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河州生态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

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

联系电话：0873-3856544、3197054（州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

受理窗口）

通讯地址：蒙自市观澜路中段红河州生态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

评价与排放管理科

邮 编：661100

项目名称 泸西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炉渣综合处理

项目

建设地点 红河州泸西

县中枢镇泸

发大街

建设单位 泸西桨一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丽江智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泸西桨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721 万在泸西县午街铺镇建设 9 万 t/a 生活垃圾发电炉渣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炉渣来源为本项目西南面 50m 处的泸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本项目占地面积

4750m2，项目生产区占地面积 3000m2，其中原料堆场 800m2，生产线车间 1100m2，铁、铝堆场 100m2，

成品砂堆场 1000m2。建设办公生活设施、配电房、门卫室共计 500m2，绿地 285m2，剩余土地主要

用于厂区道路的建设。本项目建设 1 条炉渣分选生产线，年处理 9 万吨生活垃圾发电炉渣。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防治措施及主要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为 8 个月，施工期主要为场地平整、基础建设及主体工程施工、建筑装修及设备

安装、环保设施建设等。施工期间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扬尘、施工废水、固废、噪声等。



1、废气

项目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场地平整、机械作业、运输车辆、建材装卸及物料运输过

程中产生的扬尘及燃油机械施工时产生的尾气、少量装修废气，均为无组织排放。

防治措施：对施工场地产尘点适时洒水抑尘降尘、粉粒物料堆放和运输进行覆盖、建筑垃圾及

时清运、选用无毒或低毒的环保漆料进行装饰等。

影响分析：采取上述防治措施后，施工期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少量施工废水及施工人员洗手废水（0.16m3/d）和初期雨水（5.2m3/次）。

防治措施：施工废水、生活污水和初期雨水经 1 个 6.0m³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全部用于洒水抑

尘，不外排。

影响分析：施工废水对周围地表水体影响较小。

3、噪声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可分为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其声级值为 75-100dB（A）。

防治措施：加强施工管理，严禁夜间施工；合理布局施工机械，噪声大的机械尽量布置在远离

厂界的地方；施工运输车辆限速、禁鸣，减小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等。

影响分析：项目仅在昼间施工，夜间不施工。且项目施工工程量不大，加之周围 200m 范围内

无声环境敏感目标，施工噪声随施工结束而消失。本项目施工期短，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4、固体废物

项目在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土石方、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600kg）。

防治措施：施工期间开挖的土石方均在项目内进行回填使用，不产生永久弃方；建筑垃圾拟集

中收集，进行回收利用，无法回收利用的由施工单位运至建设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妥善处置；生活垃

圾收集后定期清运至附近村镇垃圾固定堆放点统一处理。

影响分析：施工期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处置率为 100%，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防治措施及主要环境影响

1、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原料堆场和成品砂堆场产生的无组织粉尘 、运输道路扬尘，产排情况及防

治措施详见下表。

表 1 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产生环节 污染物名称
无组织排放

排放量（t/a）
原料堆场 粉尘 0.08

成品砂堆场 粉尘 0.03
运输道路扬尘 粉尘 0.04

防治措施：防治措施：①原料堆场和成品砂堆场进行三面围挡，加盖顶棚，物料装卸时采用喷

淋设施洒水降尘；②配备 1 辆专业洒水车对原料运输道路进行洒水，洒水频次不得低于 4 次/d（雨

天除外），并及时清扫运输路面，保持路面清洁；规范车辆装载方式，杜绝沿路沙漏现象。

影响分析：

环评预测：①项目原料堆场和成品砂堆场无组织颗粒物下风向最大地面浓度为 23.9740μg/m3，

最大占标率为 2.6638%，项目无组织粉尘排放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防护距离：本项目大气为二级评价，不需要计算大气防护距离；经编制单位计算，本项目自项

目厂界外延 50m设为卫生防护距离。目前，此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不涉及搬迁。

2、废水

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表 2 运营期给排水情况一览表

用水项目

用水量 m3/d
产污

系数

污水产

生量

m3/d
排放方式新鲜

水量

回用

水量

生活

用水
生活污水 0.5 0 0.8 0.4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周边农

户清掏做肥料，不外排

生产

用水
生产废水 54.6 305.4 0 0 循环使用

防治措施：新建 1 个 640m3三级沉淀池，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经三级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全部回



用于生产线；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周边农户清掏做肥料，不外排。

影响分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周边农户清掏做肥料，不外排；项目产生的生产废

水经三级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线，对地表水影响不大。

3、地下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附录 A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行业分

类表，本项目属于报告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附录 A 未对报

告表项目进行分类，建设项目所属的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别参照报告书项目Ⅰ类固废为Ⅲ

