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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说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能力的单

位编制。

1、项目名称—指项目立项批复时的名称，应不超过 30 个字（两个英

文字段作一个汉字）

2、建设地点—指项目所在地详细地址，公路、铁路应填写起止地点。

3、行业类别—按国标填写。

4、总投资—指明项目投资总额。

5、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指项目区周围一定范围内集中居民住宅区、学

校、医院、保护文物、风景名胜区、水源地和生态敏感点等，应尽可能给

出保护目标、性质、规模和距厂界距离等。

6、结论与建议—给出本项目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分析结

论，确定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说明本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给出建

设项目环境可行性明确结论。同时提出减少环境影响的其它建议。

7、预审意见—由行业主管部门填写答复意见，无主管部门项目，可不

填。

8、审批意见—由负责审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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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石油机械配件加工项目

建设单位 濮阳市濮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路建忠 联系人 路建忠

通讯地址 濮阳市华龙区濮东产业集聚区锦田路与新东路交叉口创业园 1号

联系电话 13525289180 传真 / 邮政编码 457000

建设地点 濮阳市华龙区濮东产业集聚区锦田路与新东路交叉口创业园 1号

立项审批

部门

濮阳市濮东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项目代码 2019-410902-34-03-051666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及代码

C3512石油钻采专

用设备制造

占地面积
(m2) 1400 绿化面积

(m2) /

总投资

(万元) 100 其中：环保

投资(万元) 4
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

比例（%）

4

评价经费

(万元) / 预期

投产日期
/

一、工程内容与概况：

钻井作业是一项投资巨大的风险性工程，钻井设备是否有力直接影响钻井

速度、钻井安全和钻井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石油钻井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

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而制约钻井技术发展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装备落后。为实

现“十三五”钻井技术的发展目标，及时全面了解国内外先进设备最新发展动

态。对比国内外钻井装备现状，找出差距，尽快提高我国钻井装备水平，缩短

与国外钻井技术差距，为走向和占领国际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石油钻井工程技术服务行业以保障油气勘探开发为前

提，积极推动结构调整，加快装备更新改造，突出发展特色技术，培育核心竞

争力，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大幅度提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明显提

升。

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尤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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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对石油的需求大幅增加，使原本就供应紧张的石油缺口进一步加大，油

气资源的供需矛盾日趋突出 。为保障经济快速发展的能源供应，油勘探开发

力度迅速提高，加之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刺激油田公司纷纷将资金投向石油勘

探开发，由此造成了石油钻井工作量逐年增加。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濮阳市濮

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拟投资 100万元在濮阳市华龙区濮东产业集聚区锦田路与

新东路交叉口创业园 1号建设石油机械配件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年生产射孔

器材 300套。

依据2018年4月28日公布的《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部分内容的决定》修正）（环境保护部令第44号）的规定，本项目属于“二

十四、专用设备制品业”，不涉及电镀、喷漆工艺，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受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湖南大自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见附件1）。接受委托后，经现场踏勘、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本着“科学、公正、客观”的原则，编制完成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项目施工期、运营期污染物产生环节进

行分析，采用类比等分析方法，确定各环节污染因素，提出相应的防污减污的措

施；分析预测该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为工程设计、环境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

二、濮东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

濮东产业集聚区位于濮阳市东部，原规划范围北至高阳大道、南至黄河路、

西至文化路、东至龙乡路，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12.57平方公里（不含 106国

道绿化带），由于城市建设的加快，建设用地的急速扩张，原有范围不再满足新

形势下集聚区发展的需要。因此，2012年 10月，依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方案的批复》（豫发改工业

[2012]1603号）文件，濮东产业集聚区规划范围进行调整，一方面将 106国道以

西、绿城路以南的区域从产业集聚区内剔除；另一方面，在规划高阳大道和高速

公路之前新增部分建设用地；同时，集聚区继续向东推进，跨过城市生态廊道在

岳村乡新扩区 7.28平方公里。调整和扩区之后集聚区总用地规模 19.25平方公里。

http://www.mee.gov.cn/gkml/sthjbgw/sthjbl/201804/t20180430_435750.htm
http://www.mee.gov.cn/gkml/sthjbgw/sthjbl/201804/t20180430_4357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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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范围为北起范辉高速公路、南到黄河路、西起文化路、东至经四路。

1、发展定位

根据《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本项目位于产

业结构布局规划中的机械加工制造区。

濮东产业集聚区功能定位为：以石油机械装备制造和商贸物流为主导产业，

以电子仪器仪表制造、服装加工、高新技术等产业为支撑的，濮阳生态良好、功

能齐全、适宜居住、又具有创业环境的与濮阳中心城区密切联系的现代化和生态

化的产业集聚区。在城市空间上，承东启西，链接华龙区和濮阳市工业园，是濮

阳向东发展的重要交接点。

根据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发展的要求，集聚区内只容许进入一、二类工业，

主要发展高新、物流以及机械制造等行业，对高污染高能耗、不适合集聚区总体

规划的行业禁止入内。本项目位于产业集聚区内的机械加工制造区，满足濮东产

业集聚区规划环评提出的环境准入条件。

2、规划布局

根据上级规划、现状分析和规划构思的内容，规划区在布局结构上形成了“一

心、两轴、两廊、多组团”的规划结构与形态。

一心：是以中央生态公园及其周边商业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和文化娱乐用地

等公共空间共同组成的综合服务休闲区为核心的区域。规划商务办公中心、行政

办公中心、休闲娱乐中心、中央生态公园等与其中，强调多功能复合，最大程度

地发挥其区位优势，打造濮东产业集聚区的核心。

两轴：规划区布局结构强调“一横一纵”的轴向关系，“一横”是指贯穿规

划区中部核心与中心城区的东西向城市发展轴，“一纵”是指以新东路为依托、

纵贯南北的产业发展轴，两轴相较于濮东产业集聚区的综合服务中心。

两廊：东环路（106国道）两侧绿带与龙乡路以东的规划基础设施廊道纵贯

整个规划区，将整个濮东产业集聚区分割成西、中、东三大片区，形成防护绿廊，

同时也是规划区内纵贯南北的自然景观廊道。

多组团：结合规划区内的功能布局和总体规划结构，规划区内形成四类主要

功能组团，分别为：工业组团、仓储物流组团、综合服务中心组团和生活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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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3、与产业集聚区规划环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与集聚区规划环评相符性分析见下表 1-1。

表 1-1 本项目与集聚区规划及环评建议相符性分析一览表

序号 项目 集聚区规划内容及环评建议 项目情况 相符性

1 产业定位

以石油机械装备制造和商贸物流为主

导产业，以电子仪器仪表制造、服装

加工、高新技术等产业为支撑的，濮

阳生态良好、功能齐全、适宜居住、

又具有创业环境的与濮阳中心城区密

切联系的现代化和生态化的产业集聚

区。在城市空间上，承东启西，链接

华龙区和濮阳市工业园，是濮阳向东

发展的重要铰接点

本项目位于产业集聚区

濮光科技产业园，定位扶

持与培养微小型机械装

备企业，促进濮东产业集

聚区机械装备产业快速

发展

相符

2 布局与功能

分区

“一心、两轴、两廊、多组团”的规

划结构，西北部为商贸物流区，中北

部及东北部位机械加工区及电子轻工

加工区，综合服务区位于整个产业集

聚区的中部，生活服务区主要分布于

绿城路以南区域

本项目位于产业集聚区

106国道与锦田路交叉口

路东，定位为机械加工制

造区

相符

3 土地利用规

划

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内规划有居住

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行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其

