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目  录 

1 前言 ........................................................................................................................................ 1 

2 验收监测依据 ........................................................................................................................ 2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 4 

4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 5 

5 结论与建议 .......................................................................................................................... 10 

5.1 结论 ............................................................................................................................... 10 

5.2 建议 ............................................................................................................................... 11 

 

附件 1  《关于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建设顶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粤环审〔2009〕447 号），2009 年 9 月 22 日； 

附件 2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五、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项目变更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及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专家评审意见》，2017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3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项目配套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现场检查意见》，2019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 4  危险废物回收协议； 

附件 5  危险废物台账及联单； 

附件 6  废旧物资回收合同； 

附件 7  废旧物质处理台账； 

附件 8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项目配套固体废物竣工环境保护自行验收意见》，2020 年 9 月 6 日； 

附件 9  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固体废物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1 

1 前言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长岗镇长岗工业园，规划建设

八条（远期十条）4500t/d 新型干法窑水泥生产线。 

2009 年 7 月，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编制完成《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

第六条 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09 年 9 月，原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以粤环审〔2009〕447 号文对该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广东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函》（粤环

函〔2017〕1945 号）等相关要求，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2019 年 3 月组织召开了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同意项目通过废气、

废水、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19 年 12 月 19 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肇庆市生态

环境局、肇庆市生态环境局封开分局及特邀专家对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进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现场检查，并提出了

相关建议和要求，检查意见详见附件 3。 

现针对项目配套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函》（粤环函〔2017〕194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发布，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要求，组织

编制完成《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

目固体废物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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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7 年 11 月 20 日；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泥制造》（HJ/T256-2006），2006 年

3 月； 

（4）《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的函》（粤环函〔2017〕1945 号）； 

（5）《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2009 年 7 月； 

（6）《关于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建设顶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粤环审〔2009〕447 号），2009 年 9 月 22 日； 

（7）《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六条 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委托验收申请》（华泥粤封字〔2016〕136 号），2016 年 8 月 23

日； 

（8）《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粤环境监测 KF 字（2016）第 17 号之 2），2016 年

12 月； 

（9）《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粤环境监测 KB 字（2016）第 17 号之 2），2017 年 7

月； 

（10）《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不同意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五条 4500 吨/

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和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的函》（粤环审〔2017〕386 号），2017 年 8 月 21 日； 

（11）《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五、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项目变更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五、六条 4500 吨日熟料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2017 年 12 月； 

（12）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五、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项目变更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及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专家评审意见，2017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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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

项目竣工大气环境保护自行验收意见，2017 年 12 月 16 日； 

（14）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行验收意见，2018 年 2 月 6 日； 

（15）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

项目竣工声环境保护自行验收意见，2019 年 3 月 6 日； 

（16）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

配套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现场检查意见，2019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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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根据《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项目主要固废包括：危险废物（废机油和废油桶）、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除尘设施收集的颗粒物、废除尘袋、废铁架、废包装材料、废水泥袋、

废保温材料、污水处理污泥、矿山区剥离废表土石）及生活垃圾等。 

项目废机油和废油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除尘设施收集的颗粒物，作为各级

原辅料继续使用不外排，窑尾粉尘颗粒物返回窑尾喂料系统再次入窑；污水处理污泥及

废除尘袋投入窑内焚烧处理；废铁架、废包装材料、废水泥袋、废保温材料等收集后外

销给废旧物质回收公司；矿山剥离废表土石混入矿石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

理。 

项目环保设施及相应污染物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 3-1  项目环保设施及相应污染物排放情况 

固废类型 来源 环保设施 去向 

危险废物 废机油和废油桶 收集 外委处理 

一般工业固废 

除尘设施收集的颗粒物 收集 回用于生产线 

废除尘袋 收集 投入窑内焚烧处理 

污水处理污泥(干重) 封闭储放 投入窑内焚烧处理 

废铁架、废包装材料、废水泥袋 收集 外卖综合利用 

废保温材料 收集 外卖综合利用 

矿山区剥离废表土石 收集 混入矿石综合利用 

一般固体 生活垃圾 收集 环卫部门 

环评批复（粤环审〔2009〕447 号文）对项目的固体废物环保要求为：项目产生的

粉尘等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并立足于综合利用，确实不能利用的须按照有关规定，落实

