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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由来 

生活用纸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是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

标志。近年来中国生活用纸行业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快速增长。目前，中国的生活用纸消费量仅次于北美和西欧地区，位居世界第

三位，也是生活用纸业发展最快的国家。据中国造纸协会发布的 2017 年造纸行

业报告显示，2017 年国内生活用纸产量 960 万吨，较上年 920 万吨增长 4.32%，

消费量 890 万吨，较上年 854 万吨增长 4.22%。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人均生

活用纸年消费量在 5 公斤以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达到 10 公斤，达到发达

国家每年人均生活用纸消费量水平。伴随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加快，市场需求潜力

仍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生活用纸的人均消费量和消费总量仍处于快速增长期，生

活用纸行业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是 APP（中国）投资建设的现代化大型生活用纸公

司，成立于 1996 年 3 月。集团现有员工 13000 余人，从 2006 年开始，公司先

后在苏州、海南、孝感、遂宁、雅安、新民建设造纸基地，在福州、清远、青岛

等地设立加工基地，并设有遍布全国的营运销售网络。公司主要从事生活用纸生

产，其主要产品有：卷筒卫生纸、抽取式卫生纸、珍宝卷纸、盒装面纸、抽取式

面巾纸、袖珍面纸、纸手帕、餐巾纸、厨房用纸、大型卷筒卫生纸、擦手纸和湿

纸巾等。 

经过公司的市场调研分析，鉴于中国目前生活用纸需求旺盛并保持消费增长

的趋势，以及集团内部对未来造纸产业的规划布局，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成立了金红叶纸业(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红叶公司”），拟在江苏如东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临港工业区建设“APP 如东基地年产 78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

目”，主要建设 78 万吨/年生活原纸生产线及 54 万吨/年生活纸后加工生产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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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682 号令）等文件的规定，建设项目应

当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为此，金红叶公司委托江苏

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对拟建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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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1.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金红叶纸业(南通)有限公司 APP 如东基地年产 78 万吨高档生活

用纸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造纸[C222] 

建设地点：江苏如东洋口港临港工业区。 

投资总额：拟建项目总投资 956413 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为 14836

万元人民币，占总投资的 1.9%。 

占地面积：拟建项目厂区总占地面积 1463225m2（约 2195 亩，含预留用地

144 亩），其中，绿化面积为 200755m2，绿化率约为 13.7%。 

工作时数：拟建项目采用四班三运转制生产，每班运行 8 小时，年生产天数

340 天，合计年生产时间为 8160h。 

职工人数：拟建项目新增定员 2555 人。 

建设期：3 年。 

2.建设项目产品方案 

表 1  拟建项目产品方案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量 

（万 t/a） 

销售量 

（万 t/a） 
生产时数 备注 

1 高档生活纸原纸 78 24 8160 54 万 t/a 自用 

2 

后加工

纸 

卷筒纸 13.5 13.5 8160 / 

3 软抽纸 27 27 8160 / 

4 盒抽纸 8.1 8.1 8160 / 

5 无芯卷筒 2.7 2.7 8160 / 

6 厨房用纸 2.7 2.7 8160 / 

7 小计 54 54 8160 / 

8 湿纸巾 4.734 4.734 8160 / 

3.项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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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项目主体工程包括 3 座备浆车间、7 座造纸车间、3 座后加工车间。 

表 2  拟建项目主体工程 

序号 车间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层数 

1 碎浆间 6×5400 65400 1 

2 造纸车间 
6×12800 

1×16000 

6×25600 

1×32000 
2 

3 后加工车间#1 20800 41600 2 

4 后加工车间#2 20800 41600 2 

5 后加工车间#3 20800 41600 2 

6 湿巾车间 9000 12000 1 

（三）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 

1.生产工艺 

拟建项目生产过程可分为浆料处理工段、抄纸工段及后加工工段三个部分，

其中生活用纸原纸为前两个工段的产品，部分作为原料进入后加工工段生产后加

工纸（包括卷筒纸、软抽纸、盒抽纸、无芯卷筒、厨房用纸）。 

原纸生产采用漂白针叶木浆板和漂白阔叶木浆按一定的比例配制成符合工

艺要求的浆料，再经抄纸工段生产出原纸，原纸再经进一步加工生产后加工纸。

生活用纸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见图 1。工艺流程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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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活用纸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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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浆料处理工段 