中工业用地包括一类工业用地和二类

工业用地，一类工业沿绿城路两侧布

置，二类工业位于卫都路以北，以机

械加工制造为主导产业

本项目占地为规划的二

类工业用地
相符

4 供水规划
近期采用第二水厂作为饮用和工业水

源，远期用水来自濮阳市第三水厂

本项目采用集聚区集中

供水
相符

5 排水规划

集聚区污水采用分区采集，两区和中

区、东区的污水分别进入市区污水管

道及濮阳市产业集聚区污水管道，分

别送至濮阳送至濮阳市污水处理厂及

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

本项目废水在厂区预处

理后，排入濮阳市第三污

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

入金堤河

相符

6 供热规划

产业集聚区总采暖热负荷为

360.15MW。规划区内供热来自柳屯电

厂。规划热水、蒸汽两套供热管网。

民用供暖采用热水管网，工业供暖采

用蒸汽管网。

暂采用分体空调供暖，待

集聚区管网建设完成，采

用集中供暖

相符

三、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为专用设备制造项目，不属于 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29号

令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限制、淘汰类。项目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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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亦无《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淘汰类设备。属于允许类项目，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部门的相关行业规定，项目实施后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

展，目前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已于 2019年 09月 19日予以备案，备案

项目代码：2019-410902-34-03-051666（详见附件）。

四、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濮阳市华龙区濮东产业集聚区锦田路与新东路交叉口创业园 1

号，租赁濮光科技创业园 1#厂房部分，本项目东侧为新东路，西侧、南侧均为

空厂房，北侧为濮光科技创业园园内公路。项目所需原材料来源便利可靠，建厂

社会协作条件优越。在此投资兴建濮阳市濮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有利于节省建

设投资。周边区域内无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和其他需特殊保护的区域。

该项目选址合理。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项目四周情况图见附图 2。

五、项目建设情况：

1、项目建设概况

(1)项目名称：濮阳市濮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石油机械配件加工项目

(2)建设单位：濮阳市濮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濮阳市华龙区濮东产业集聚区锦田路与新东路交叉口创业园 1

号

(4)建设性质：新建

(5)工程总投资：100万元

(6)工程内容及规模：项目占地面积 1400 m2。包括生产车间、仓库、办公室

等。

2、项目工程组成和内容见表 1-2。

表 1-2 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组成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

主体工程 机加工区 建筑面积 550 m2，1F，彩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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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区 建筑面积 96 m2，1F，彩钢

成品区 建筑面积 120 m2，1F，彩钢

辅助工程
休息区 建筑面积 8 m2×3，1F，彩钢

办公区 建筑面积 10 m2，1F，彩钢

公用工程
供水 市政供水

配电 市政供电

环保工程

化粪池 依托濮光科技创业园原有

防渗地面 水泥

绿化 依托濮光科技创业园原有

3、主要原辅材料表

本项目所需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见表 1-3。

表 1-3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表

序号 名称 年耗量 单位 来源 储存

1 筒体钢管 13.5 吨 外购 车间原材料仓库

2 枪头锻件毛坯 1.2 吨 外购 车间原材料仓库

3 枪尾铸件毛坯 1.2 吨 外购 车间原材料仓库

4 弹架钢管 0.3 吨 外购 车间原材料仓库

5 切削液 0.01 吨
外购，与水按

1:10配比混用
车间原材料仓库

6 机油 0.2 吨 外购 车间原材料仓库

7 焊条 80 kg 外购 车间原材料仓库

8 棉纱 50 kg 外购 车间原材料仓库

9 电 3 万 kWh 市政电网 /

10 水 120 m³ 市政供水 /

主要原辅材料理化性质及使用情况如下：

切削液理化性质：切削液（cutting fluid，coolant）是一种用在金属切削、

打磨加工过程中，用来冷却和润滑刀具和加工件的工业用液体，切削液由多种超

强功能助剂经科学复合配合而成，同时具备良好的冷却性能、润滑性能、防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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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除油清洗功能、防腐功能、易稀释特点。

本项目所使用的切削液为半合成切削液，即既含有矿物油又含有化学合成基

础油的水溶性切削液。

4、主要设备表

本项目所需主要设备见表 1-4。

表 1-4 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数控管子螺纹车床 GZK6125 1 台 购买

2 管螺纹车床 QAB19-1A 1 台 购买

3 普通数控车床 GZK6150 1 台 购买

4 普通车床 CA6150A 2 台 购买

5 立钻 ZA6150A 3 台 购买

6 冲床 / 2 台 购买

7 电焊机 BX1-160-1 1 台 购买

8 电焊机 ZX7500D 1 台 购买

9 金属带锯床 / 1 台 购买，不涉及气割工艺

10 台钻 / 3 台 购买

11 手动打磨机
S1M-FF03-1

00A 1 台 购买

备注：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

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工产业[2010]第 122号），本项

目不涉及淘汰落后、高耗能设备。

5、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

建设项目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见表 1-5，本项目作为机械加工，年生产加工

石油射孔器材 3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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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产品方案及规模

产品名称 年产量 单位 备注

60型射孔器 50 套

主要包括枪头、枪尾、弹架，

产品详见下图

73型射孔器 100 套

89型射孔器 100 套

102型射孔器 50 套

合计 300 套

外购配件 射孔器

6、劳动定员和生产组织

根据工作需要，本项目确定劳动定员 10人，日工作时间 8小时，年工作

300天，员工均为附近村民，不在厂内食宿。

7、公用工程

（1）给水

本项目生产不涉及用水，生活用水根据《河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

（DB41/T385-2014），按 40 L/人·d计算，劳动定员 10人，年工作日 300 d，则

用水量为 0.4 t/d，120 t/a。

（2）排水

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0.32 t/d，96 t/a(排放系数以 0.8计)。项目无生产废水，水

平衡图见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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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鲜

水

水与切削液按

10:1配比混合

使用

生活污水依托濮光

化粪池预处理后，

经污水管网进入濮

阳北控城东水务有

限公司（濮阳市第

三污水处理厂）

120 t 96 t

0.09 t

0.1 t

生活用水

24 t

120.1
t

随废切削液带

走，按危废处理

0.01t
t

图 1 水平衡图(单位：t/a)

（3）供电

本项目用电由市政供电。

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拟建项目为新建项目，租赁现有厂房，已与濮阳市华龙区濮光科技创业有限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项目选址原为濮阳市华龙区濮光科技创业有限公司机械加工

空厂房，故无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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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1.地理位置

濮阳市位于中国河南省的东北部，黄河下游北岸，冀、鲁、豫三省交界处。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52′0〞～116°5′4〞，北纬 35°20′0〞～36°12′23〞。东北部与

