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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工程概况  

近年来随着铝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铝业大国。河南省铝土矿资源

丰富，铝行业较多，铝生产和消费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态势。在电解铝生产过

程中，阴极碳素内衬及其他筑炉材料长期受电解质、钠的侵蚀二吸收大量氟盐，

同时侵蚀过程中产生的应力作用会电解槽变形和内衬破损。铝电解槽在使用 3~5

年后就要进行大修，更换槽内衬。在电解槽大修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电解铝槽大

修渣，电解铝槽大修渣主要包括废阴极炭块、废耐火砖、保温砖、防渗浇注料、

耐火灰浆及绝热板等。研究表明，平均每生产 1t 电解铝大概产生 30～50kg 大修

渣。其中，大修渣中炭质材料约占 20%，氟化盐约占 10%，其他物质主要是霞

石、β—氧化铝，少量的碳化铝、氮化铝、铝铁合金和微量氰化物（约 0.02%），

其中氟化物具有强烈的腐蚀性，氰化物为剧毒物质。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企业对大修渣的处理方法多是将其填埋或露天堆放，传

统的处置措施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且其中所含的可溶性氟化物会通过风吹、日

晒、雨淋等的作用转移或挥发进入大气，或随雨水混入地表水、渗入地下污染土

壤和地下水，对当地土壤环境及水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对动植物生长及人体产生

极大损耗，且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农业平衡。同时，我国针对大修渣类危险废物

具有专业处理资质的企业较稀少，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许多企业不得不采用粗放

的方式来处理大量的大修渣，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种状况下，将大修渣无

害化处理，变废为宝，最大限度的减少大修渣的堆存和危害，实现多渠道、大规

模的资源化利用已迫在眉睫。 

南阳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是由南阳康卫集团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实施建

设的、《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中项目之一，厂址位于镇

平县遮山镇韩沟村，建设有焚烧系统、安全填埋系统、物化系统等无害化、减量

化处置系统。 

2015 年 10 月 20 日，中信产业基金完成了对南阳康卫集团危险废物处置有

限公司的并购，原运营单位的股权性质发生了变化，目前运营单位名称变更为中



 2 

环信环保有限公司。 

随着国家政策法规的完善，企业危险废物收运量出现了大幅增长，由原设计

的服务南阳市辖区扩展至河南省全省 18 个省辖市，危险废物处置种类也出现了

较大变化。为此，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先后于 2018 年、2019 年完成了生产车间

扩建及技改工程（一期）、安全填埋场及暂存库扩建工程（一期）、扩建及技改

项目附属工程等工程的建设，并于 2020 年 6 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21 年

9 月，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投资 11550 万元，在厂区预留用地建设刚性填埋场项

目，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根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2年 1 月 24日颁发的河南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豫环许可危废字 73 号），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许可经营危险废物的范围主要

涉及 HW02 医药废物、HW03 废药物药品、HW04 农药废物、HW05 木材防腐剂

废物、HW48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等 30 大类，许可经营处置规模 99840t/a。

目前，企业危险废物总处理规模可以达到 96830t/a，其中物化处理 9280t/a，焚烧

处理 41250t/a（即 125t/d），安全填埋 46300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大修渣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HW48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废

物代码：321-023-48）。目前，目前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柔性填埋场大修渣填埋

区已填埋废大修渣约 27790.2 吨。 

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解决大修渣采用填埋处置造成占

地及环境问题，将大修渣无害化处理，变废为宝，中环信环保有限公司拟投资

2000 万元，在现有厂区内利用现有闲置 6A#暂存库、6B#暂存库、7#暂存库、8#

暂存库、9#暂存库建设 7 万吨/年大修渣资源化项目，厂房采用现有闲置 6A#暂

存库、6B#暂存库作为原料仓库，7#暂存库、9#暂存库作为生产车间；8#暂存库

作为成品仓库；其余暂存、机修等公辅工程利用厂区现有设施进行。项目已取得

镇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文号：2209-411324-04-05-63641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本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本项目属于“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的“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属于“7724、危险废物治理”。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版）》（部令第 16 号）中“四十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类，第 101 条“危险

废物（不含医疗废物）利用及处置”，“危险废物利用及处置（产生单位内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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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的除外；单纯收集、贮存的除外）”为报告书，“其他”为报告表。本项目

为危险废物的利用及处置，因此，项目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受建设单位委托，

我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进行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分析基础

