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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组意见

2021年 4月 14日，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扬州日兴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

废物仓库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关于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

废物仓库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扬环审批〔2020〕02-34号）要求对

本项目进行验收。

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

组成员有：靖江特殊钢有限公司（建设单位）、江苏雁蓝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验

收监测单位）、常州天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保设计单位）、常州天兴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施工单位）并特邀 3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验收小组通过现场检查、资料查阅、质询评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及验收监测

单位的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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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属于改扩建项目，位于高邮市高邮镇工业园区同心路 2号（“日兴生物”）厂区内，

本次建设的危废库位于厂区最西侧中部，其东面是环保二期（污水池），南面是

应急冲淋间和虾膏车间，西面是围墙，北面是分散蓝红车间。建设单位对厂内原

位于环保二期设施西侧（建筑面积约 2100 m2，现已用面积 1500m2）的危险废物

仓库进行了改建，改建后面积为 1575m2，本次改造不移动仓库空间位置，不新

增建筑面积，只是将原危险废物仓库北部拆除至与北侧厂房距离 12m，危废库内

部拟分为三个分区，根据危废的种类和性质分区、分类贮存，同时配套相关安全、

环保、消防等设施。原危废仓库南部的水处理间移至环保六车间（石膏车间）东

侧（原环评移至蒽醌四车间）内南侧，用于处理吡唑蒽酮重氮化过滤废酸水、环

化过滤和洗涤废水；分散蓝 B56#一硝化压滤母液、预处理后的缩合抽滤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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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制废水、二硝化压滤母液、溴化母液；分散红 60#压滤洗涤废液、蒸馏废水，

处理工艺主要为添加活性炭搅拌+压滤，处理能力为 960t/d。废水罐和压滤机的

废气通过设备密闭管道收集后进入二级碱喷淋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排气筒

28#排放。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环评报告与编制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4月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

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4月编制完成了

《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扬

州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年 4月 22日以（扬环审批〔2020〕02-34号）《关于扬州

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做出

批复意见。

2、开工与竣工时间、调试运行时间

本项目于 2020年 4月 25日开工建设，2020年 8月 8日全面建成，2020年

10月开始试运行。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尚未发生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

记录。

3、排污许可证申领等情况

于 2020年 10月 14日向扬州市生态环境局申领了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

编号为【91321000762417742B001R】，有效期 3年。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85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约 850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10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项目中

所涉及的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相关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 4月 2日（苏环办〔2021〕122号）《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的要求，对照生态

环境部办公厅 2020年 12月 13日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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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中变动清单的具体内容，与

原环评相比，基于厂区安全生产考虑，将原危废仓库南部的水处理间移至环保六

车间（石膏车间）东侧（原环评要求移至蒽醌四车间内南侧）。变动后，本项目

性质、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五个方面均不发生变化。仅

平面布置调整，其变动未导致环境影响增加，不新增污染因子，不增加污染物排

放，排放标准不发生变化，总量不发生变化，因此判定为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定员，工作人员从现有用工调配，不增加生活污水。

危险废物仓库改建，不进行产品生产，不产生生产废水。水处理间废气处理

设施二级碱液喷淋装置产生的废水进入厂区废水处理站处理，本次水处理间的位

置移动不新增废气处理的废水排放。

（二）废气

危废仓库为封闭式，通过设置集中抽风系统使仓库处于微负压状态，将危废

缓慢释放溢出的少量有机废气和恶臭物质引至两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 1根

15m 高排气筒（27#）排放，安装风机风量为 50000 m3/h。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的物质主要为 DMF 及其他有机废气，均以 VOCs 计。未被捕集的少量散逸的

有机废气（ VOCs）通过仓库无组织排放于厂内，厂内通过绿化、距离衰减等方

式减少对厂外环境的影响。

水处理间主要用于厂内废水预处理，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挥发少量 NH3 和

H2S，废水罐及压滤机均为密闭设备，产生的废气通过设备管道密闭收集后进入

二级碱喷淋装置进行处理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28#）排放。碱液喷淋原理：

塔内气体由风机送入，气体由下向上，吸收液由泵打入塔顶通过布液装置均匀向

下喷淋，形成逆流吸收，中和后的气体经塔内除雾段后，经排气筒排入大气。

（三）固废

本项目不新增定员，无新增生活垃圾产生。水处理间压滤产生的废活性炭作

为危废进入委外处置，本次水处理间的位置移动不新增废活性炭的产生量。

本次建设的仓库建筑面积 1575m2，单层，层高 7.5m，共设置三个暂存分区

以及一个放置配套废气处理设施的区域，一分区面积为 497.16m2，二分区、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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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均为 450m2，废气处理设施区域面积为 177.84m2。