山东省的聊城毗邻，东、南部与山东省济宁、荷泽隔河相望，西南部与河南省的

新乡市相倚，西部与河南省的安阳市，北部与河北省的邯郸市相连。东西长 125

千米，南北宽 100千米。总面积 4188平方千米。

本项目位于濮阳市华龙区濮东产业集聚区锦田路与新东路交叉口创业园 1

号，东侧 50m为新东路，交通方便。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

2.气候气象

项目所在区域属黄河下游第四纪缓冲积平原，属暖温带大陆季风性半干旱气

候，四季分明，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常年无极端恶劣天气，适合项

目建设的需要。

风向：常年主导风向 南北风

夏季主导风向 南风

冬季主导风向 北风

风速：年平均风速 2.36m/s

瞬时最大风速 24m/s

气温：历年平均气温 13.4℃

绝对最高气温 42.3℃

绝对最低气温 -20.7℃

最热月平均气温 27℃

低于零度寒冷期 100天左右

湿度：历年平均相对湿度 69.8%

最大月平均相对湿度 89%

最小月平均相对湿度 41%

降水量：年平均降水量 612.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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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大降水量 1067.6mm

年最小降水量 264.5mm

蒸发量：年平均蒸发量 1663.3mm

年最大蒸发量 1924mm

年最小蒸发量 1541.8mm

日照：年平均日照 2585.2h

3.水资源

3.1地表水

濮阳市属河南省比较干旱的地区之一，水资源不多。地表径流靠天然降水补

给，平均径流量为 1.85 亿立方米，径流深为 432 毫米。境内浅层地下水总量为

6.73 亿立方米，其中可供开采的 6.24 亿立方米。濮阳境内过境河主要有黄河、

马颊河和卫河。境内较大的河流还有天然文岩渠、马颊河、潴龙河、徒骇河等。

金堤河：系人工河道，发源于新乡县司张排水沟口，境内流长 48.4km，于

台前县张庄闸入黄河，区间流域面积 1270km2。根据濮阳水文站历年实测资料，

金堤河最高水位 52.84m，最低水位河干。多年平均流量 5.26m3/s，多年平均年流

量 1.66×104m3，最大流量 483m3/s，最小流量为 0（断流），现为濮阳市主要纳

污河流。金堤河的支流主要有濮水河和老金堤河。

项目生活污水依托濮阳市华龙区濮光科技创业有限公司化粪池进行处理，处

理后经污水管网进入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达标后排入金堤河。

3.2地下水

濮阳市地下水分为浅层地下水、中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地下水位埋深深

浅不一，西部地下水埋深一般大于 10m，东部埋深较浅为 2~4m。根据含水层的

结构及埋藏条件，可分为第四系孔潜水和层间孔隙水两种，地下水的径流条件较

好，但其水位、水量等的动态变化，受大气降水和季节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人为

因素的影响尤其大。由于天旱、降水偏少等因素使地下水位在逐年下降。

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主要为孔隙潜水，主要含水层为 10m 以下的细沙及细

沙含卵石层，流向为自西南向东北。洪水期（或蓄水补源时）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枯水期地下水补给地表水；黄河沿岸 3km 范围内，一般是黄河水补给地下水。

4.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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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处于濮阳市华龙区东部，地貌系中国第三级阶梯的中

后部，属于黄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地势较为平坦，自西南向东北略有倾斜，海

拔一般在 48～58米之间。濮阳县西南滩区局部高达 61.8米，清丰县巩营乡里直

集西南仅 44.2米。平地约占全市面积的 70%，洼地约占 20%，沙丘约占 7%，水

域约占 3%。濮阳境内有河流 97条，多为中小河流，分属于黄河、海河两大水系。

过境河主要有黄河、金堤河和卫河。另外，较大的河流还有天然文岩渠、马颊河、

潴龙河、徒骇河等。

濮阳的大地构造属华北地台，其辖区位于东濮凹陷之上。东濮凹陷夹在鲁西

隆起区、太行山隆起带、秦岭隆起带大构造体系之间。东有兰聊断裂，南接兰考

凸起，北界马陵断层，西连内黄隆起。东濮凹陷是一个以结晶变质岩系及其上地

台构造层为基底，在新生代地壳水平拉张应力作用下逐渐裂解断陷而成的双断式

凹陷，走向北窄南宽，呈琵琶状。该凹陷形成过程中，在古生界基岩上，沉积了

一套巨厚以下第三系为主的中、新生界陆相沙泥岩地层，是油气生成与储存的极

有利地区。该地区地质特征比较明显：（1）下第三系沉积沉降速度快，生油层

厚度大，成熟度高。（2）盐湖沉积多旋回、多物源、多含油层系。（3）油气藏

类型多。（4）东濮凹陷位于生油两次凹陷之间，油源条件好，长期发育的中央

隆起带北部，整带连片含油，油气聚集方便。（5）有油成气、煤成气两种气源，

天然气蕴藏量丰富。

5.土壤及矿产

濮阳城区地表均为第四纪冲积松散沉积物覆盖，主要土层为粉土、砂土及粘

土。地层岩组类型单一，属简单场地。

濮阳地质因湖相沉积发育广泛，第三系沉积很厚，对油气生成及储存极为有

利。已知的主要矿藏有石油、天然气、煤炭，另外还有铁、铅等。石油、天然气

储量较为丰富，且油气质量好。据初步调查，工业园区内地下矿产资源主要为油

气。

6.生物资源

（1）植物资源

濮阳地处冲积平原，是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主要栽培植物，如小麦、

玉米、水稻、红薯、大豆，种植面积达 4万公顷。经济作物中棉花、花生、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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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麻类种植较多。蔬菜品种现有 12大类 100多个，种植较多的是白菜、萝

卜、黄瓜、西红柿、葱、蒜、包菜、菜花、韭菜、辣椒、芹菜、茄子、马铃薯、

豆角、姜、藕、冬瓜、南瓜等，近年又引进蔬菜新品种 20多个。

濮阳市生存植物除农作物外，全市植被由禾本科、豆科、菊科、蔷薇科、茄

科、十字花科、百合科、杨柳科、伞形科、锦葵科、石蒜科、玄参科等多属暖温

带的植被组成。濮阳天然林木甚少，基本为人造林，主要分布在黄河故道及背河

洼地。优质用材林树种主要有毛白杨、加拿大杨、枫杨、榆、柳、泡桐、椿、槐

等。经济林树种主要有红枣、苹果、桃、杏、梨、葡萄、柿、山楂、核桃、花椒

等。

（2）动物资源

由于人类长期对自然环境的干预，濮阳市野生脊椎动物赖以生存的原始植被

已不复存在。在季节性农作植被环境中生存的野生动物，随着生境条件的改变和

人为捕杀，其数量大大减少，不少动物种类已近绝迹。除哺乳类中的家鼠、田鼠，

鸟类中的麻雀，爬行类中的壁虎、蜥蜴，两栖类中的蛙、蟾和一些鱼类数量较多，

分布较广泛外，其它野生脊椎动物数量已经很少。昆虫类在全市野生动物中数量

占绝对优势。麻雀、家鼠及多种昆虫是区内野生动物的优势种。家畜家禽等人工

驯养动物是濮阳区内的主要经济动物，分布遍及全区，数量较多。

根据调查，目前，项目所在区域尚未发现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动植物种类。

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1.行政区划

濮阳市辖五县三区，即濮阳县、清丰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华龙区、

经济开发区及濮北新区，下辖 61个乡，17个镇，7个办事处，共有 2946个村民

委员会，84 个居民委员会。东西长 125km，南北宽 100 km，城市建成区面积

49.5km2，总人口 38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96.93万人。

2.经济概况

濮阳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到 2015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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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翻一番以上，年均增长 12%，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赶上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翻一番以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

持年均增长 22%以上，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水平逐步提升；利用外资明显

增加，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规模明显加大；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创新能力进