浆料处理工段分漂白针叶木浆板处理、漂白阔叶木浆处理以及损纸处理三部

分。 

①漂白针叶木浆板预处理 

外购的漂白针叶木浆板及漂白阔叶木浆经链板输送机输送至水力碎浆机进

行碎浆处理，浆板与来自白水回收工序的水混合，经水力碎浆机内的转子刀盘进

行物理破碎、打散，打散后的浆水经泵送至锥形高浓除渣器除渣处理，除去浆渣

等杂质，除渣后的浆水经泵送至磨浆机打浆，使纤维发生分丝帚化。经上述预处

理后的浆水经计量后送入配浆池进行后续处理。 

除渣工序产生的含浆渣等杂质的浆渣（S1、S2）经收集后外送处置。 

②损纸处理 

来自抄纸工段生产过程中（如换起皱刀时）的损纸、纸的封边，以及从复卷

机工段风送过来的修边损纸；以及原纸纸卷加工工段复卷过程中产生的外层剥除

原纸损纸、断头接头的损纸与来自白水回收工序的水混合，经机下水力碎浆机内

的转子刀盘进行物理破碎、打散，然后再经锥形高浓除渣器除渣处理、疏解机疏

解处理，经计量后送入配浆池进行后续处理。 

除渣工序产生的含浆渣等杂质的浆渣（S3）经收集后外送处置。 

（2）抄纸工段 

来自浆料处理工段的各股浆料经泵送至配浆池，与来自白水回收工序的白水

在管线内混合稀释后送至压力筛进行过滤处理，良浆送至流浆箱，进行上网成型

抄造、机械压榨脱水、蒸汽间接烘干干燥、卷取，产出原纸大纸卷。 

压力筛过滤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浆渣（S4）经收集后送至厂区废水处理厂处理。

大纸卷干燥、卷取过程中会产生少量含纸粉废气（G1-1~13），分别经配套的纸粉

收集装置收集后送至水喷淋装置处理，大部分纸粉被喷淋吸收，少部分未被吸收

的纸粉分别经 13 座排气筒排放（分别对应 13 台纸机）。 

上网成型及压榨脱水过程中产生的白水送至多圆盘过滤机进行过滤回收浆

料处理，回收的浆料回到配浆池回用；部分稀白水回用于浆料处理工段稀释浆料

和抄纸工段纸机成型部、压榨部喷淋，剩余废白水（W1）送至厂区污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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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干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水蒸气经管道引至车间顶部排放。 

生活用纸原纸大纸卷部分送至后加工工段继续进行差异化加工成不同用途

和包装形式的生活用纸产品，部分通过复卷机设备，按照客户的订单要求，复卷

成 1-4 层、客户规定的宽度和直径的小纸卷和纸盘。这些小纸卷和纸盘再经过后

续的缠绕膜包装机的包膜包装加工处理后，通过叉车运送入成品仓库，等待销售

出库。 

在纸卷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含纸粉废气（G2-1~8）分别经配套的纸粉收集装置

