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海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5000 吨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0月 27日，南通海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

规环评【2017】3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文

件要求，在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5000吨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负责人、检测单位及 2位专家（名单附后），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建设环保执行情况报告和监测单位对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监测结果的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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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设地点及规模：江苏省海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胡集街道达欣大道

1号，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能力 5000吨，服务范围：南通市（以服务海安

行政区域范围内小微企业为主，在有余量的情况下兼顾全市），收集对象：主要：

海安市内年产生量在 10吨以下的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在 10

吨以上的教育（P8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73-75）、卫生（Q84）、机

动车修理业（O811）、机动车燃油零售业（F5265）等不按照危险废物重点源管

理的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各类检测机构等产生的实验室

废物（医疗废物除外）；机动车维修机构、加油站等产生的危险废物；重点源单

位年产生量低于 10吨（含 10吨）的下述危险废物：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HW08），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HW09），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废含汞荧光灯管及其他废含汞电光源（900-023-29），废铅蓄电池

（900-052-31），含有或沾染毒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

（900-041-49）；在有余量情况下兼顾全南通市。

2、主要建设内容：危废暂存车间、办公室、化验室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南通海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 7月，位于江苏省海安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胡集街道达欣大道 1号，租用江苏汇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厂房，从

事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南通海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

物 50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年 3月 18日取得环评批复，文号海高

新投资（2022）013号 。2022年 9月 20日取得南通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

可证，证书编号：91320621MA26HBQM4Q001V。

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5000吨项目于于 2022年 3月 20日开工建设，于

2022年 9月 22日竣工，于 2022年 9月 23日开始调试生产。

（三）项目投资情况

本期项目环保投资为 25万元，占本期总投资（1000万元）的 2.5%。

（四）验收范围

规模：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能力 5000吨；

主要生产设备：叉车、电子磅、地磅、打包机；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化粪池、水喷淋+碱喷淋+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

688号，2020年 12月 13日）结合《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

污许可证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 2021年 4月 2日）分析，

建设单位本期建设不属于重大变动，属于一般变动，现将变动情况逐一列出，逐

个分析，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情况见表 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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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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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7724]危险废物治理 [N7724]危险废物治理 与环评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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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

物能力 5000吨，储存能

力见表 2-1

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能力 5000吨，储存能力见

表 2-1
与环评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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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

物能力 5000吨，储存能

力见表 2-1

年集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能力 5000吨，储存能力见

表 2-1
与环评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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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海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胡集街道达欣大道 1号。生产能力、储存

能力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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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地址与环评设计保持一致，生产车间布局基本与环评一致，排气筒位置发生变化，

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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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要生产装置见表 2-2、
主要原辅材料和燃料见

表 2-5、生产工艺见图

2-2。

主要生产装置见表 2-2、主

要原辅材料和燃料见表

2-5、生产工艺见图 2-2。
与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变动

类别
重大变动认定条件

有无

重大

变动

环评设计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非重大变动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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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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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方式与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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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危废贮存废气、化

验室废气经通排风系统

收集后经水喷淋+碱喷淋

+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

处理后经 15 米排气筒

（DA001）排放。运输车

辆进出会产生少量的汽

车尾气。由于汽车进出时

间较短，且经过车辆限速

后汽车尾气排放量很小，

经大气扩散稀释后对周

围环境基本无影响。配有

柴油叉车 2台，由于项目

内运输距离较短，行驶里

程较小，且使用时间较

短，因此柴油燃烧产生的

废气量较小，对环境影响

较小。

废水：喷淋用水循环使

废气：危废贮存废气、化验

室废气经通排风系统收集

后经水喷淋+碱喷淋+干式

过滤+二级活性炭处理后经

15米排气筒（DA001）排放。

运输车辆进出会产生少量

的汽车尾气。由于汽车进出

时间较短，且经过车辆限速

后汽车尾气排放量很小，经

大气扩散稀释后对周围环

境基本无影响。配有柴油叉

车 2台，由于项目内运输距

离较短，行驶里程较小，且

使用时间较短，因此柴油燃

烧产生的废气量较小，对环

境影响较小。

废水：喷淋用水循环使用，

定期排水与实验废水纳入

固废管理，不外排；生活污

与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变动

类别
重大变动认定条件

有无

重大

变动

环评设计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非重大变动影响分析

用，定期排水与实验废水

纳入固废管理，不外排；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

理与经初期雨水收集池

沉淀处理后的初期雨水

排入鹰泰水务海安有限

公司处理。

水经化粪池预处理与经初

期雨水收集池沉淀处理后

的初期雨水排入鹰泰水务

海安有限公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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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间接排放，废水排放口 1个，位置与环评设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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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高度 15m高， 与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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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经过对噪设备设置减振垫、隔声等降噪措施，达到降噪效果；原料、收集的危