一步提高，区域竞争力明显增强。

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980亿元，增长 12%；财政总收入 84.8 亿元，增

长 15.3%，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8.1 亿元，增长 23.3%；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49.1亿元，增长 2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7.4亿元，增长 15.8%。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539.1 亿元，增长 17.1%；固定资产投资 735.7 亿元，增长

24.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209 元，增长 11.5%；农民人均纯收入 7086

元，增长 16.5%。

3.交通网络

园区地处国家特大型企业----中原油田生产开发腹地，石油、天然气、卤水

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园区交通便利，路网畅通。京九、京广两大铁路干线

形成两翼，晋中南大运力铁路横贯东西，京珠、大广、德商、濮鹤、濮范、东日

六条高速公路形成园区外围的环状路网，在建的濮阳市中心城区到园区的“城市

快车道”，自西向东横贯园区，把园区与市中心城区连接成一体。

4.文物古迹

濮阳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战国时期的卫国都城以及宋代以来的历

史重镇，现存古城址、文物古迹和民居众多。

根据现场调查及咨询有关部门，项目所在的濮阳工业园区规划范围内无地表文物

古迹遗存，距离濮阳工业园区规划边界最近的地表文物古迹为集聚区规划南边界

外 120m 处的大觉寺，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因此，本项目场址周围 500m 范围内无相关地表文物古迹遗存。

5.饮用水源保护区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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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通知》（豫政办[2013]107 号）内容可知，濮阳市共有 5个饮用水源保护区，

分别为：清丰县八里庄地下水井群(共 24眼井)、南乐县自来水公司地下水井群(共

13眼井)、范县新城区地下水井群(共 8眼井)、范县老城区地下水井群(共 2眼井)、

台前县马楼地下水井群(马楼乡黄河左岸，共 16眼井)。

根据实际调查，本项目位于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本项目距离以上地下水

井群饮用水保护区范围距离较远，不在濮阳市的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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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地下

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1、环境空气质量

根据濮东产业集聚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项目所在地为二类功能区，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本次评价选取 2018年作为

评价基准年，根据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公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濮

阳市基本污染物统计数据见表 2-1。

表 2-1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评价

因子
平均时段 现状浓度（μg/m3） 标准值（μg/m3）

超标倍

数
达标情况

PM2.5 年均值 63 60 0.05 不达标

PM10 年均值 102 40 1.55 不达标

SO2 年均值 16 70 0 达标

NO2 年均值 36 35 0.03 不达标

O3 8小时平均值 117 160 0 达标

CO 24小时平均 1.1 mg/m3 10 mg/m3 0 达标

2018年濮阳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均值、一氧化碳 24小时平均值、O3 8

小时平均值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二氧化氮年均值、PM10年均值、PM2.5

年均值，均超过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超标倍数分别为 0.05、1.72、0.08。项

目所在区二氧化氮、PM10、PM2.5超标，因此判定为非达标区。经调查发现，项

目区域 PM10、PM2.5、NO2的主要超标原因是附近工地施工扬尘及机动车尾气造

成。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 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8〕14号及《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濮

阳市 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濮政办〔2018〕8号等要求，

通过进一步控制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控制扬尘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等措施，

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可以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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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表水环境质量

本项目废水排入濮阳北控城东水务有限公司（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处

理后排入金堤河，故本次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引用 2018年 10月 08日濮阳市上

报的环境责任目标断面-宋海桥监测断面的常规监测数据，监测因子为 COD、

NH3-N、总磷共 3项。金堤河水质监测结果见表 2-2。监测及分析方法：根据国

家环保总局颁发的《环境检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分析方法》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执行。

表 2-2 地表水现状检测统计结果 单位（pH除外）：mg/L

河流 监测点位置 COD 氨氮 总磷

金堤河 宋海桥监测断面 27 0.18 0.1

标准 / 30.0 1.5 0.3

最大超标倍数 / 0 0 0

由表 2-2 对水质监测分析可知，金堤河宋海桥监测断面 COD、氨氮、总磷

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Ⅳ类标准要求，地表水

环境质量较好。

3、声环境质量

项目委托光远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0月 09日~2019年 10月 10日对项

目东、北厂界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2-3。

表 2-3 环境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检测时间
检测结果

标准值 dB（A） 达标分析
昼间 dB（A） 夜间 dB（A）

东厂界
2019.10.09 54.3 42.9

昼间 65dB(A)
夜间 55dB(A)

达标

2019.10.10 52.6 41.7 达标

北厂界
2019.10.09 55.1 44.8 达标

2019.10.10 53.6 42.5 达标

备注：南厂界、西厂界临厂，不具备检测条件。

根据检测结果，项目所在区域东、北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昼间 65dB(A)、夜间 55dB(A)）要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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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声环境质量较好。

4、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964-2018）附录 A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类别相关内容，该项目属于“制造业中设备制造、金属制品、汽车制造及其他用

品制造”中的“其他”，属于Ⅲ类；且该项目占地 1200m2，土壤敏感程度为不

敏感，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964-2018）表 4污染影响型评价工作

等级划分，该项目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故本项目不进行土壤环境影

响评价。

5、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濮阳市华龙区濮东产业集聚区锦田路与新东路交叉口

创业园 1号。评价区内无国家、省、市级自然保护区、名胜古迹及水源地，本项

目纳污水体金堤河，各环境要素环境保护对象见表 2-4。

表 2-4 本项目环境保护对象和敏感目标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方位 距离（m） 环境功能

环境空气

声环境

北寨村 N 32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龙馨苑公租房 NE 124

魏小寨村 SW 424

张小寨村 SE 310

惠小寨村 SW 305

地表水 金堤河 W 8.9km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

声环境 厂界 /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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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1、环境空气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要求，具体标准值见表 3-1。

表 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单位μg/m3）

区域

名称

污染

因子

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年均值 日均值 小时均值

项目

所在

区域

SO2 60 150 500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二级

NO2 40 80 200

PM10 70 150 /

PM2.5 35 75 /

CO / 4mg/m3 10mg/m3

O3 /
160

（8小时均值）
200

2、地表水环境

地表水检测点位为本项目西侧 8.9km 金堤河；金堤河执行《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具体标准值见表 3-2。

表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项目 pH COD 总磷 NH3-N

Ⅳ类标准值（mg/L） 6~9 ≤30 ≤0.3 ≤1.5

3、声环境

项目所在地环境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

准，具体标准限值见表 3-3。

表 3-3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3 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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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1、废水

项目废水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金堤河，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三级标准且满足濮阳第三污水处理厂收水水质标准。

表 3-4 废水验收检测执行标准及限制 单位：mg/L（pH除外）

2、废气

项目颗粒物排放标准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具体标准限值见表 3-5。

表 3-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污染物
排放限值

（mg/m3）

15m高排气筒最高

允许排放速率

颗粒物
有组织排放 120 3.5

无组织排放 1.0 /

3、噪声

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类标准，具体标准限值见表 3-6。

表 3-6 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单位：dB（A）

区域类别 昼间 夜间

3类 65 55

4、固体废物

拟建项目运营期一般固废及生活垃圾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

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2013年修改单）中的相关标准；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

单。

类 别 pH COD 氨氮 悬浮物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三级
6~9 500 - 400