收集后送至水喷淋装置处理，大部分纸粉被喷淋吸收，少部分未被吸收的纸粉分

别经 8 座排气筒排放（对应 8 台复卷机）。 

纸卷加工过程中会产生部分废纸卷缠绕包装膜（S5）及废纸芯管（S6），统

一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3）后加工工段 

后加工工段主要是以来自抄纸工段的生活用纸原纸进行精加工，通过压花、

打孔、复卷、分切、封口等工序生产差异化的后加工纸，主要包括卷筒纸、软抽

纸、盒抽纸、无芯卷筒、厨房用纸，经差异化加工后的后加工纸经自动包装及自

动输送系统送至成品仓库。 

2.污染防治措施 

（2）营运期 

①废气：拟建项目针对含粉尘纸机废气（G1-1~13）对应设置有 13 套湿式除

尘设施（每台纸机对应1套），除尘效率95%，经除尘处理后的含纸粉废气（G1-1~13）

分别经 13 座 15m 高排气筒（P1~P13）排放，针对复卷工序产生的含粉尘复卷废

气（G2-1~8）对应设置有 8 套湿式除尘设施（每台复卷机对应 1 套），除尘效率

95%，经除尘处理后的含纸粉废气（G2-1~8）分别经 8 座 15m 高排气筒（P14~P21）

排放。 

②废水：拟建项目产生的工艺废水主要包括造纸多余白水排水（W1），此外

还有一定量的初期雨水（W3）以及生活污水（W2）。 

拟建项目厂内建设完善的生产和生活废水排水系统，排至厂内废水处理站进

行处理，达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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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级 A 标准后通过管道接至港区排海管接口排放。 

③噪声：拟建项目主要噪声源有碎浆机、浆泵、复卷机、分切机、泵等设备，

通过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后，可确保所有厂界噪声均达到相应噪声标准要求，对周

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④固废：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经安全处置后，对周围环境及人体不会造成

影响，亦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所采取的治理措施是可行的，不会对周围的环境产

生影响。 

（四）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1.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1）大气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评价区域内 3 个监测点位 SO2、NO2、PM10、非甲烷总烃等

监测因子均满足相应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求。 

（2）海水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除总磷在 W1、W2 位置超标外，其余各监测点位各项指标

均能满足《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和参照执行标准要

求，总磷超标可能是所在海域轻度富营养化导致。 

（3）声环境 

根据噪声监测结果，厂界 Z1-Z8 各监测点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3 类标准。 

（4）土壤 

根据土壤监测结果，土壤监测点中监测因子均能够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5）地下水 

根据地下水监测结果，地下水所有监测点位的监测因子均达到《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的 III 类及以上标准。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⑴区域污染源调查范围：大气污染源调查范围和水污染源调查范围为区域内

排污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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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地表水评价范围：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周边半径 3km 范围海域。 

⑶大气评价范围：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边长 5km 的矩形区域。 

⑷噪声评价范围：拟建项目厂界外 200m 范围内。 

⑸环境风险评价范围：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半径 3km 范围。 

⑹地下水评价范围：根据评价等级和地下水水力联系特点，确定评价范围为

项目所在地周围 6~20km2。 

环境保护敏感目标见表 3。 

表 3 建设项目主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类别 保护对象名称 规模 环境质量 

大气环境 

三民村 1250 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黄海村 1422 人 

港城村 6900 人 

滨海村 1246 人 

长堤村 2900 人 

长沙镇区 3.8 万人 

富盐村 2754 人 

陆河村 5951 人 

卫海村 3002 人 

卫海小学 200 人 

海洋 

环境 

（黄海） 

如东农渔业区 /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二类标准 

开发区附近海域 / 

开发区污水厂排污

口所在海域 
/ 

声环境 厂界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 类标准 

地下水环境 地下水潜水层 /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 

生态环境 

如东县沿海生态公

益林 
二级管控区 19.85 km

2
 海岸带防护 

如东沿海重要湿地 
二级管控区 122.49 

km
2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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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大竹蛏和西施

舌省级水产种植资

源保护区 

一级管控区 13.86 

km
2；二级管控区

18.66 km
2
 

渔业资源保护 

（五）总结论 

环评单位通过调查、分析和综合评价后认为：拟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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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结果表明公众对项目建设表示理解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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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保角度分析，拟建项目的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同时，拟建项目在设

计、建设、运行全过程中还必须满足消防、安全、职业卫生等相关管理要求，进

行规范化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 

（六）联系方式 

①建设单位：金红叶纸业(南通)有限公司 

联系人：郎经理 

联系电话：021-52528363 

②评价机构名称：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证书编号：国环评证甲字第 1902 号 

联系人：孙工 

联系方式：025-85699061，sunyining@jsae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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