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中尧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环境信息公开

一、基础信息，包括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生产地址、

联系方式，以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产品及规模；

汉中尧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基础信息表

建设项目名称 汉中尧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西安尧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勉县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项目

组织机构代码 91610700MA6YN6TA73

法定代表人 李大明

生产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金泉镇拥西村

联系方式 徐伟 13571615428

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

的主要内容
水泥窑协同处置市政污泥

规模 50t/d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1300

环保投资（万元） 175.9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

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陕西省环境保护厅/陕环批复[2017]560 号/2017 年 8 月 1日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

批准文号、时间
勉县发展和改革局/勉发改发[2016]279 号/2016 年 7 月 19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

制单位
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



二、排污信息，包括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口

数量和分布情况、排放浓度、超标情况，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定的

排放总量

1.排放口分布情况及排放口数量：

2.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排放方式

有组织排放（窑尾排气筒、除臭系统排气筒）及无组织排放。

3.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限值（2019年第一季度监测数据）

①厂界大气

监测

因子

氨

（mg/m
3
）

颗粒物

（mg/m
3
）

硫化氢

（mg/m
3
）

排放

限值
1 0.5 0.06

监测

位置
厂区东面 厂区东面 厂区西面 厂区东面

第一次 0.073 0.2 0.33 0.003



②地下水

检测项目 标准限值 厂址下游自备井检测结果

1 pH（无量纲） 6.5～8.5 7.57

2 高锰酸盐指数，mg/L ≤3.0 1.37

3 氨氮（NH3-N)，mg/L ≤0.5 0.064

4 铬（六价），mg/L ≤0.05 0.012

5 铅，mg/L ≤0.01 0.0025ND

6 镉，mg/L ≤0.005 0.0005ND

7 汞，mg/L ≤0.001 0.00001ND

8 砷，mg/L ≤0.01 0.007ND

9 氟化物，mg/L ≤1.0 0.38

10 石油类，mg/L / 0.01ND

③噪声

监测点位置

2019.2.15 2019.2.16
限值

昼间 dB（A） 夜间 dB（A） 昼间 dB（A） 夜间 dB（A）

西厂界 53 46 52 45

昼间：60dB（A）北厂界 57 47 58 47

北厂界 58 48 59 49

东厂界 52 44 51 43

夜间：50dB（A）南厂界 51 45 50 44

南厂界 50 43 51 42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汉中尧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表

防止污染设施 建设和运行情况 备 注

生态保护设施

和措施

1.车辆清洗台、设备间、事故水池、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进行 2mm 厚水泥基渗透

结晶型防水涂料，1.5mm 厚聚合物水泥基防水涂膜，渗透系数

≤10-10cm/s；
2. 所有固体废物均使用专用车辆运输，运输过程中车辆密闭，

防止固体废物运输、物料输送过程产生的跑冒滴漏对外环境及厂

区内的土壤产生污染；

运行

正常

污染防治设施

和措施

污泥接收及储存库废气:污泥接收及储存车间通过抽风机使污泥

接收及储存车间呈负压状态，将污泥卸料、储存期间产生的恶臭

气体抽出后通过管道送至活性炭吸附处置后排放。

运行

正常

车辆及地面冲洗产生的废水汇入车间西侧水池循环使用，不外

排。

运行

正常

1.在设备选型时，选择在同类设备中噪声较低的设备；

2.污泥输送泵置于污泥车间内，车间采用隔声门、隔声窗；

3.车间的风机进、出口加装消声器，采用基础减震、管路采用弹

性软连接。

4.制定监测计划，定期对厂区噪声进行监测。

运行

正常



四、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汉中尧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环境监测方案

类别 监测点 监测因子
监测

频次
参照标准

大气环

境质量

有组织

水泥窑窑尾排气筒

氨 1 次/季度

烟气中重金属（汞、铊、镉、

铅、砷、铍、铬、锡、锑、铜、

钴、锰、镍、钒及其化合物）

以及总有机碳、氯化氢、氟化

氢

1 次/半年 GB30485-2013《水泥窑协同

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

准》

二噁英 1 次/每年

活性炭除臭塔排气筒
硫化氢、氨、臭气浓度、颗粒

物
1 次/半年 /

无组织

水泥厂厂界的无组织（颗

粒物：厂界外 20m 处上风

向设参照点，下风向设监

测点；氨、硫化氢、臭气

浓度：监测点设在下风向

厂界外10m范围内浓度最

高点。）

氨、硫化氢、颗粒物、臭气浓

度
1 次/季度

厂界恶臭污染物排放执行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恶臭污染

物厂界标准值中新改扩建项

目二级标准

声环境

质量
厂界布设 6 个点 噪声 1 次/季度

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中的2类标

准

土壤环

境质量

勉县尧柏水泥厂区周边

布设两个监测点，分别为

宁家湾村和拥西村

pH、As、Hg、Cd、Cr、Pb、镍、

铜、锌和二恶英类
1 次/年

厂区内土壤执行《土壤环境

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 管 控 标 准 》

（GB3660-2018), 厂区外

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GB15618-2018）

地下水

上游背

景值监

测井

厂址上游的西坡村作为

地下水背景值监测点

pH、氨氮、砷、汞、铬（六价）、

镉、铅、氟化物、高锰酸盐指

数

每年枯水期

1 次

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中的Ⅲ

类水质标准；

污染监

视监测

井

雍东村
单月测 1 次，

一年共 6 次

游污染

扩散监

测井

厂址下游自备井
每月 1 次，

每年 12 次

https://www.doc88.com/p-3817134124260.html
https://www.doc88.com/p-3817134124260.html
https://www.doc88.com/p-3817134124260.html


五、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备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