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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由来 

生物分离纯化介质附加值高，用于分离纯化病毒、蛋白质、酶、多肽

等大分子生物活性物质，主要应用于生物医药、血液制品、疫苗及保健品

等行业。由于其原材料的选择和成球工艺，技术要求高，工艺复杂，多年

来我国实验室研究、小规模的生物技术产品制备乃至大规模生产使用的多

数是国外公司的分离介质产品。色谱用分离纯化介质制备技术仍然被国际

上几个大公司所垄断，国内厂家能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少之又少。  

江苏汉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邦科技”）成立于1998年，位于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邦科技是一家以色谱产品为核心，集研发、生产

和贸易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致力于为生物医药行

业提供分离纯化产品与服务，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色谱设备开发商和制造商。 

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公司的竞争力，汉邦科技在淮安市投资

注册江苏汉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汉德科技”），注册资本3000万元，项

目选址位于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占地面积约82000m2，建设年产1700吨生

物医药分离介质及1000吨高价值提取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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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 号令）的有关规定，

汉德科技委托南大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为此，环评单位的技术人员对项目所在地进行了

现场踏勘，调查、收集了该项目的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环保

法规和标准及有关技术导则编制了本环境影响报告书，提交给主管部门和

建设单位，供决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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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概况 

1.2.1 项目名称、建设性质、投资总额、环保投资 

项目名称：年产 1700 吨生物医药分离介质及 1000 吨高价值提取物项

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江苏汉德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江苏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孔莲路以北，淮金线以西；  

投资总额：总投资为6626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500万元； 

占地面积：82000m2，其中绿化面积16400m2； 

职工人数：项目职工定员为200人； 

工作制度：实行四班三运转，年生产300天，7200小时；  

建设周期：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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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项目建设内容 

（1）产品方案 

拟建项目产品方案详见表1.2-1。 

表 1.2-1  拟建项目产品方案 
工程名称（车间、生产

装置或生产线） 
产品/中间产品名称 规格 

生产能

力（t/a）
自用量

（t/a） 
外售量

（t/a） 
年生产时

间（h） 
去向及用途 

一车间 
高纯硅胶生产

线（水解、聚

合、烘干工段）
高纯硅胶 ≥95% 100 50 50 6400 

50t/a 用于生产改性硅胶，50t/a 外售。用于

生物医药小分子的分离纯化，也可作为键合

硅胶的基质。 后处理

车间 

高纯硅胶车间

（煅烧、干燥

工段） 

二车间 
改性硅胶生产

线 

非极性烷基化学键合硅胶 ≥95% 70 0 70 
7200 外售，用于生物医药小分子的分离纯化。 亲水 C18 化学键合硅胶 ≥95% 30 0 30 

合计 100 0 100 

三车间 
层析填料生产

线 

交联琼脂糖填料（FF 型、

HF 型、CL 型）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460 320 140 5760 

200/a 用于生产环氧活化琼脂糖，80t/a 用于

生产阴阳离子琼脂糖，40t/a 用于生产疏水

琼脂糖，140t/a 外售。用于生物大分子物质

的组分分离和中度纯化（去除小分子杂质），

例如：病毒颗粒、大分子蛋白、超螺旋 DNA、

多糖及大分子复合物。也可作为亲和、离子

交换、疏水层析介质的基质。 

环氧活化琼脂糖填料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200 165 35 5610 

80.3t/a 用于生产金属螯合琼脂糖，84.7t/a
用于生产亲和琼脂糖，35t/a 外售。用于偶

联蛋白质、多肽、核酸等含有羟基、氨基或

巯基的生物分子。 
金属螯合琼脂糖填料

（IDA-镍螯合、NTA-镍螯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80 0 80 3120 

外售。用于 His 标签蛋白及与 Ni2+具有相互

作用的生物大分子的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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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车间、生产