废均无露天堆放，均合理暂存在室内，危废库、事故应急池所在地等均采取相应防渗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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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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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废物按照环评要求，委外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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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152m3事故应急池

（依托出租方）

设置 200m3事故应急池（依

托出租方）

事故应急池依托出租方，容积

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喷淋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水与实验废水纳入固废管理，不外排；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预处理与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沉淀处理后的初期雨水排入鹰泰水务海安

有限公司处理。

2、废气

废气主要为危废贮存产生的废气 G2（有机废气、氨气、硫化氢、氯化氢、

氟化物、NOX）、化验室废气 G1（有机废气）和柴油叉车废气 G3。

（1）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

①危废贮存产生的有机废气

项目贮存危废会挥发出少量的有机废气，危废仓库废气中的非甲烷总烃经通

排风系统收集后经水喷淋+碱喷淋+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处理后经 15米排气筒

（DA001）排放。

②化验室产生的有机废气

检验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通排风系统收集后经水喷淋+碱液喷淋+干式过滤

+二级活性炭处理后经 15米排气筒（DA001）排放。

（2）氨、硫化氢

危废暂存过程中产生的氨、硫化氢类恶臭物质，废气经收集后，经一套洗涤

+活性炭吸附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的废气通过 15m 排气筒排放。

（3）氯化氢、氟化物、NOX

贮存废酸（HW34）、表面处理废物（HW17）产生的酸雾，根据挥发性，主

要成分为氯化氢、氟化物、NOX等，废酸一次最大贮存量 15t、表面处理废物一

次最大贮存量 50t，其中可能涉及到的废酸为废盐酸、废硝酸、氢氟酸等，因桶

装危险废物收运进厂后，不进行倒桶、分装等，则在存储过程中挥发至空气环境

中的酸雾极小。因此本仓库内主要污染物为氯化氢、氟化物、NOX。氯化氢、氟

化氢、NOX废气经通排风系统收集后经水喷淋+碱液喷淋+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

处理后经 15米排气筒（DA001）排放。

此外，本项目运输车辆进出会产生少量的汽车尾气。由于汽车进出时间较短，

且经过车辆限速后汽车尾气排放量很小，经大气扩散稀释后对周围环境基本无影

响，本项目不对汽车尾气进行定量分析。



（4）柴油叉车废气

本项目配有柴油叉车 2台，由于项目内运输距离较短，行驶里程较小，且使

用时间较短，因此柴油燃烧产生的废气量较小，对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废气处理设施风机、叉车、打包机、烧杯清洗机等设备，噪声源强声级约在

75-90dB(A)。运输车辆在厂区进出时间较短，通过降低行驶速度、严禁突然加速、

尽量避免紧急刹车、禁止鸣笛等措施后，运输车辆的噪声基本可忽略不计。通过

厂房隔声、隔声罩、减振垫等措施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4、固（液）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污泥。生活垃圾、污泥委托江

苏巨邦环境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运。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移过程中产生的次生

危险废物：检验废液、废气喷淋废液、废活性炭、实验废物、废劳保用品、废过

滤棉，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排放口 pH、COD、SS、NH3-N、TP、TN、石油类排放

浓度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3中三级标准、《污水排入

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中 B级标准、鹰泰水务海安有

限公司设计接管水质标准。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废气 DA001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氟化物、

NOX排放浓度、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表 1中标准，NH3、H2S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 2排放标准值。

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氟化物、NOX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中标准，NH3、H2S排放速率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厂界标准值。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2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限值。



3、噪声

建设单位采用厂房隔声、减震等措施。验收期间检测结果显示，东、南厂界

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西、

北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

4、固体废物

（1）一般固废处置及暂存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及修改单要求建设了一般固废暂存场所，设置了一般固废暂存场所

标志，并建立了一般固废暂存、回用和清运台账，各类一般工业固废签订了处置

协议，妥善管理。

（2）危险废物暂存及处置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

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

环办〔2019〕327号）要求设置危险固废暂存场地，设置警示标识标牌，企业建

立了危废贮存和转移记录台账。危险废物与有资质单位签订了处置合同，做到妥

善管理。

5、总量控制

建设项目废水污染物总量能够满足环评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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