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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镇江正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
月，于 2017 年 6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8800 万元，是中外合资企业，
主要生产偏苯三酸酐、对二乙基苯、偏三甲苯、混三甲苯等产品。
正丹化学以生产高科技精细化工产品为主、辅以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和研究，是集
科工贸于一体的技术密集型、科技先导型、外向经营型企业。位于在国家级沿江绿色化
工产业基地——镇江新区国际化学工业园，占地 12 万平方米，现有职工人数为 300 多
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 80 多人。已通过 ISO 9001: 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清洁生产审核，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镇江市园林式
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荣获 2008 年度镇江市级重点项目完成奖、2009 年度
新区率先发展十强企业荣誉称号，并已成为江苏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和产学研合作
基地。主导产品偏苯三酸酐、对二乙基苯被评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拥有多项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其中，自主研发的“连续法氧化工艺生产偏苯三酸酐的方法” 于 2010
年 11 月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中国专利优秀奖”。公司已建项目包括“4.5 万吨/年偏苯
三酸酐生产装置”、“5000 吨/年对二乙基苯生产装置”、“2 万吨/年偏三甲苯生产装置”、
“3000 吨/年乙烯基甲苯或 3000 吨/年混二乙烯苯生产装置”、“18000 吨/年 TOTM 增塑剂
扩建项目（原 8000 吨/年 TOTM 增塑剂和 3000 吨/年 TM810 增塑剂中试车间项目）”。
在建项目为“碳九芳烃综合利用生产特种精细化学品的产业链项目（包括 10 万吨/年碳九
芳烃高效萃取精馏分离项目、4 万吨/年偏苯三酸酐项目、3 万吨/年偏苯三酸三辛酯项目、
2 万吨/年乙烯基甲苯项目）”。
为适应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要求，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镇江新区建设
化学品管道运输项目，在镇江新区港龙码头到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应储罐
内建设三根管道，输送物料分别为高沸点芳烃溶剂、辛醇及偏三甲苯。该项目利用码头、
新区及厂区现有管廊敷设，于 2018 年 3 月获得镇江市新区环保局镇新环审[2018]29 号
环评批复。偏三甲苯（497.5t）管线未建，本次一期项目实际验收范围为辛醇（473.7t）
和高沸点芳烃溶剂（499.8t）2 根管线。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
及竣工验收监测的有关要求和规定，我司对该项目同步建设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进
行了对照检查，在查阅了相关初步设计资料、环评报告书、批复意见的基础上对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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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现场监测和环保验收管理检查，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环境管理检查情况编制本验收
调查报告，为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及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2 综述
2.1 编制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 2010
年 12 月）；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4）《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江苏省环保局苏环控〔1997〕
122 号文 1997 年 9 月 21 日）；
（5）
《关于印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
程(试行)》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2009]150 号 2009 年 12 月；
（6）《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 号；
（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8）《江苏省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暂行管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1993〕第 38
号令）；
（9）《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的通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苏环监〔2006〕2 号文）；
（10）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
（江苏省环保厅苏环办〔2015〕
256 号文）；
（1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
（13）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学品管道运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江
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4）《关于对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学品管道运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镇江新区环境保护局，镇新环审〔2018〕29 号，2018 年 3 月）；
（15）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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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程序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程序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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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范围
与环评报告书的评价范围保持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建设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周围环境特征,确定评价范围为:
(1)大气评价范围:项目所在地为中心，半径为 2.5km 的圆型区域。
(2)地表水评价范围: 现状评价范围为北山河、长江镇江段北河入江口上游 500 米至
下游 2000 米江段。
(3)噪声评价范围：管道沿线以管线为中心两侧 200m 范围内。
(4)地下水评价范围：调查评价面积 6km2。
(5)环境风险评价范围：项目所在地为中心，半径为 3km 的区域。

2.4 调查因子
根据对该项目工艺流程及“三废”排放状况的分析，确定调查因子如表 2-1 所列。
表 2.2-1
环境类别
大气环境
地表水环境
声环境

调查因子

调查评价因子

备注

SO2、NO2、PM10
该项目运行期不产生
pH、DO、COD、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三废，大气、地表水、
总磷、石油类
声未作调查监测。
Leq