装置或生产线） 
产品/中间产品名称 规格 

生产能

力（t/a）
自用量

（t/a） 
外售量

（t/a） 
年生产时

间（h） 
去向及用途 

合、TED-镍螯合、CM-ASP-
镍螯合） 

亲和琼脂糖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120 0 120 7200 

外售。用于具有特异性官能团的生物大分子

的分离纯化。 
阴阳离子（CM、DEAE、

Q、SP）琼脂糖填料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80 0 80 7200 

外售。用于分离纯化蛋白、多肽、核酸等所

有带电荷生物大分子的分离纯化。 
疏水琼脂糖填料（苯基、

丁基、辛基）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40 0 40 7200 

外售。用于生物大分子初始样品的捕获和中

度纯化。 

葡聚糖类填料 ≥90% 20 0 20 7200 
外售。用于样品的脱盐、缓冲液置换及小分

子杂质去除。 
合计 1000 485 515 / / 

四车间 
聚苯乙烯填料

生产线 
聚苯乙烯 PS-DVB 填料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800 170 630 7200 

170t/a 用于生产聚苯乙烯改性填料，630t/a
外售。用于脂溶性生物医药分子的分离纯

化。也可作为亲和、离子交换、疏水聚苯乙

烯改性介质的基质。 

五车间 

聚苯乙烯改性

填料生产线 

PS-DVB 阴离子交换功能

改性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100 0 100 7200 

外售。用于分离纯化所有带电荷生物医药分

子。 
PS-DVB 阳离子交换功能

改性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100 0 100 7200 

外售。用于分离纯化所有带电荷生物医药分

子的分离纯化。。 

聚甲基丙烯酸

填料生产线 
聚甲基丙烯酸酯填料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200 45 155 7200 

45t/a 用于生产聚甲基丙烯酸酯改性填料，

155t/a 外售。用于两亲性生物医药分子的分

离纯化。也可作为亲和、离子交换、疏水聚

甲基丙烯酸酯改性介质的基质。 

聚甲基丙烯酸

改性填料生产

线 

聚甲基丙烯酸酯疏水改性

填料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18 0 18 

7200 

外售。用于生物医药分子初始样品的捕获和

中度纯化。 
聚甲基丙烯酸酯离子改性

填料 
50%（采用乙醇水溶

液进行包装） 
32 0 32 

外售。用于分离纯化所有带电荷生物医药分

子的分离纯化。 
分离介质合计 2450 750 1700 / / 

六车间 
高价值提取物

生产线 
高纯度 EPA、低纯度 EPA 

高纯度 EPA≥98.5%，

低纯度 EPA40~70% 
1000 0 1000 / 外售，营养补充剂、食品添加剂以及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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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工艺 