上，按照国家、省、市等有关要求和技术规范，编制完成了《中环信环保有限公

司 7 万吨/年大修渣资源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项目主要特点： 

本项目为危险废物利用及处理项目，具有以下工程特点： 

（1）本项目厂房采用现有闲置 6A#暂存库、6B#暂存库、7#暂存库、9#暂

存库；6A#暂存库、6B#暂存库作为原料仓库，7#暂存库、9#暂存库作为生产车

间，8#暂存库作为成品仓库；其余暂存、机修等公辅工程利用厂区现有设施进行。

项目生产环节相互独立，不发生冲突，节省投资的同时，又可满足项目生产的需

要。 

（2）项目原料主要包括：废大修渣、次氯酸钙、氯化钙等。工程产品包括

碳粉、无害化渣（用作建筑材料）等产品。 

（3）生产工艺主要为：大修渣→破碎→磁选→球磨→筛分→制浆→浮选；

浮选后上层混合液→无害化→二次浮选→固液分离→碳粉，浮选后下层混合液→

磁选→无害化→固液分离→建筑材料。主要设备有：鄂破机、干式球磨机、浮选

机、缓冲罐、盘式过滤机等。 

（4）项目运营期污染因素以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为主。 

①废气：颗粒物、氟化物废气采取高效布袋式除尘器（本次新增）引入 6A#、

6B#、7#、9#暂存库废气治理设施排气筒（DA007，依托现有）排放。制浆、浮

选废气由管道收集后经 6A#、6B#、7#、9#暂存库现有废气治理设施（两级干式

过滤棉+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DA007，依托现有）

排放。 

②废水：盘式过滤机固液分离后进入循环水罐暂存回用于制浆、浮选工序；

工艺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化验废水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循环利用，不

外排；车辆冲洗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 

③噪声：项目营运期噪声污染主要为各类机械设备运行噪声，通过设置基础

减振、厂房隔声等措施后可达标排放。 

④固废：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废均可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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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参过程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 第 4 号），依法应

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按照《办法》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 

本次公众参与采用首次网络公示，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以及报纸公示 2 次，

张贴公示的方式。公众参与过程见下表。 

                 表 1.1-1   公众参与情况一览表 

形式 时间 地点 
参与

人员 
备注 

首次

公示 

2022.10.8~征

求意见稿编

制完成 

首次公示网站（官网）： 

http://www.china-ep.cn/cmscontent/516.html 

社会

公众 

公示时间，无

信息反馈 

征求

意见

稿公

示 

2022.10.24~2

022.11.5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站（公司官网）： 

http://www.china-ep.cn/cmscontent/519.html  

社会

公众 

公示时间 10 

个工作日，无

信息反馈 

张贴

公示 
2022.10.25 厂区门口、韩沟村委会、遮山镇委员会 

社会

公众 
无信息反馈 

报纸 

公示 

2022.10.25和 

2022.10.26 
南都晨报 

社会

公众 

共登报 2 次，

无信息反馈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确定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在公司官网进行了第一次公

示。 

公开日期：本项目委托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 8 日，于 2022 年 10 月 8 日在中

环信环境有限公司官网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

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

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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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网络公示时间：2022.10.8~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 

网络公示网址：http://www.china-ep.cn/cmscontent/516.html； 

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

docx 

网络公示截图见下图。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遮山镇，建设单位为中环信环

保有限公司，其公开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网站公示超过 10 个工作日。因此，

本项目网络公开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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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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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开内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经分析可知，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条要求公开信息内容相符。 

公开时限：2022.10.24~2022.11.5 连续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网络公示时限：2022.10.24~2022.11.5。 

网络公示网址： 

http://www.china-ep.cn/cmscontent/519.html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获取网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FMgHj-3kl2i9_on1xmVkw 

提取码：lnvm 

网络公示截图见下图。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遮山镇，建设单位为中环信环

保有限公司，其公开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网站公示超过 10 个工作日。因此，

本项目网络公开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http://www.china-ep.cn/cmscontent/519.html
https://pan.baidu.com/s/1CFMgHj-3kl2i9_on1xmV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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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报纸名称：南都晨报； 

报纸日期：2022 年 10 月 25 日和 2022 年 10 月 26 日； 

报纸照片：报纸照片见下图。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南阳市，其公开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

且公众易于接触的当地报纸南都晨报，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和 2022 年 10 月 26

日各登报公示 1 次，共 2 次。因此，本项目报纸公开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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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3 其他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通过张贴公示的方式再次对周围敏感点进行

公示，公示照片见下图。 

3.3 查阅情况  

查阅场所设置情况：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获取征求意见稿或网上自行下载，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

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查阅情况：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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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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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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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厂区门口张贴公示 

图 3-5  韩沟村委会张贴公示 

图 3-6  遮山镇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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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在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因此不再采取

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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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