濮阳北控城东水务有限公

司（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

厂）收水标准

- 500 35 400

总

量

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COD：0.024 t/a；NH3-N：0.0024 t/a；

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后：COD：0.0048 t/a；NH3-N：0.0005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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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现租赁濮阳市华龙区濮光科技创业有限公司已有厂房，

不存在施工期。不存在施工期污染，本次仅对运营期产生污染进行分析。

运营期：

原材料 锯料

切割

过丝口 钻、铣 焊接

打磨

噪声、固废 噪声、固废 噪声、固废 噪声、烟尘

噪声、颗粒物

装配包装

图 2 工艺及产污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1）工艺流程简述：

1.锯料切割：原材料进厂后按图样要求通过锯床将原材料切割成零件所需尺

寸，同时投入调配好的切削液，进行切割加工作业，加工时会产生一定的噪声、

固体废物。

2.过丝口：过丝口是用机械车刀通过管螺纹车床对实体材料表面按图样要求

进行钢管内壁丝口加工作业，同时投入调配好的切削液，过丝口加工时会产生一

定的噪声、固体废物。

3．钻孔：钻孔是用机械钻头通过钻床在实体材料表面加工出孔的操作，按

照事先划好的孔位，同时投入调配好的切削液，进行钻孔作业；钻孔时会产生一

定的噪声、固体废物。

4．铣加工：铣加工是通过铣床及铣刀在实体材料上按力样要求进行铣床削

加工，同时投入调配好的切削液，进行铣削作业；铣加工时会产生一定的噪声、

固体废物。

5．焊接：下料成型后的配件枪尾，进行组焊，焊接工序在专门的焊接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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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项目焊接任务较少，焊接材料以焊条为主，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焊接烟

气及噪声。

6．打磨：其功能为清除底材表面的毛刺、浮锈、油污、灰尘；清除涂层表

面的粗颗粒及杂质，获得平整表面。打磨在焊接作业区进行。本工序的工作任务

少，在此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噪声、颗粒物。

7．装配包装：经检验员检验合格后的零部件，按图样要求进行组装装配，

装配好后的产品对其进行包装入库或发运。此工序无噪声和固体废物。

主要污染工序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现租赁濮阳市华龙区濮光科技创业有限公司已有厂房，

不存在施工期。不存在施工期污染，本次仅对运营期产生污染进行分析。

运营期污染源分析

（1）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依托濮光科技创业园原有化粪池处理后，

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最终排入金堤河。

（2）废气

本项目废气包括焊接过程产生的焊接烟尘及打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

（3）噪声

本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声源主要为锯床、车床、立钻、冲床、电焊机、台

钻等运行产生的噪声，其噪声源强为80-85dB(A)。

（4）固体废物

项目一般固体废物主要是切割、钻孔过程中产生的废金属屑、经收集的焊接烟

尘以及机械运作、清洁过程中产生的废切削液、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棉布手套、

干拖地面使用的含油拖布等含油类废物。另外员工在厂内办公会产生一定的生活

垃圾。

http://baike.so.com/doc/6810171-7027125.html
http://baike.so.com/doc/7831574-8105669.html
http://baike.so.com/doc/6081429-6294527.html
http://baike.so.com/doc/6940878-7163239.html
http://baike.so.com/doc/1528389-1615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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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及

产生量
处理后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废气

污染

焊接

工序
焊接烟尘

有组织 0.425mg/m3、0.512kg/a 0.0425 mg/m3、0.000085 kg/a

无组织 0.128kg/a、0.0002kg/h 0.128kg/a、0.0002kg/h

打磨

工序
颗粒物

有组织 10.8mg/m3、12.96kg/a 1.08 mg/m3、1.296 kg/a

无组织 3.24kg/a、0.0054kg/h 3.24kg/a、0.0054kg/h

水污

染物

员工

生活
生活污水

COD 500 mg/L、0.048 t/a 50 mg/L、0.0048 t/a

氨氮 30 mg/L、0.00288 t/a 5 mg/L、0.00048 t/a

固体

废物

生产

车间

切割、钻孔废金属屑 0.01kg/a 定期收集外售

收集的颗粒物

（焊接、打磨工序）
0.4608kg/a 定期收集外售

含油废棉布手套、拖布 0.1 t/a 根据《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

单》混入生活垃圾一起处置

废切削液 0.011t/a 设置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

资质单位处置

废机油 0.002t/a 设置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

资质单位处置

废机油桶 4个，0.002t 设置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

资质单位处置

职工

生活
生活垃圾 1.5 t/a 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至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处置

噪声
主要来源于设备噪声等，源强约为于 80~85dB（A）之间。经设备减振，降噪，墙体阻隔

等措施可将其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附另页）

本项目位于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该区域无珍稀和受保护的物种。运营期间对

污染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所以项目建设不会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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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已随施工期的结束而结束，不涉及遗留环境问题。本

项目的实施在此基础上仅购进仪器设备，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1.1焊接烟尘

本项目焊接工艺使用CO2气体保护焊和手工电弧焊（以手工操作的焊条和被

焊接的工件做为两个电极，利用焊条与焊件之间的电弧热量熔化金属进行焊接的

方法），主要是枪尾焊接过程中产生一定量的焊接烟尘。经查阅《焊接安全生产

与劳动保护》表1各种焊接方法的烟尘发尘量及项目焊接情况，焊接烟尘产生量

见下表4-1：

表4-1 本项目焊接烟尘产生情况表

项目焊接方式
标准发尘量

（g/kg）
发尘量取值

（g/kg）
焊条使用量

（kg/a）
烟尘产生量

（kg/a）

CO2气体保护焊 5~8 8 40 0.32

手工电弧焊钛

钙型焊丝
6~8 8 40 0.32

总计 / / 80 0.64

由上表可知，焊接烟尘产生总量为0.64kg/a，每天焊接时间按2h计，建议建

设单位将在焊接处设置集气罩经引风管道进入袋式除尘器，经1根15m高排气筒

P1高空排放。焊接烟尘经收集后无组织排放，烟尘收集效率在80%以上，风机风

量2000m3/h，除尘效率在90%以上（以90%计）。则有组织焊接烟尘产生量、产

生速率分别为0.512kg/a、0.00085kg/h。废气量为2000m³/h，则产生浓度为

0.425mg/m³，有组织焊接烟尘排放量、排放速率分别为0.0512kg/a、0.000085kg/h。

项目设置电焊机2台，经计算，未经集气管道收集的焊接烟尘的量为0.128kg/a，

排放速率为0.00021kg/h。

1.2打磨颗粒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4%8A%E6%9D%A1/43796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4%8A%E4%BB%B6/26323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6%94%E5%8C%96/34129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4%8A%E6%8E%A5/51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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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采用手动砂轮打磨工艺，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的颗粒物，根据企