妥善的处理处置措施，防止造成二次污染。收尘器收集的粉尘全部回收利用，污水处理

污泥和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在厂区内暂存的固体废物应设置专门堆放

场所，妥善管理，其污染控制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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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 

项目主要固废包括危险废物（废机油和废油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除尘设施收集

的颗粒物、废除尘袋、废铁架、废包装材料、废水泥袋、废保温材料、污水处理污泥、

矿山区剥离废表土石）及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处置情况如下： 

（1）废机油和废油桶委托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处置； 

（2）项目除尘设施收集的颗粒物，作为各级原辅料继续使用不外排，窑尾粉尘颗粒

物返回窑尾喂料系统再次入窑； 

（3）污水处理污泥及废除尘袋投入窑内焚烧处理； 

（4）废铁、废钢丝绳、废输送带、废包装材料和废水泥袋（废旧物资）等一般工业

固废分类收集后外销给肇庆市业昌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5）废保温材料主要是窑体检修时更换的耐火砖（废镁铁砖、废硅莫砖），收集后

外销给广西华维绿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6）矿山剥离废表土石混入矿石综合利用； 

（7）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进入封开县无害化处理厂处理。 

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废物收集运输则委托具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佛山市合世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运输。废机油和废油桶暂存

于临时工棚内，地面已水泥硬底化，建有挡雨棚，配套建设导流沟、集油池，并配备消

防设施，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中防渗、应急导流沟池

等要求；在厂内设置了临时暂存场所（水泥建筑工棚）暂存废铁架、废包装材料、废水

泥袋等一般固废，该暂存场所具备防风、防雨、防晒等措施，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场地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 

项目危险废物回收协议、危险废物台账及转移联单、废旧物资回收合同、无非就物

资处理台账分别见附件 7~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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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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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危废登记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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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五、六线运行生产后，2019 年-2020 年全厂固废年产生量及处理方式见表 4-1。 

表 4-1  2019 年-2020 年全厂固废年产生量及处理处置  单位：t 

名称 全厂数量 五线、六线 处理方式 

废机油 27.16 6.05 委托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处置 

废油桶 28.08 7.92 委托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处置 

废除尘袋 11.44 0.056 投入窑内焚烧处理 

污水处理污泥 5.6（干重） / 投入窑内焚烧处理 

废铁 1086.06 272 交由肇庆市业昌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回收 

废钢丝绳 17.91 4.6 交由肇庆市业昌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回收 

废输送带 480.71 120.3 交由肇庆市业昌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回收 

废镁铁砖 950.56 238.4 广西华维绿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废硅莫砖 1571.76 392.9 广西华维绿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废纸袋 6.32 1.8 交由肇庆市业昌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回收 

废衬板 79.02 20.6 交由肇庆市业昌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回收 

废耐热钢 86.0 21.5 交由肇庆市业昌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回收 

矿山区剥离废表土石 未统计 / 混入石灰石内综合使用 

生活垃圾 未统计 / 交环卫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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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项目概况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基地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长岗镇

都苗村范围内的西江东岸，项目在第五条熟料生产线烧成系统西南面建设第六条熟料烧

成系统，建成日产 4500 吨的新型干法预分解窑水泥熟料生产线及其配套水泥粉磨和余

热发电设施，在五线水泥粉磨系统东北侧建设 1 套水泥粉磨系统（8#水泥磨）及 3 个水

泥库（22#~24#水泥库）。在新建的熟料烧成系统窑头、窑尾分别设置 1 台 AQC 炉、SP

炉，配备 1 台 9MW 的汽轮发电机组，建设 1 座汽轮发电机房、1 套锅炉水处理系统和

1 座发电循环泵站等生产辅助设施。六线建设时，石灰石预均化堆场、辅助原料均化堆

场、原料配料站和水泥配料站已按照两条生产线（五、六线）所需规模进行建设，原煤

预均化堆场、综合材料仓库、机电维修站、供电供水工程、储运工程、生活和办公等配

套设施均依托原有工程，不新建。项目年产水泥熟料 148.5 万吨，最终产品包括商品水

泥熟料 84.25 万吨/年，P.O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 64 万吨/年，P.C32.5 复合硅酸水盐水泥