类，项目周边分布有泉点和井，但均无饮用功能，根据地下水环境评价工作等级判定表，项目地下

水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

项目所在区域内地下水以大气降水补给为主，其补给、径流、排泄受地形、地貌、构造、岩性

诸条件控制。区域内的地下水类型以碳酸盐岩夹碎屑岩裂隙溶洞水和碳酸盐岩与碎屑岩裂隙溶洞水

为主，区内岩溶较发育，岩溶水有良好的补给条件，其主要补给来源是大气降水，在岩溶洼地、溶

洞等分布较多的岩溶强烈发育地段，大气降水直接补给地下水；在岩溶发育相对较差地段，降水部

分补给地下水，部分先期补给地表水，经短距离运移后再补给地下水。

项目生产废水 305.4m3，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0.4m3/d，144m3/a，经

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作农肥。同时，项目原料堆场炉渣为含有一定水分的半湿炉渣，成品砂

亦含有一定水分，项目设置 1 间 10m2的危险废物暂存间用于暂存项目厂区产生的废矿物油。以上

设施单元均可能对地下水造成一定程度污染影响。

防治措施：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项目对地下水的影响，应坚持“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

控、应急响应”的原则。项目拟采取的地下水的防治措施如下所述。

（1）源头控制措施：a 积极推行实施清洁生产，实现各类废物循环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

b 项目应根据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加强环境管理，采取防止和降低污染物跑、冒、滴、漏的措施。正

常生产过程加强巡检及时处理污染物跑、冒、滴、漏，同时加强对防渗工程的检查，若发现防渗密

封材料老化或损坏，应及时维修更换；c 对工艺、设备、污水储存及处理构筑物采取控制措施，防



止污染物的跑、冒、滴、漏， 将污染物泄漏的环境风险事故降到最低限度。

（2）分区防治措施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污染物泄漏的途径和生产功能单元所处的位置划分为二类地下水污染防

治区域：

非污染防治区（铁、铝堆场、办公区、门卫室）、一般污染防治区（成品砂堆场、生产车间、

化粪池、原料堆场、沉淀池）、重点防渗区（危险废物暂存间）。具体措施如下。

①非污染防治区采取非铺砌地坪或普通混凝土地坪，不设置防渗层；

②污染防治区首先设围堰，切断泄漏物料流入非污染区的途径，围堰采用防渗钢筋混凝土，围

堰高度不低于 15cm，污染防治区的地面坡向排水口，最小排水坡度不得小于 5‰；

③一般污染防治区（成品砂堆场、原料堆场、三级沉淀池、化粪池）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l8599-2001)中 II 类场的要求设计防渗。一般污染防治区铺设筋混

凝土加防渗剂的防渗地坪，渗透系数＜10-7厘米/秒，切断污染地下水途径。

④重点防渗区（危险废物暂存间）参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修改单要求进行防渗设计，渗透系数＜10-10厘米/秒。

影响分析：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在严格落实相关防腐防渗处理措施并加强监督、管理、检修

的前提下，项目各污染物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很小。

3、噪声

噪声源主要来自破碎机、皮带输送机、跳汰机、振动筛、水泵等生产设备的噪声。机械设备噪

声值为 80～90dB（A）。

防治措施：加隔振垫、厂房隔声；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运输车辆限速。

影响分析：经环评预测，项目厂界昼、夜间噪声贡献值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项目周边 200m 范围内无敏感点，噪声经距离衰减后，对周

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体废弃物包括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

表 3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产排情况汇总表

序号 分类 固废名称 产生量(t/a) 处置方法

1
一般工业

固废

沉淀池沉渣 4498.41

沉淀池沉渣经脱泥机脱水后，压滤水

进入三级沉淀池沉淀处理后与生产废

水一同回用于生产，脱水后的沉淀池

沉渣含水率约 15%，运送至成品砂堆

场暂存，与跳汰筛选出来的非金属成

品砂一同外售，处置率 100%。

未完全燃烧的

生活垃圾
270

当天分选出来的未燃尽生活垃圾由运

输车辆运回泸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利用，处置率 100%。

员工生活垃圾 1.8
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清运处置，处置

率 100%。

2 危险废物 废机油 0.2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率 100%。

合计 4770.41 处置率 100%

影响分析：运营期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处置率为 100%，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四）环境风险分析

环评分析，本项目废机油最大产生量为 0.2t/a，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169-2018）附录 B，废机油属于 HW08 危险废物（废物代码 900-218-08），产生量较小，收集

后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环境风险主要防范措施：①危废暂存间设置重点防渗区，重点防渗，防渗系数≤10-10cm/s，设

置专人管理；②加强管理、检查，定期对油桶进行检查、维修；③设置危废暂存间及时分类收集，

废油及废油桶收集后及时交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做到不长期堆存，确保危险废物不长期堆积，不外

排，不污染外界环境；④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管理部门备案；⑤生产车间内严禁烟

火，电器与设备采用防爆设备。

影响分析：建设方认真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并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报建水分局备案，将环境风险降到可接受范围。

公众参与情况



无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

拟审批意见 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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