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东环建 匚⒛ 18〕 ⒛ 53号

关于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司面浆线技改项 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 司

:

你单位 委托湖南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的 《东莞建晖纸
业有限公 司面浆线技改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收悉 。经研 究,批
复如下

:

一 、东莞建 晖纸 业有 限公 司在东莞市中堂镇潢涌村 (北 纬
23°

08’

17.38",东 经

113°

43’

52.14")原 厂 区内技改,取 消原有

漂白针叶木浆及漂 白阔叶木浆生产线 (日 产绝干面浆 192吨

),

设置 1条 面浆 生产线,利 用混合办公废纸为原料 生产面浆 ,日 产
面浆 Ig2吨 (绝 干

)。

取消纤维疏磨机 4台 、水力碎浆机 4台 、

双盘磨浆机 8台 等 ,增 加转鼓碎浆机 1台 、多盘浓缩机 3台 、前
热分散机 1台 、氧化漂 白塔 1个 、还原漂 白塔 1个 、成浆塔 1个
88
技改后项 目占地总面积 58万 平方米 ,总 建筑面积为 2弼 “。
等。

平方米 ,年 产 68万 吨涂布 白纸板 、30万 吨牛皮箱纸板 ,主 要设
各为 佴OO型 纸机 生产线 2套 、弱ω 型纸机生产线 2套 、⒛t/h
循环硫化床锅炉 3台 、叫0〃 h循 环硫化床 2台 ,配 套

15MW抽

凝发 电机 组 2台 、50MW抽 凝发 电机组 1台 。(详 见该技改项 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

)。

二、
根据报告书的评价结论和东莞市环保产 业促进 中心 的技
术评估报告 ,在 全面落实报告书提 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环境 风 险
防范措施 ,并 确保各类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 且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的前提下 ,项 目按照报告书中所列性质 、规模 、地点、采用 的生
产 工 艺和拟采取 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从 环境保护角度可
行。
三、项 目环境保护要求

:

(一 )生 产过程 中的给排水管须规范建设 ,实 施专管供水 、

专管回用 ,安 装计量装置 ,执 行给排水水量平衡 台账管理 制度 。
技 改后 生产废水 以及 生活 污水产 生量不超 过

2"⒕ 6√d,其 中

66555√ d白 水经物化处理后回用至制浆工序 ,83佴 9√ d面 浆线白

水直接 回用于面浆线各 工序 ,32335t/d经 配套的收集处理设施处
理达 到项 目用 水 水 质 要 求后 回 用 于 工 艺用 水 ,总 回用 率为

87.8%,剩 余 12.2%(25001t/d)经 处理达标后排放 ,其 中化学需
氧 量 与 氨 氮 达 到 《制 浆 造 纸 工 业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354仁 2008)中 表 3制 浆和造纸联合生产企 业水 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 ,其 余污染物达到 《制浆造纸工 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5觯 9O08)表 2制 浆和造纸联合生产企 业水污染物排放 限
值和广东省 《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 》(DB佴 /26ˉ ⒛01)第 二 时段 一
级标 准中的较严值标准后排放 。
(二 )做 好生产车间、化学 品仓库 、事故应急池 、生活垃圾

临时堆放点等 区域地面进行防腐 、防渗处理 ,防 止污染土壤 、地
下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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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 目锅炉烟气经处理后 高空排放 ,排 放 执行 《火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 3ˉ ⒛ 11)表 2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 ;污 泥焚烧产 生的二嗯英 、HCL、 一氧化碳有组织排放参
照执行 《生活垃 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ˉ ⒛ 14)· 中表 4
焚烧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 ;臭 气浓度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午 93)表 2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的要求;无 组织排
放执行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午 93)表 1恶 臭污染物
厂界标准值的要求 。污水处理站恶臭经收集处理后 高空排放 ,执
行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表 2恶 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值的要求 ;煤 堆场扬尘执行广东省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

(DB佴 彪7-⒛ 01)第 二 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 限值要求;厨
房 油烟 执行 《饮食 业油烟 排放标准 》(试 行 )(GB18483ˉ⒛01)
要求。
(四 )做 好生产设各的消声降噪措施 ,噪 声不得超过 《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⒛ 08)3类 标准 。
(五 )按 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 ,要 善处理 处置各 类

固体废物 ,防 止造成 二次污染 。项 目产生的危险废物须严格执行
国家和省危险废物管 理 的有关规定 ,交 给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 处置 。危
险废物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在厂 内暂存应分别符合 《危险废物贮
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ˉ ⒛01)、 《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 、
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ˉ ⒛01)及 2013年 修 改单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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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技 改后项 目污泥压滤房及煤泥掺合场均设置 50m卫

生防护距 离 ,在 防护距 离内严禁建设学校 、居 民住宅等环境敏感
建筑。须落实有效的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 ,成 立事故应急领
导机构 ,加 强管理 ,有 效防范污染事故发 生。设置总容量不小于

5000m3的 事故应急池 ,避 免因发 生事故对周 围环境造成污染

,

确保环境安全。
(七 )按 照国家 、省和市的有关规定规范设置排污 口、安装

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控系统 ,按 环保部门的要求实施联网监控 。
四、项 目建设 须认真落实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 工
“
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 三同时”
制度 。项
目竣工后 ,按 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 收合
格后 ,项 目方可正 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
五 、报告书经批准后 ,建 设项 目的性质 、规模 、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 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 当重新报批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 。

.

六 、该项 目须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涉 及须许可的事项 ,取
得许可后方可建设 。

抄送:中 堂环保分局
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