16 万吨/年，余热发电站年发电量为 6048×10
4
kWh。 

5.1.2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项目建设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制度，履行了环保审批手续。 

项目废机油和废油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除尘设施收集的颗粒物，作为各级

原辅料继续使用不外排，窑尾粉尘颗粒物返回窑尾喂料系统再次入窑；污水处理污泥及

废收尘袋投入窑内焚烧处理；废铁架、废包装材料、废水泥袋、废保温材料等一般工业

固废分类收集后外销给废旧物质回收公司；废保温材料用作路基填土；矿山剥离废表土

石混入矿石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环卫部门处理。 

项目环境保护档案资料较齐全，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环境污染应急预案，配

备了相应的应急设施/措施，建立了环境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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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综合结论 

项目在基本落实了环评审批要求和各项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固体废物环

境保护措施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要求。 

5.2 建议 

（1）应严格落实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和应急预案，加强应急预案与地方应急预案和机

构的衔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能力。 

（2）建议验收组通过该项目固体废物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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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建设顶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粤环审〔2009〕4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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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五、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项目变更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及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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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

目配套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现场检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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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危险废物回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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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危险废物台账及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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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废旧物资回收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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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废旧物质处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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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

项目固体废物竣工环境保护自行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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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设计简况 

本项目涉及的主要环保设施为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暂存场，符合环境保护

设计规范的要求，同时，初步设计中也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

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2）施工简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t/d 熟料新型

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关于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

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顶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粤环审

〔2009〕447 号）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3）验收过程简况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广

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函》

（粤环函〔2017〕1945 号）等相关要求，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2019 年 3 月组织召开了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

同意项目通过废气、废水、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19 年 12 月 19 日，广东省生

态环境厅组织肇庆市生态环境局、肇庆市生态环境局封开分局及特邀专家对华润水

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 45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进行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设施验收现场检查，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要求。现针对项目配套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设施，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 号）、《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的函》（粤环函〔2017〕194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发布，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要求，组织编制完成《华

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第六条4500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固体废物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验收开展阶段有82.6%的被调查者对该公司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

意，17.4%的被调查者对该公司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基本满意，没有被调查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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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不满意。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制度了环境管理制度，安排专门的环境安全管理人员。该项目建成后由华

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由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负责相关的环保

设施管理。为使环保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设施安全运行，制定的环保规

章制度有废水、废气、固废及噪声管理制度等。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已组织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通过了

专家评审会。预案规定了潜在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明确了生产流程内的废气、废

水、固废、氨水等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响应程序和应急处置措施，公司已按《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实相关应急防范措施，同时公司定期对厂内各级领导及员工

进行培训和演练。 

（3）环境监测计划 

项目不设专门的监测设备，由项目建设方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单位进

行监测，监测频率按《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HJ847-2017）

及管理部门确定。 

（4）排污口规范化情况 

项目已设置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了排放口标识牌。 

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根据封开县规划测量队于 2016年 11月出具的卫生防护距离测量情况报告表明，

公司建设项目生产区周围 600m 范围内没有学校、居民住宅等敏感建筑物，符合要

求。 

（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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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项目已在区域内及周边植树绿化，完善周围绿化工作。 

4 整改工作情况 

建设项目基本能够按照环评报告书要求和环评文件的审批意见要求，落实环境

保护措施，执行“三同时”制度，项目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各项污染物符合验收标准

要求。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监测期间、提出验收意见后等各环节均不

涉及需要整改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