本项目危废库新建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废活性炭产生量为 8.64t/a，其活

性炭需要同时其他危废处溢出的恶臭物质，其类别属于危险固废“HW49其他废

物”中的“900-041-49 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

过滤吸附介质”。分类收集， 收集暂存后送入厂内焚烧炉焚烧。

本项目建成后对厂内产生的除甲类以外的危废通过专用的容器收集贮存于

危废暂存间，并定期进入厂内固废焚烧炉焚烧处置。

（四）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危废库和水处理间新增的风机运行产生的机械噪声，

将安装各种消声、减震措施等减低噪声。通过选取低噪声设备，建筑隔声，在风

机底座安装橡胶垫、风机安装消音器、隔声棉等措施进行降噪，并且采用距离衰

减、绿化进行降噪。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建设单位按照相关要求编制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告、风险评估报

告、应急物资调查报告，并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消防沙、护目镜、防毒面具等、

感烟器等气体报警器，摄像头监控。

2.排污口规范化，标识牌设置情况

污水：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

雨水：雨水排口依托厂区建设的原有雨水排口，排入排涝河。

废气：本项目总计 2个废气排口。危废仓库建设两级活性炭吸附处理+1根

15m 高排气筒（27#）排放。 水处理间建设二级碱喷淋装置进行处理后经 1

根 15m高排气筒（28#）排放。均设置标识标牌。并按照要求设置了检测孔，建

有可便于操作的检测平台。

危废仓库：分区管理，按照要求设置小标签、信息牌、公示牌、公告牌等标

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项目验收监测报告

表》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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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验收监测期间，2020 年 11月 7 日至 11月 8 日，危废仓库产生的废气通过

两级活性炭吸附+15米高排气筒进行处理，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挥发性有机物

（VOCs）平均处理效率为 94.5%。

验收监测期间，2020年 11月 16 日至 11月 17 日，水处理间产生的废气通

过二级碱喷淋系统+15米高排气筒进行处理，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氨的平均处

理效率为 96.4%，硫化氢的平均处理效率为 99.2%。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定员，工作人员从现有用工调配，不增加生活污水。

危险废物仓库改建，不进行产品生产，不产生生产废水。水处理间废气处理

设施二级碱液喷淋装置产生的废水进入厂区废水处理站处理，本次水处理间的位

置移动不新增废气处理的废水排放，未对废水进行监测。

2、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是①危废仓库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和恶臭气体，验收

监测期间，VOCs检测结果符合天津市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DB12/524-2014表 2医药制造行业中生物发酵的标准要求，产生的臭气

浓度符合江苏省地方标准《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3151-2016）

表 1标准要求；未被捕集的少量散逸的有机废气通过仓库无组织排放于厂内，厂

内通过绿化、距离衰减等方式减少对厂外环境的影响，危废仓库 4个门（窗）口

监测点中非甲烷总烃（NMHC）任意一小时平均值浓度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 A中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要

求中的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②水处理间主要用于厂内废水预处理，2020 年 11月 7 日至 11月 8 日验收

监测期间，排放的废气中氨和硫化氢检测结果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

日兴生物公司厂界外下风向监控点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检测结果符

合天津市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表 5

标准要求；臭气浓度检测结果符合江苏省地方标准《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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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DB32/3151-2016）表 2厂界臭气浓度标准限值；氨检测结果、硫化氢检

测结果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标准要求。

3、固废

本项目不新增定员，无新增生活垃圾产生。危废库新建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

废活性炭产生量为 8.64t/a，其活性炭需要同时其他危废处溢出的恶臭物质，其

类别属于危险固废“HW49”其他废物中的“900-041-49 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

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分类收集，收集暂存后送入厂

内焚烧炉焚烧。

水处理间压滤产生的废活性炭产生量为 5.45t/a，作为危废进入日兴公司焚烧

炉处置，本次水处理间的位置移动不新增废活性炭的产生量。

危废仓库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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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了规范化建设，地面采用防渗，屋顶封闭防雨淋、危

废间上锁防流失，满足“三防”（即防渗漏，防雨淋，防流失）要求。危险废物暂

存按照要求记录了危险废物情况，并注明了危险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

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

4、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2020 年 11月 7 日至 11月 8 日，根据声源分布和项目周界

情况，南、西、北侧厂界噪声检测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要求，东侧厂界在 327省道 20±5m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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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据验收监测期间（2020年 11月 7日至 11月 8日）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挥发性有机物 VOCs平均处理量为 2.25×10-5kg/h，每天三班 24 小时，生产车

间年工作日 320天，年运行 7680小时，年产生废气排放量为 1.728×10-4t/a。满

足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

造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扬环审批〔2020〕02-34号）中第三

条中关于总量的相关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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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验收结论

通过对本想现场调查和验收监测，环保手续齐全，较好得落实了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及批复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环保设施运行较稳定，水污染物、大气污染

物排放浓度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环保部门批复要求。

对照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文中“附件 9：钢铁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等相关文件，本项目建设无重大变动。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本项目不存在该办法第八条所规定的九种不合

格情形。验收组同意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加强环保设施维护及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强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消除环境安全隐

患。

八、验收人员信息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情况详见附件《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危险废物仓库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单位及专家名单》。

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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