2.5 主要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项目施工期和试运行期造成的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设计
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有效性，并根据调查情况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措
施。
（1）水环境
施工期
（1）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正丹化学污水处理设施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2）管道试压废水用于周边场地绿化，不外排。
运营期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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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正常无废水排放。
（2）大气环境
施工期
（1）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的运输路线，定期对运输线路进行清扫；在敏感点处采
取洒水、减慢车速，控制运输车辆的扬尘污染。
（2）施工场地干燥时洒水抑尘；
运营期
集输采用密闭流程，无大气污染物；
（3）声环境
施工期
（1）建设施工的机械噪声强，影响范围大，应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减少施工时间，
调整同时作业的施工机械数量，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对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合理操作，保证施工机械保持在最佳状态，降低噪声
源强度；
（3）夜间停止施工。
运营期
运营期无噪声影响
（4）固体废物
施工期
（1）施工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2）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与港龙石化码头的生活垃圾统一清运处理；
（3）建筑废料送城市一般固废填埋厂处理。
（4）拆除废旧管线送港龙石化码头内库房存放。
运营期
该项目运营期无固体废物排放。

2.6 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该项目环评，结合对项目所在地的现场调查，该项目附近地区无重要的风景名
胜古迹、旅游景点、保护文物等。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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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调查
3.1 建设项目位置
该项目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东郊新区松林山路西北侧，公司距镇江市区约 20 公里，
离沪宁高速公路约 18 公里。管道从港龙石化码头接入，沿港龙码头管架由北至南敷设
至临江西路北处（A 点）拐向东，沿临江西路向东敷设至钛白粉厂处（B 点）向南横跨
临江西路至（C 点），再沿临江西路南侧向东敷设处（D 点），再沿现有管架沿新竹路西
侧敷设处（E 点）横跨新竹路至（F 点），再沿银溪路北侧管架向东敷设处（G 点），横
跨银溪路沿优利德东侧围墙外管架敷设处（H 点），横跨松林山路至松林山路南侧（I 点）
沿松林山路南侧敷设处（J 点）
，再沿松林山路（新安集团围墙西侧）管架敷设管道处（Q
点）接入正丹化学内，沿正丹化学内管架敷设至存放储罐。管道总长约 4519 米。管道
敷设路线图见图 3-1。

图 3-1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道敷设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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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建设概况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详见表 3-1。
表 3-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表

建设项目名称

化学品管道运输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建设项目地点

镇江市东郊新区松林山路西北侧

环评报告书编制
单位
开工建设时间

江苏绿源工程
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2017 年 8 月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

工程总投资概算
（万元）
工程实际总投资
（万元）

100
10

环评报告书审批
部门

镇江新区环保局

调试时间

2018 年 3 月

环保设施施工
单位

/

环保投资概算
（万元）
环保实际投资
（万元）

100

比例

10%

10

比例

10%

建设规模

利用现有管架，铺设辛醇和高沸点芳烃溶剂2根管线，
管径均为Φ 200，每根长度约为 4519 米。

现场勘查时工程
实际建设情况

管道总长约 4519 米。

项目组成见表 3-2。
表 3-2 项目工程组成
工程类别

名 称

工程规模
实际建设情况
利用现有管架，铺设 3 根管 利用现有管架，铺设 2
铺设管线 线，管径均为Φ 200，每根长 根管线，管径均为Φ 200，
度约为4519米
每根长度约为4519米
主体工程
辛醇：20525t
辛醇：20525t
年输送量
偏三甲苯：2000 t
未建
高沸点芳烃溶剂：8000t 高沸点芳烃溶剂：8000t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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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环保投资
该项目环境保护投资约 10 万元，约占总投资额的 10%，主要用于风险事故的预防
和控制设施的建设。详见表 3-3。
表 3-3 环保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1
2
3

环保设施
管道泄漏暂时收容装置
移动式物料输送泵
物料输送装置自动控制系统

投资额（万元）
3
3
4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及批复意见
4.1 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
从环保角度考虑，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学品管道运输项目于现有厂
区内建设是可行的。