高纯硅胶填料是以正硅酸四乙酯为原料，碱性条件催化下水解、缩聚

形成硅溶胶，用脲醛树脂为模板形成树脂包硅复合物，再煅烧除去树脂模

板，最后喷雾干燥得到单分散粉末状硅球成品。 

改性硅胶填料是硅胶颗粒与十八烷基二甲基氯硅烷发生键合反应，之

后加入不同氯硅烷做封尾处理，以尽可能去除未参与反应的硅羟基，使生

成物钝化，增加其稳定性。之后进行过滤、洗涤、干燥之后得到成品。 

交联琼脂糖填料是将热的琼脂糖水溶液加入到含表面活性剂的油相

中，高速搅拌形成小液滴，乳化均匀后降低温度，冷却固化成球，水洗除

去油和表面活性剂得到琼脂糖白球。利用交联剂在碱性条件下对琼脂糖白

球进行交联，增强其物理化学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 

环氧活化琼脂糖填料是通过环氧氯丙烷与琼脂糖反应，把环氧基连接

到基质上，得到环氧活化的琼脂糖填料。 

金属螯合琼脂糖是环氧活化后琼脂糖，经化学键合、螯合、洗涤、过

滤、包装等环节制得。 

亲和琼脂糖是活化琼脂糖经偶联、封闭等反应制得。 

阴阳离子琼脂糖是利用琼脂糖与化学试剂发生键合反应制得。 

疏水琼脂糖采用直接偶联法制备，利用交联琼脂糖与烷基缩甘油醚（或

苯基缩水甘油醚）在三氟化硼乙醚的作用下反应即可得到目标产品。 

葡聚糖凝胶是一种具有三维网状结构的高分子化合物，它是由葡聚糖

加入交联剂通过醚键互相交联聚合而成的。 

聚苯乙烯填料是利用单体苯乙烯与交联剂二乙烯苯在引发剂、分散稳

定剂、致孔剂的作用下共聚形成聚合物微球。共聚形成的聚合物微球经水

洗、有机溶剂清洗、提取、烘干后得到不同规格的微球成品。 

聚苯乙烯阴离子改性填料是聚苯乙烯填料经苄溴化、胺化反应生成具

有阴离子交换能力的树脂产物。产品包括季胺改性、多胺改性聚苯乙烯填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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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阳离子改性填料是微球基质在溶胀剂作用下进行溶胀，之后

加入硫酸在微球表面的苯环上引入磺酸基团，实现微球酸化，再经醇洗、

水洗后制得产品。 

聚甲基丙烯酸酯填料是单体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乙二醇二甲苯丙

烯酸酯、甲基丙烯酸甲酯在引发剂、分散稳定剂、致孔剂的作用下共聚形

成聚合物微球。共聚形成的聚合物微球经水洗、有机溶剂清洗、提取、烘

干、筛分得到不同规格的微球成品。 

聚甲基丙烯酸改性填料是先对聚甲基丙烯酸酯填料进行亲水改性，再

进行离子改性或者疏水改性等，得到聚甲基丙烯酸酯改性填料。 

高价值提取物是采用鱼油（含 EPA-EE 和 DHA-EE）作为原料，先通

过吸附和分子蒸馏有效除去了低分子量的饱和脂肪酸和低分子量不饱和易

氧化成呈腥味的组分，通过模拟移动床色谱分离了 EPA-EE 组分和 DHA-EE

组分，再通过工业制备色谱和超临界流体色谱分离（SFC）进行高纯度

EPA-EE 的分离纯化，最终得到高纯度 EPA-EE 和低纯度 EPA-EE。 

1.3 项目选址可行性分析 

1.3.1 与产业政策相符性 

（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2021 年修改）、《江苏省工

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及修订本、《江苏省化工产

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和禁止目录（2020 年本）》、《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

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的通知》（苏政办发[2015]118 号）、苏

办发[2018]32 号附件 3《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和禁止目录》 

拟建项目高纯硅胶填料、改性硅胶填料、大分子层析填料、聚苯乙烯

填料、聚甲基丙烯酸填料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十

一 石化化工中 16、生物高分子材料、填料、试剂、芯片、干扰素、传感

器、纤维素生化产品开发与生产”类项目，属于鼓励类，高价值提取物不

属于以上产业政策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视为允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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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与规划相容性分析 

（1）区域规划 

园区规划产业定位为：园区产业定位：西区——重点承接西南化工区

的企业搬迁升级改造，发展石化及氯碱产业。东区——主要发展基础盐化

工及盐碱深加工、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产业。 

拟建项目位于江苏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东区，属于合成材料制造和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项目，符合园区产业定位。 

（2）苏办[2019]96 号、苏化治办[2019]3 号、苏政办发[2019]15 号、

苏政办发[2018]91 号、苏政发[2016]128 号、苏环办[2014]128 号 

拟建项目位于江苏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规划环评已取得审查意见(苏

环审[2018]1 号)），不在长江干流沿岸两侧 1 公里范围内。 

拟建项目采用集中供热，不属于产业政策中的中的限制类、淘汰类项

目。拟建项目属于合成材料制造项目，生产过程尽可能选用低挥发原料、

溶剂，采用常温循环冷却水+-35℃乙二醇水溶液梯度冷却方式，做好源头

控制，对于不凝气收集后再采用吸收、焚烧等工艺进行处理。对储罐大小

呼吸、危废仓库废气进行收集，污水站无组织废气加盖收集。拟建项目 VOCs

收集处理效率均不低于 90%。 

拟建项目位于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不属于“四个一批”文件中的情

形。 

因此，拟建项目的建设与苏办[2019]96 号、苏化治办[2019]3 号、苏政

办发[2019]15 号、苏政办发[2018]91 号、苏政发[2016]128 号、苏环办

[2014]128 号等文件相符。 

（3）三线一单 

生态保护红线：拟建项目不在规划的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江苏省生

态空间管控区域范围之内，本项目距离最近的为苏北灌溉总渠（淮安区）

洪水调蓄区，最近距离约 2.4km，符合苏政发[2020]1 号和苏政发[2018]74

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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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底线  

