料库恶臭（异味）

通过缩短原料暂存周期，保持

原料库清洁，喷洒除臭剂等控

（1）生物质锅炉废气采

用“旋风+脉冲布袋除

尘”装置处理，最终分别

通过 2根排气筒（1#、
2#）排放。

（2）烘干破碎搅拌产生

的粉尘废气采用“旋风+
脉冲除尘”装置处理，最

终分别通过 2根排气筒

（3#、4#）排放。

（3）豆渣原料库恶臭

有组织废气排放量减少，

臭气浓度无法计算总量，

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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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

类别
重大变动认定条件

有无

重大

变动

验收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非重大变动影响分析

制无组织异味排放。 （异味）通过缩短原料

暂存周期，保持原料库

清洁，喷洒除臭剂等控

制无组织异味排放。

（4）污水处理设施恶臭

（异味）通过及时处理

废水、喷洒除臭剂等控

制无组织异味排放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

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

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公司无废水排放口，生活废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肥田处理或

环卫清运

公司无废水排放口，生

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肥田处理或环卫清运。

豆渣压榨废水、设备冲洗

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后暂

存于暂存池后豆渣压榨废

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暂存于暂存池，委托如东

金建华家庭农场、如东陈

小建家庭农场、如东县洋

口镇兴荣成鱼场利用，因

此属于一般变动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

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

排气筒高度降低 10% 及以上的。

废气排放口数量和高度与验收一致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

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选用低振动低噪声机电设备，

合理设置车间布局，高噪声源

远离厂界四周，并采减振隔声

降噪措施。

选用低振动低噪声机电

设备，合理设置车间布

局，高噪声源远离厂界

四周，并采减振隔声降

噪措施。

新增搅拌机、压滤机、污

水处理设施，周边没有环

境敏感目标，属于一般变

动。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

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破碎收集

尘（主要为豆渣）收集后回用

变动后，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破碎收集尘（主要
固体废物新增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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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

类别
重大变动认定条件

有无

重大

变动

验收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非重大变动影响分析

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

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

境影响加重的。

于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燃

烧烟气收集尘收集后由如东

县洋口修如保洁部清运；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生物质燃烧灰

渣收集后由如东县洋口修如

保洁部清运；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包装袋收集后由如东县

洋口修如保洁部清运；员工生

活垃圾由如东县洋口修如保

洁部清运统一处理

为豆渣）收集后回用于

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燃烧烟气收集尘收集

后由如东县洋口修如保

洁部清运；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生物质燃烧灰渣

收集后由如东县洋口修

如保洁部清运；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废包装袋收

集后由如东县洋口修如

保洁部清运；员工生活

垃圾由如东县洋口修如

保洁部清运统一处理；

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

泥（主要为豆渣）收集

后回用于生产。

污泥属于一般固废，污泥

主要成分是豆渣，污泥回

用于生产， 变动前后固体

废物总量没有发生变化，

委托如东县洋口修如保洁

部清运的固体废物总量没

有发生变化，回用于生产

的固体废物总量没有发生

变化，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

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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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上

述变动不纳入环评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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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1、产污环节变化情况

变动前，废水只有生活污水 ，烘干时间有 3000h/a。

变动后新增压榨工序 ，有豆渣压榨废水产生，并且有设备冲洗

水产生，烘干时间由 2728h/a，污水处理设施产生污泥、恶臭。

变动后，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肥田处理或环卫清运。豆渣压

榨废水、设备冲洗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后暂存于暂存池后豆渣压榨废

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暂存于暂存池，委托如东金建华家庭农场、

如东陈小建家庭农场、如东县洋口镇兴荣成鱼场利用。污水处理设施

工艺：过滤+气浮+压滤。变动后水平衡图见图 7。

豆渣原料带水 烘干
8100t

7200t

压榨
7200t

900t

污水处理设施
900t

如东金建华

家庭农场

如东陈小建

家庭农场

如东县洋口镇

兴荣成鱼场

设备冲洗100t
自来水

100t

300t

300t

300t

图 3-6变动后水平衡图

由水平衡图可知，变动后，无新增废水外排，属于一般变动。

变动后生物炉废气排放情况表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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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表

污染物

名称
排气筒编号

排放浓度

*（均值，

mg/m3）

基准烟气量
实际排放总量

（t/a）
验收总

量（t/a）
判定

颗粒物

1#

17.7

628万 m3/a

0.111 0.122 合格

SO2 13 0.082 0.089 合格

NOx 38 0.239 0.262 合格

颗粒物

2#

17.4 0.10927 0.120 合格

SO2 24 0.151 0.165 合格

NOx 38 0.239 0.262 合格

核算公式 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t/a）=污染物排放浓度*基准烟气量/105

备注 基准烟气量为 628万 m3/a。排放浓度参照验收报告中数据。烘干时间 2728h。

由上表可知，烘干时间减少，废气排放量减少，根据计算，因此

属于一般变动。

变动后固废产生处置情况见表 11。

表 11固（液）体废物处置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名称 废物类别 产生量（t/a） 处理方式

1 搅拌破碎 破碎收集尘

一般固废

19 回用于生产

2 生物质燃烧 燃烧烟气收集尘 30

如东县洋口修如

保洁部清运

3 生物质燃烧 生物质燃烧灰渣 180

4 包装 废包装袋 0.5

5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9

6 污水处理 污泥 1 回用于生产

由上表可知，固体废物新增污泥，污泥属于一般固废，污泥主要

成分是豆渣，污泥回用于生产， 变动前后固体废物总量没有发生变

化，委托如东县洋口修如保洁部清运的固体废物总量没有发生变化，

回用于生产的固体废物总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属于一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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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变化情况

环评中未提及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原辅料和能源种类未发生

变化，故不分析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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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根据验收后变动内容和环境影响分析，“新增搅拌、压榨工序；新

增 2台搅拌机、2台压榨机、1台暂存池；平面布置图发生变化；烘

干时间减少；废水新增豆渣压榨废水、设备冲洗废水；新增污水处理

设施；新增污泥”变动属于一般变动，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

条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之一，不属于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情形，纳入排污许可证变更管理。

南通友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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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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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周边状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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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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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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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验收报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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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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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专家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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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豆渣废水的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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