4.2 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意见
(一）贯彻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理念，加强对生产全过程的管理，从源头削减污染
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确保项目的物耗、能耗和水耗及污染物产生指标等均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二）合理布置厂区排污管线，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一水多用、分质分类、
相对集中”的原则，建设和完善厂内的排水管网。施工期主要包括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
污水、新建管段试压废水依托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道，排入新
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长江。运营期无废水排放。
(三）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类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做到达标排放，施工期产
生的废气主要有施工活动产生的扬尘、施工车辆排放的尾气和焊接烟尘。项目不进行通
球清扫，不产生通球废气。在运输和堆置过程中对易起尘的建筑材料加盖遮盖物，对进
出的运输道路进行洒水抑尘，施工场地设置围护，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施。汽车运输过
程中产生的扬尘时间短、扬尘落地快，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运输道路两侧，采用硬化
道路、道路定期洒水抑尘、规范车辆装载量并采取密闭或者遮盖措施。管道焊接主要方
式为电焊，焊接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焊接烟尘，直接扩散。运营期集输采用密闭流程，无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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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
(四）合理布局，选择低噪设备，认真落实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厂界昼夜
间噪声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工业区标准要求。
(五）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施工人员统一安
排食宿，生活垃圾按指定地点堆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建筑垃圾包括管道焊接时产生
的废弃焊条、管道接头聚氨酯发泡保温处理产生的发泡剩余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运
营期无固体废物排放。
(六）该项目无污染物排放。

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由于验收调查期间项目施工已结束，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方式主要为查阅设计文件、
环境监理资料等，进行回顾性整理调查。
1、废水
该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水排放，公司目前废水排放符合环境保护管理要求。该项目
建成后公司废水排放情况与现状一致。
2、噪声
该项目运营期无高噪声源，现有项目声源均设置了隔声和减振措施。
固废
该项目运行期无固体废物产生，现有项目固体废物零排放，该项目建成后仍与现状
一致。
3、废气
该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气排放，与该项目关联的储罐呼吸废气进入公司焚烧炉处理
后达标排放，符合环境保护管理要求。该项目建成后公司废气排放情况与现状一致。

6 环境影响调查
a）生态影响调查
与该项目所在地距离最近的生态红线管控区为“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位于北纬 32 位于镇江市丹徒区和畅洲(江心洲)长江北汊江段，西界：以共青
团农场西南江岸线转折点与江心洲西北江岸线转折点连线；南界：以江心洲东北江堤为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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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及江心洲东南江岸线转折点与高桥西南江岸线转折点之间连线；东界：高桥西岸线；
北界：沿江湿地与陆地接线。按省政府批文镇江附件改其中核心区面积约 10.9 平方公里，
缓冲区面积约 25.7 平方公里，实验区面积约 20.7 平方公里。隶属镇江市辖区。保护区
核心区具体位置在镇江市丹徒区和畅洲长江北侧江段：西界以潜水坝为连线；南界以江
心洲东北江堤为界以及江心洲东南江岸线转折点与高桥西南江岸线转折点之间连线；东
界为高桥西岸线；北界为长江镇江与扬州的分界线。禁止开发区为核心区和缓冲区，限
制开发区为实验区。该项目管道沿线与其限制开发区域最近距离为 1900 米，因此在该
范围内不涉及重要生态红线功能保护区，不会导致区域内生态红线管控区生态服务功能
下降。
b） 污染影响调查
1、废水
该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水排放，公司目前废水排放符合环境保护管理要求。该项目
建成后公司废水排放情况与现状一致。
2、噪声
该项目运营期无高噪声源，现有项目声源均设置了隔声和减振措施。
3、固废
该项目运行期无固体废物产生，现有项目固体废物零排放，建成后仍与现状一致。
4、废气
该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气排放，与该项目关联的储罐呼吸废气进入公司焚烧炉处理
后达标排放，符合环境保护管理要求。该项目建成后公司废气排放情况与现状一致。
5、环境风险
根据风险分析结果，该项目不存在重大危险源。在进一步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制定
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并与区域应急预案联动后，该项目所发生的环境风险控制在较低的
水平，事故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7 清洁生产调查
该项目运营期不产生污染物排放，物料通过管道运输，降低了运输环节的资源消耗
和风险概率，体现了清洁生产的要求。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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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化学品集输管线建设对环境主要影响是建设期的各种施工作业活动和运行期的风
险事故。为最大限度地减轻工程运行期生产对区域内空气环境、水环境及生态环境的影
响，减少事故的发生，确保管线的安全运行，项目建立了科学有效的环境管理体制，制
定了详细周密的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项目根据建设规模和环境管理的任务，建设期项目筹建处设一名环保专职或兼职人
员，负责工程建设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加强废水的管理与监督，保证该项目的废水排放
不会对第二污水处理厂造成冲击，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对固废堆放场所要严格管理，
确保安全。工程建成后在公司设专职环境管理人员一名，负责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9 环境管理状况调查及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
建设期噪声监测