业提供资料，颗粒物产生量约为原材料使用量的1‰，则打磨工序颗粒物产生量

为16.2kg/a。每天打磨时间以2h计，因打磨在焊接区，可经焊接区集气罩收集与

焊接烟尘共同进入袋式除尘器，经15m高排气筒P1高空排放。颗粒物收集效率在

80%以上，风机风量2000m3/h，除尘效率在90%以上（以90%计）。则有组织打

磨颗粒物产生量、产生速率分别为12.96kg/a、0.0216kg/h。废气量为2000m³/h，

则产生浓度为10.8mg/m³，有组织打磨颗粒物排放量、排放速率分别为1.296kg/a、

0.00216kg/h、排放浓度为1.08mg/m³。经计算，未经集气管道收集的打磨颗粒物

的量为3.24kg/a，排放速率为0.0054kg/h。

1.3废金属屑

项目在切割、钻孔工序产生少量废金属屑，因原料主要为钢件，产生尘屑比

重大，易沉降，不易扩散，污染物的发生量较小，最终停留在车间的加工点附近，

经类比《濮阳市华能疏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400套助流器项目现状评估报告》

中数据（该项目所用钢材360 t/a，颗粒物产生量0.2304 t/a）可知，本项目无组织

颗粒物产生量为0.01 t/a，该部分以固体废物进行计算。

本项目废气产排情况一览表见表 4-2。

表 4-2 项目废气产排情况一览表

污染物

产生情况 排放情况 排放标准

产生量 速率 浓度 排放量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kg/a kg/h mg/m³ kg/a kg/h mg/m³ kg/h mg/m³

有

组

织

焊接

烟尘
0.512 0.00085 0.425 0.0512 0.000

085 0.0425
3.5 120

打磨颗

粒物
12.96 0.0216 10.8 1.296 0.0021

6 1.08

小计 13.47 0.02245 11.22 1.347 0.0022
45 1.122 / /

无

组

织

焊接

烟尘
0.128 0.0002 / 0.128 0.0002 / / 1.0

打磨颗

粒物
3.24 0.0054 / 3.24 0.0054 / / 1.0

小计 3.368 0.0056 / 3.368 0.00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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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及评价

（1）预测模式

本次大气初步预测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

所推荐采用的估算模式 ARESCREEN进行估算，预测正常工况下污染物最大落

地浓度和出现距离。

（2）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

表 4-3 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一览表

评价因子 平均时段 标准值/（μg/m3） 标准来源

TSP 日平均 90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TSP 日均浓度值的

3倍

（3）预测因子和源强参数

根据本项目排放特点，选取的影响预测因子为 TSP（颗粒物），具体见下表

4-4、4-5、4-6。

表 4-4 本项目点源参数表

因子
污染物

类型

排放

类型
排放速率

排气

筒高

度

排气筒

出口内

径

烟气排

放速率

烟气温

度（℃）

环境温

度（℃）

排气筒
P1 颗粒物 点源

0.002245
kg/h 15m 0.2m 24.16

m/s 35 25

表 4-5 本项目矩形面源参数表

面源名称

面源长度 面源宽度 排放高度 年排放小时数 排放工况 颗粒物排放速率

m m m h / kg/h

焊接区 10 6 7 600 正常排放 0.0056

表 4-6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农村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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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环境温度/℃ 42.3

最低环境温度/℃ -20.7

土地利用类型 工业用地

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湿度气候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是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是 否

岸线距离/km /

岸线方向/° /

（4）估算模式结果

根据 HJ2.2-2018 推荐的大气估算模式计算下风向各点预测浓度，污染物估

算模式浓度预测结果见下表 4-7、4-8。

表4-7 项目废气污染物影响预测结果

序号 距离（m）

排气筒 P1颗粒物

浓度

（mg/m3）
浓度占标率（%）

1 10 6.588×10-19 0.00

2 100 7.679×10-5 0.01

3 200 9.51×10-5 0.01

4 300 0.0001006 0.01

5 400 8.861×10-5 0.01

6 500 8.507×10-5 0.01

7 600 8.36×10-5 0.01

8 700 7.784×10-5 0.01

9 800 7.077×10-5 0.01

10 900 6.697×10-5 0.01

11 1000 6.501×10-5 0.01

12 1100 6.379×10-5 0.01

13 1200 6.491×10-5 0.01

14 1300 6.511×10-5 0.01

15 1400 6.463×1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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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00 6.368×10-5 0.01

17 1600 6.239×10-5 0.01

18 1700 6.089×10-5 0.01

19 1800 5.923×10-5 0.01

20 1900 5.75×10-5 0.01

21 2000 5.573×10-5 0.01

22 2100 5.387×10-5 0.01

23 2200 5.207×10-5 0.01

24 2300 5.033×10-5 0.01

25 2400 4.866×10-5 0.01

26 2500 4.705×10-5 0.01

最大落地浓度

mg/m3 293 0.0001007 0.01

表 4-8 项目废气污染物影响预测结果—面源

面源名称

面源参数 排放情况 标准值

长 m 宽 m 高度 m 排放速
率 kg/h

预测最大落
地浓度
mg/Nm3

最大落地浓度
出现距离 m

最大浓度占
标率% mg/m3

焊接区 10 6 7 0.0056 0.004347 65 0.48 0.9

根据计算结果，本项目有组织、无组织排放的各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均小于

环境质量标准值，对环境空气影响不大。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PMax=0.48%，小于 1%，故本项目的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

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有关规定。三级评价项目

不进行进一步预测和评价。

项目废气自行监测计划见表 4-9。
表 4-9 项目废气监测计划表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焊接打磨工序除尘器

排气筒
颗粒物

每半年 1次，

每期连续 3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

准及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厂界 颗粒物
每半年 1次，

每期连续 3天

项目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见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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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

级与范

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评价

因子

SO2+NOx排放

量
≥2000t/a□ 500~2000t/a□ ＜500t/a☑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TSP）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评价

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 D□ 其他标准

□

现状

评价

环境功能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类

区□

评价基准年 （2018）年

环境空气质量

现状调查数据

来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

据☑

现状补充监测

□

现状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染源

调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

源☑本项目非正

常排放源□现有

污染源□

拟替代的污

染源□

其他在建、拟

建项目污染

源□

区域污染

源□

大气环

境影响

预测与

评价

预测模型
AERM
OD□

ADM
S□

AUSTA
L2000□

EDMS/
AEDT□

CAL
PUF
F□

网格

模型□
其他
☑

预测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TSP)
包括二次 PM2.5□不包括

二次 PM2.5☑
正常排放短期

浓度贡献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100%□

正常排放年均

浓度贡献值

一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10%□
C 本项目最大标率＞10%□

二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30%☑
C 本项目最大标率＞30%□

非正常排放 1h
浓度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

时长（）h
C 本项目占标率≤100%□

C 本项目占标率＞

100%□

保证率日平均

浓度和年平均

浓度叠加值

C 叠加
达标□ C 叠加

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量

的整体变化情

况
k≤-20%□ k＞-20%□

环境监

测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颗粒物）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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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监测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数（ ） 无监测□

评价

结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大气环境防护

距离
距（ / ）厂界最远（ / ）m

污染源年排放

量
SO2：（/）t/a NOx：（/）t/a

颗粒物：

（4.715）
kg/a

VOCs：（/）
t/a

注：“□”为勾选项，填“√”；“（ ）”为内容填写项

综上所述，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经采取合理有效处置措施后，不会对周边

大气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评价认为项目营运期的废气经采取合理有效处置措施后，均能够

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不会对周边大气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5）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规定，采用推

荐模式中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模式计算无组织排放源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以污

