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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 建设项目的地点及相关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和物流业高速发展，我国的私家车保有量

和货车的数量逐年提高。车辆数量的增加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汽车轮

胎的消耗和磨损也产生了很多的垃圾—废旧轮胎。数年以前废旧轮胎都是

随意丢弃堆放或者进行土法炼油，极大的污染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

这个时候一个新兴行业悄悄兴起，这就是废旧轮胎综合回收利用。

在此背景下，盐城惠明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明雅公司”）

拟投资 5000 万元在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沿海经济开发区内观潮三路以北

实施 12万吨/年废旧轮胎生产再生胶项目。本项目对废旧轮胎进行回收综

合利用，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不仅解决了废旧轮胎长期堆放难处置

的问题，还为企业创造财富，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1.2.1项目名称、性质、建设地点及投资总额

项目名称：12万吨/年废旧轮胎生产再生胶项目；

建设单位：盐城惠明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沿海经济开发区内观潮三路以北；

建设计划：新建；

投资总额：5000万元；

占地面积：31990平方米，绿化面积：910m2，绿化率 2.8％；

职工人数：216人，其中住宿人员：88人；

工作制度：7920小时(330天) ，二班制，每班 12小时。

1.2.2产品方案

本项目建成后，年生产再生胶 12万吨。

本项目产品方案见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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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本项目产品方案表
主体工程名称（车间、生产装

置或生产线）
产品名称及规格

设计能力

（t/a） 包装形式
年运行时

数

再生胶生产线 处理能力 再生胶 120000 / 792000h

1.2.3 污染源分析

（1）废水

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营运期废水包括初期雨水及生活污水。

（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是细碎、破碎工段产生的粉尘，脱硫废气、精炼废气。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拉丝机、破碎机、振动筛、磁选机、气流分选机、

精炼机等设备运行噪声。

（4）固废

本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活性炭等；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厂内职工生

活垃圾、包装材料、废油等。

1.3选址及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距离最近的生态红线区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约

7.9km，不在管控区范围内，因而不会对上述保护区主导生态功能造成影响，

符合《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盐城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

要求。本项目的建设未超出环境质量底线，未突破资源利用上线，本项目

所在地无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根据进一步明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文件相符性分析，本项目符合三线一单要求，选址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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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2.1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根据环境现状评价结果，评价区域内：

(1)大气评价因子评价指数均小于 1，说明大气质量较好，有一定环境

容量；

(2)地表水从单因子指数来看，除 COD因子超标外，其余各监测断面

各因子污染指数均＜1，满足相应功能区划的要求。经调查了解，灌河 COD

超标是由于上游农业面源影响造成的。环评建议开展区域水环境整治工程，

关闭灌河沿线工业和生活排污口，关闭工业污染源，铺设管道，截污导流，

改善灌河水质，必要时对灌河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3)昼间厂界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3类标准。

(4)地下水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标准。

(5)本项目所在区域内的土壤监测项目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95）的二级标准，说明该区域内的土壤质量较好，未受污染。

2.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特点及当地气象条件、自然环境状况，确定

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

表 2.2-1 本项目评价范围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区域污染源调查 重点调查评价范围内的主要工业企业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以建设项目厂址为中心，半径为2.5km的圆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响水沿海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排口上游 2000m至下游 2000m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由河流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划分成一个评价区，以周边河流为边

界2.4km2

噪声 厂界外 200m
生态环境 项目所在地完整生态单元边界

风险评价 距离源点 3km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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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3.1 建设项目的主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3.1.1 废气污染物产生情况

本项目废气主要是细碎、破碎工段产生的粉尘，脱硫废气、精炼废气。

3.1.2 废水产生情况

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营运期废水包括初期雨水及生活污水。

3.1.3 固废产生情况

本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活性炭等。；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厂内职工

生活垃圾、包装材料、废油等。

3.1.4 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拉丝机、破碎机、振动筛、磁选机、气流分选机、

精炼机等设备运行噪声。

3.2 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3.2-1。

表 3.2-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与厂(场)界最近

距离（m）

规模

（户/人）
环境功能

大气

环境
边防派出所 NW 100 2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地表水

环境
灌河 W 4000 中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第Ⅲ类

地下水

环境
/ / 2.4km2 /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声环境 厂界外 四周
厂界外
200m /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3类标准

风险

评价
边防派出所 NW 100 20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

生态环

境

盐城湿地珍禽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SE 7900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3.3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及预测评价结果

3.3.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1)本项目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各大气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均未达

到 10%标准值的要求，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2)本项目以厂界设置 100米卫生防护距离，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没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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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保护目标。

(3)经预测，恶臭对外环境影响较小。企业要从环境管理上，加强对污

染防治设施的日常运行管理和维护，以杜绝事故的发生。

(4)本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3.3.2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近期由于污水管网尚未铺设到位，生活污水

做农肥，远期待污水管网接管到位后接管至响水华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深

度处理，尾水达标排放。

3.3.3 环境噪声预测评价

本项目建成后，厂区的噪声设备在所有测点均能达标排放。与本底值

叠加后，能够维持现有声环境功能。因此本项目噪声对环境影响不大。

3.3.4 固体废物及其它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所有危险废物均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一般固

废外售综合利用，职工生活垃圾由区域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厂区固体废物

临时堆放场所须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他相关要求。

3.3.5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预测结果表明，非正常情况下，污水池泄露后，各个不同阶段，地下

水CODMn污染存在超标范围。因此，惠明雅公司应做好对污水池的定期检

修，从而将对地下水的影响降到最低。

3.4 环境风险分析建议

目前，盐城惠明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各项风险防范措施较完善，建议

在生产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针对本项目，编制完善的应急预案并报响水县环保局备案。

(2)定期更换过期的消防应急物资，并配备足够的防护用品。

(2)应配备适量的环境监测设备，提高自身监测采样分析水平，随时关

注事故的处理控制情况。

(3)加强管理，定期对职工进行风险应急培训，并定期开展风险应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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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演练，使职工在发生事故时，能够较好的进行处理。

(4)加强对地下水、土壤的风险应急措施，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应急预案。

3.5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技术、经济论证结果

一、废气

本项目细碎、破碎工段产生的粉尘拟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器

处理，由排气筒达标排放；本项目产生的脱硫废气经收集后进入冷凝器+

布袋除尘+二级活性炭颗粒吸附处理，经处理后由排气筒达标排放；项目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精炼废气经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颗粒吸附处理后由排气筒

达标排放。

二、废水

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近期由于污水管网尚未铺设到位，生活污水

做农肥，远期待污水管网接管到位后接管至响水华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深

度处理，尾水达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拉丝机、破碎机、振动筛、磁选机、气流分选机、

精炼机等设备运行噪声，设计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措施，

高噪声设备均安置在室内，通过设备减振、厂房隔声、消声等措施能较好

地降低噪声向外环境的辐射量，尽量减小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废

本项目所有危险废物均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一般固

废外售综合利用，职工生活垃圾由区域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厂区固体废物

临时堆放场所须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他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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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环评单位通过调查、分析和综合评价后认为：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

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范及相关规划要求；生产过程中

遵循清洁生产理念，所采用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能

保证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预测结果表明项目所排放的污染物对

周围环境和环境保护目标影响较小；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并

落实应急预案，项目的环境风险可接受。综上所述，在落实本报告书中的

各项环保措施以及各级环保主管部门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环保的角度考虑，

该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5 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盐城惠明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地址：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沿海经济开发区内观潮三路以北

联系人：潘玉松

联系电话：180 5295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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