(1)环境噪声
测点设置：施工场界四周及运输车辆经过的道路旁共设 5 个测点。
监测频次：昼、夜间各测 1 次，1 次/月。
监测因子：等效 A 声级 dB(A)。
(2)环境空气
测点设置：施工场界外上、下风向各设 1 测点。
监测频次：每日 4 次采样，连续三天，1 次/月。
监测因子：TSP。
项目建设期，以上监测计划均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执行。
投产期监测计划

⑴ 公司监测计划
根据国家有关规范和江苏省总量控制有关要求，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定《排放污染物总量监测方案》，并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定批准后执行，具体
监测计划见表 9-1，该计划由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表 9-1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废气

管线沿线下风向设置2 个监测点

TVOC

1 次/年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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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监督监测计划
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监测专业部门依法行使对辖区内的污染单位排污情况进行
监督监测，具体监测计划见表 9-2。
表 9-2

环境监督监测计划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废气

管线沿线下风向设置2 个监测点

TVOC

1 次/年

10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检查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见表 10-1。
表 10-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序
号

1

2

3

检查内容
合理布置厂区排污管线，按照“雨污分流、清
污分流、一水多用、分质分类、相对集中”的
原则，建设和完善厂内的排水管网。施工期主
要包括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新建管段试
压废水依托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直接排
入市政污水管道，排入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尾水排放长江。运营期无废水排放。
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类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确保做到达标排放，施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有
施工活动产生的扬尘、施工车辆排放的尾气和
焊接烟尘。项目不进行通球清扫，不产生通球
废气。在运输和堆置过程中对易起尘的建筑材
料加盖遮盖物，对进出的运输道路进行洒水抑
尘，施工场地设置围护，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
施。汽车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时间短、扬尘
落地快，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运输道路两
侧，采用硬化道路、道路定期洒水抑尘、规范
车辆装载量并采取密闭或者遮盖措施。管道焊
接主要方式为电焊，焊接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焊
接烟尘，直接扩散。运营期集输采用密闭流程，
无大气污染物。

执行情况
施工期主要包括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
水、新建管段试压废水依托公司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后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排入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长
江。运营期无废水排放。

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的运输路
线，定期对运输线路进行清扫；在敏感
点处采取洒水、减慢车速，控制运输车
辆的扬尘污染。施工场地干燥时洒水抑
尘。运营期集输采用密闭流程，无大气
污染物。

施工期建设施工的机械噪声强，影响范
合理布局，选择低噪设备，认真落实各项噪声
围大，应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减少施工
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厂界昼夜间噪声值达到
时间，调整同时作业的施工机械数量，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
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对设备的维护
中 3 类工业区标准要求。
和保养，合理操作，保证施工机械保持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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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等。施工人员统一安排食宿，生活垃
圾按指定地点堆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建筑
垃圾包括管道焊接时产生的废弃焊条、管道接
头聚氨酯发泡保温处理产生的发泡剩余物委
托有资质单位处置。运营期无固体废物排放。

在最佳状态，降低噪声源强度；夜间停
止施工。运营期无高噪声源，现有项目
声源均设置了隔声和减振措施。
施工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施工人
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与港龙石化码头的生
活垃圾统一清运处理；建筑废料送城市
一般固废填埋厂处理。拆除废旧管线送
港龙石化码头内库房存放。运营期该项
目运营期无固体废物排放。

11 调查结论
综上所述，该项目按要求落实了环评批复中污染控制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采取的
污染防治措施效果良好。建议通过“三同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2 建议
根据环境影响调查结果，针对以下几方面主要问题提出建议：
（1）加强对环保设施的日常运行管理和维护，确保营运期间无污染物排放；
（2）加强对无组织排放源的监控管理，规范生产操作，进一步优化装卸工艺，最
大程度减少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13 附件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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