染源中心点为起点，并结合厂区平面布置图，确定控制距离范围，超出厂界以外

的范围即为项目大气环境防护区域。

根据无组织气体的排放源强及大气防护距离计算模式，本项目各特征因子

预测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计算结果见表 4-11。

表4-11 大气防护距离计算参数及结果

废气

种类

污染源

排放量

（kg/h）

源释放

高度（m）

面源长度

（m）

面源宽度

（m）

日均评价标准

（mg/m3）

大气防护距离

（m）

颗粒物 0.0056 7 10 6 0.9 无超标点

由表 4-11可知，经计算，确定本项目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无超标点，无需设

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6）卫生防护距离

依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的规

定，需对无组织排放源与居住区之间设置卫生防护距离。采用下述公式计算：

 0.521 0.25C Dc

m

Q BL r L
C A

 

式中，Cm——标准浓度限值，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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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工业企业所需卫生防护距离，m；

r——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源所在生产单位的等效半径，m。根据该生产单

元占地面积 S（m2）计算，r=（S/π）0.5；

A，B，C，D——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无因次，根据工业企业所在地

区近五年平均风速及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源构成类别的确定；

Qc——工业企业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量可以达到的控制水平，kg/h。

本工程无组织废气的计算参数以及计算结果见表 4-12。

表4-12 卫生防护距离计算参数及结果

污染物 Q（kg/h） Cm（mg/m3） r（m） A B C D L(m)

颗粒物 0.0056 0.9 13.8 470 0.021 1.85 0.84 1.408

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卫生防

护距离在100m以内时，级差为50 m；超过100 m，但小于或等于1000 m时，级差

为100 m。无组织排放多种有害气体的工业企业，按Qc/Cm的最大值计算其所需

卫生防护距离，但当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有害气体Qc/Cm值计算的卫生防护距离

在同一级别时，该类工业企业的卫生防护距离级别应提高一级。故确定本项目生

产车间卫生防护距离为50 m。根据卫生防护距离包络图可知，本项目厂界外卫生

防护距离分别为东侧6 m，南侧24 m，西侧50 m，北侧50 m。该项目卫生防护距

离内为机械加工厂房，均属于工业用地，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建设居住区、文教区、

医院等环境敏感点，卫生防护距离包络图见附图5。

2、水环境影响分析

（1）生活污水

项目生产不排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的生活污水，生活用水按职工人数

10人，年工作日 300 d计。根据《河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 DB41/T385-2009》

相关规定，职工生活用水量取 40 L/d•人，则生活用水量为 0.4 m3/d，120 m3/a，

排放系数取 0.8，则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0.32 m3/d，96 m3/a。根据企业提供资料，

濮光科技创业园设计化粪池容量为 200m³，可容纳约 500人 10天的生活污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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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实际濮光科技创业园内劳动定员约为 260人，即濮光科技创业园内化粪池

仍可供约 240人 10天的生活污水量。该项目劳动定员 10人，化粪池能够满足需

求，故生活污水依托濮光科技创业园区内化粪池处理，后经锦田路、新东路市政

污水管网排入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最终进入金堤河。

（2）生产调和用水

切削液原液年用量为 0.01 t，本项目切削液原液与自来水按照 1:10配比后使

用。加工过程中按需要补充一定量的自来水，待使用完全后再按需要人工加切削

原液及自来水，如此循环反复使用，能够保证切削液充分利用，产生的废切削液

存储于专门容器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过程不产生生产

废水。

表 4-13 水污染物产排情况一览表

排放量

（m³/a）
污染物

名称

处理前产生情况 厂区处理后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

浓度

（mg/L）
产生量

（t/a）
浓度

（mg/L）
产生量

（t/a）
浓度

（mg/L）
产生量

（t/a）

96
COD 500 0.048 250 0.024 50 0.0048

NH3-N 30 0.00288 25 0.0024 5 0.0005

3、噪声

本项目产生噪声的设备主要有锯床、车床、立钻、冲床、电焊机、台钻等，

类比同类设备噪声，其噪声源强在 80—85dB(A)之间。通过厂房隔声和安装减振

基础等减振降噪措施后，项目主要噪声设备降噪措施及降噪效果见表 4-14。

表4-14 项目噪声源情况表

序

号
噪声源 数量

所在

位置
声级值
dB(A) 防治措施 治理后噪声值

1 车床 5

生产

车间

85 厂房隔声、减振 65

2 锯床 1 80 厂房隔声、减振 60

3 立钻 3 85 厂房隔声、减振 65

4 冲床 2 80 厂房隔声、减振 60

5 电焊机 2 85 厂房隔声、减振 65

6 台钻 3 85 厂房隔声、减振 65

7 手动打磨机 1 80 厂房隔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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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式

本次声环境影响评价选用如下预测模式：

①高噪声源衰减分析方法

当 a/π≤r≤b/π时，噪声传播途中的声级值与距离无关，基本上没有明显衰减；

当 r≤a/π时，面声源可近似退化为线源，声压级计算公式为：

)/log(10 00 rrLL 

当 r≥b/π时，可近似认为声源退化为一个点源，计算公式为：

)/log(20 00 rrLL 

式中：ro——距声源的距离，取 1m；

r——关心点距声源的距离，m；

L0——距噪声源距离为 ro处的噪声值，dB(A)；

L——距噪声源距离为 r处的噪声值，dB(A)；

②噪声源叠加影响分析方法

当预测点受多声源叠加影响时，噪声源叠加公式：

)10lg(10
1

1.0



n

i

LiL

式中：L—总声压级，dB(A)；

Li—第 i个声源的声压级，dB(A)；

n—声源数量。

根据厂区建设布局情况及工程采用的隔声降噪措施，采用以上模式对东、北

厂界处噪声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 4-15。

表4-15 项目各厂界噪声预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dB(A)

预测点
综合

贡献值

背景值 预测值
评价标准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东厂界 41.5 54.3 42.9 54.5 45.3 昼间

≤65dB(A)、
夜间

≤55dB(A)
北厂界 39.8 55.1 44.8 55.2 46.0

由表 4-15 可以看出，项目运行后，项目东厂界、北厂界昼夜间噪声预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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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的要求。

4、固体废物

项目一般固体废物主要是切割、钻孔过程中产生的废金属屑、经收集的焊接

打磨颗粒物以及机械运作、清洁过程中产生的废切削液、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

棉布手套、干拖地面使用的含油拖布等含油类废物。另外员工在厂内办公会产生

一定的生活垃圾。

①废金属屑：

项目在切割、钻孔工序产生少量颗粒物，因原料主要为钢件，产生颗粒物

比重大，易沉降，不易扩散，污染物的发生量较小，最终停留在车间的加工点

附近，本项目无组织颗粒物产生量为 0.01 t/a，以固体废物进行计算。

②收集的焊接烟尘及打磨颗粒物。

焊接打磨工序袋式除尘器收集的颗粒物约为 10.18kg/a。

③生活垃圾：

按工作人员每人每天产生生活垃圾 0.5 kg/d计算，本项目职工 10人，年产

生活垃圾约 1.5 t/a。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收集处理。

④危险废物：

员工加工作业，清洗、维修设备时产生的含机油的废棉布手套、拖布、工作服

等危险废物，总体产生量不大，按100 kg/a 计。根据 2017年 10月 1日环境保护部

实施的《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此类危废将执行《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2016 年8 月版）中《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的“900-041-49 废弃的含油

抹布、劳保用品”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可混入生活垃圾处置。废油抹布、棉纱与生

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项目各类机械设备年使用切削混合液约 110kg、机油 20kg，根据企业提供资

料，废切削液、废机油量产生量分别为 11kg/a、2kg/a，产生的废机油桶约 4个/a。

产生的废切削液、废机油分别存储于专门容器中，与废机油桶一同暂存于危废暂

存间（5m2），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环评建议在车床等机加工设备下方设置

http://www.baidu.com/link?url=SkpxR2oBX_iZKJT9elvf-dwb6hyJU8eEKv3ZhPjpcHaQxFqFTd0AI7D6JKECoNDiYEyPfK8BglEGFjLCPE_xRE8xaqODHDB0cX5A3tTIgTrthv0-TI0Mm8z_iVkVxn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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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防止废油、废切削液外漏。

表4-16 项目固废产生汇总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处理措施

一般固废

生活垃圾 1.5t/a 统一收集、定期交由环卫清运

切割、钻孔废金属屑 0.01kg/a 统一收集、定期出售

收集颗粒物（焊接打磨工序） 10.18kg/a 统一收集、定期出售

危险废物

含油手套、拖布 0.1t/a 按《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混入生活垃圾处置

废切削液 0.011t/a

设置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

质单位处置
废机油 0.002t/a

废机油桶 4个

①废切削液：废切削液属于 HW09中“使用切削油和切削液进行机械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危废代码 900-006-09；

②废机油：属于 HW08中“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

危废代码 900-249-08，

③废机油桶：属于HW49中“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

清洗杂物”，危废代码 900-041-49。

5、厂区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根据生产工艺、物流方向等布置各建筑物，使场区平面布置满足项目工艺、

运输、生活等需要。场区布置按生活管理区、生产区和仓房布置。各功能区的布

置遵循“即减少土地的占用量，又能使各工作区协调工作、配置适当、管理方便、

提高效率”的原则，同时兼顾交通、道路、给排水、废弃物处理和环境保护因素。

生活管理区设在厂区东北侧，设置办公室，东侧设置大门，交通便利。厂区

西北侧、南侧设置生产车间，以利于产品的储存。厂区平面及四周关系图见附图

3。

综上，项目厂区布置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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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环保投资估算及“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序

号
类别 治理对象

主要设施/设备/措
施

投资

(万元) 治理效果

1 废水治

理措施
生活污水

依托濮光科技

创业园
/

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三级

标准且满足濮阳第三污水

处理厂收水水质标准

2 废气治

理措施

焊接打磨

颗粒物

集气罩+1台袋式除

尘器+1根 15m高排

气筒

1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
二级标准

3 噪声治

理措施

高噪声

设备
基础减振 2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中的 3类标准

4
固体废

物暂存

措施

厂区一般

固废

10m2一般固废暂存

间 1 座
0.5 不造成二次污染

危险废物
5m2危险废物暂存

间 1 座
0.5 不造成二次污染

合计 4 /

表 4-18 运行期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控制目标

废气

焊接打磨工

序除尘器排

气筒

颗粒物
每半年 1次，每期

连续 3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

准及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无组织上风

向 1个，下

风向 3个
颗粒物

每半年 1次，每期

连续 3天

噪声 东、北厂界 等效声级

每半年 1次，每期

连续 2天，昼夜各

1次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

http://www.gdhbj.gov.cn/kjbz/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4
http://www.gdhbj.gov.cn/kjbz/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4
http://www.gdhbj.gov.cn/kjbz/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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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防治效果

废气

污染

焊接工序 烟尘

集气罩+1台袋式除尘器+1根
15m高排气筒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
排放标准要求

打磨工序 颗粒物

水污

染物
职工生活 生活污水

依托濮光科技创业园化粪池处

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濮阳第

三污水处理厂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4
三级标准且满足濮阳

第三污水处理厂收水

水质标准

固体

废物

生产车间

切割、钻孔废金

属屑 统一收集，定期外售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

标准》

（GB18599-2001）；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修改单。

收集颗粒物

（焊接工序） 统一收集，定期外售

含油手套、拖布
按《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混入生活垃圾处置

废切削液、废机

油、废机油桶

设置 5m2危废暂存间 1座，定

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办公垃圾 办公垃圾
定期收集，由市政环卫部门清

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处置

噪

声

设备经过墙体和门窗隔声后，本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

其它 无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项目所在区域周围未发现珍稀动植物种群，本项目租赁现有厂房，不存在施工

期，故该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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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结论：

一、项目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本项目为专用设备制造项目，不属于 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29号

令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限制、淘汰类。项目所用

设备亦无《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淘汰类设备。属于允许类项目，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部门的相关行业规定。

二、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

2018年濮阳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均值、一氧化碳 24小时平均值、O3 8

小时平均值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二氧化氮年均值、PM10年均值、PM2.5

年均值，均超过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超标倍数分别为 0.05、1.72、0.08。项

目所在区二氧化氮、PM10、PM2.5超标，因此判定为非达标区。经调查发现，项

目区域 PM10、PM2.5、NO2的主要超标原因是附近工地施工扬尘及机动车尾气造

成。

（2）地表水

金堤河宋海桥监测断面 COD、氨氮、总磷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Ⅳ类标准要求，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

（3）声环境

项目所在区域东、北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类标准（昼间 65dB(A)、夜间 55dB(A)）要求，区域声环境质

量较好。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达标排放

（1）水环境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依托濮光科技创业园原有化粪池处理后，

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最终排入金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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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气环境

本项目的主要大气污染物为颗粒物。

项目焊接烟尘及打磨颗粒物采取集气罩+袋式除尘器+1根15 m高排气筒高

空排放。排放的颗粒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中颗粒物有组织排放120 mg/m3要求。

综上项目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噪声

运营期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安装采取隔声减振措施，再经过封闭厂房

和安装隔声门窗等隔声措施后，噪声经过距离的衰减，项目东厂界、北厂界昼夜

间噪声预测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的要求。

（4）固体废弃物

项目生产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钢屑、钢丝、经收集的废金

属屑以及机械运作、清洁过程中产生的油污、含油棉布手套、干拖地面使用的含

油拖布等含油类废物。另外员工在厂内办公会产生一定的生活垃圾。切割、钻孔

颗粒物经收集统一收集，定期外售；机械运作、清洁过程中产生的油污、含油棉

布手套、干拖地面使用的含油拖布等含油类废物执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 8月版）中《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的“900-041-49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

用品”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可混入生活垃圾处置；产生的废切削液、废机油分别

存储于专门容器中，与废机油桶一同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收集处理。

由上述分析可知，项目产生的各项废物得到有效的处理处置，对外环境影响

较小。

四、环境影响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该项目在落实本报告表所提出的各项污染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

所排放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对外环境影响较小，可以被周围环境所接受。因此，

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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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

1、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COD：0.024 t/a；NH3-N：0.0024t/a；濮阳市第

三污水处理厂处理后：COD：0.0048 t/a；NH3-N：0.00048 t/a。

2、制订严格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强化生产管理，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

确保各污染防治措施正常运转。

3、建议设备在车间封闭运作，采取基础减震、安装防振垫等基础降噪措施，

确保厂界噪声能够达标排放。

4、本项目环保投资 4万元，建设单位应确保环保资金到位，设立专项账户，

专款专用。

5、定期对废气治理设施进行维护和维修，确保其正常运行。

附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1

附图 3 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2

附图 4 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5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包络图

附图 6 污水管线走向及土地利用规划图

附件

附件 1 委托书

附件 2 项目备案证明

附件 3 土地证

附件 4 租赁协议

附件 5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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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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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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