⑴环境空气：根据《2020年淮安市环境状况公报》，淮安市2020年PM2.5

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为不达标区。根据拟建项目现状监测数据可知，项

目周边各测点非甲烷总烃、二甲苯、甲醇、乙醇、二氯乙烷、硫酸雾、苯

乙烯、甲醛、环氧氯丙烷、乙酸、丙酮、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氯化氢、

二噁英类、臭气浓度等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

准或参考标准限值要求。江苏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针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采取了减少煤炭消费总量、减少落后化工产能、治理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等治理措施。 

⑵地表水：根据淮安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布的2020年环境质量月季报、

公报中清安河淮安农校、清安河口断面情况，清安河淮安农校、清安河口

断面COD、氨氮、总磷均实现了年均值达Ⅳ标准值的水质目标，但淮安农

校、清安河口断面氨氮月度不稳定达标。根据拟建项目现状监测数据可知，

监测断面清安河W1 、 W2处氨氮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V类标准要求，淮河入海水道南偏泓W3处氨氮、总磷超

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要求，其他各因子评

价指数均小于1，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相应标准。

清安河、淮河入海水道水质超标原因主要有无天然径流，污水处理厂排口

设在清安河，区域生活源、农业面源排放等。 

清安河、淮河入海水道采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和调水引

流等四大措施，构建清安河、淮河入海水道水污染治理与水环境管理技术

体系，构建重污染河流“三三三”治理模式，可使其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能够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 

资源利用上线：拟建项目用水、用电、用汽等均在园区供给能力范围

内；拟建项目采用能量梯级利用等方式，节约能源、提高利用率；拟建项

目所使用的盐酸、液碱等原辅料均就近取自园区，形成了产业链。因而，

项目建设不突破园区资源利用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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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拟建项目未列入《苏淮高新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修订)》负面清单、《淮安市盐化工基地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

查意见（苏环审[2018]1 号）负面清单、《淮安工业园区化工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2021 年版）》、《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苏

政发[2020]49 号）、《淮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淮

政发[2020]16 号）、《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江苏省实

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苏长江办发[2019]136 号）、《长江经济带发展

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 版）》（长江办[2022]7 号）、《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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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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环境功能区划 

项目所在地区域水、气、声环境功能类别划分见表 2.1.1。 

表 2.1.1  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一览表 
类别 功能区划 执行标准 

空气功能区 二类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水质功

能区 

洪泽湖调水保护区（淮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 

花河洪泽、淮安农业用水区（花河

-黄碾） 
农业用水区 

白马湖淮安调水保护区 渔业用水区 
苏北灌溉总渠淮安调水保护区（高

良涧闸-运东闸） 
农业用水区 

古运河淮安调水保护区（淮安市淮

阴船闸-清安河地涵下 800 米） 
农业用水区 

淮河入海水道清江浦农业用水区

（二河新泄洪闸-淮安立交地涵） 
农业用水区 

淮河入海水道北泓淮安农业用水

区（S237 公路桥-苏嘴镇） 
农业用水区 

淮河入海水道南泓淮安农业用水

区（淮安立交地涵-苏嘴镇） 
农业用水区 

清安河淮安排污控制区（船舶修理

厂-入海水道） 
混合区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 

噪声功能区 3 类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 类标准 

地下水功能区 /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土壤功能区 第二类用地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1.2 环境质量现状 

⑴环境空气：根据《2020 年淮安市环境状况公报》，淮安市 2020 年 PM2.5

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为不达标区。根据拟建项目现状监测数据可知，项

目周边各测点非甲烷总烃、二甲苯、甲醇、乙醇、二氯乙烷、硫酸雾、苯

乙烯、甲醛、环氧氯丙烷、乙酸、丙酮、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氯化氢、

二噁英类、臭气浓度等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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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参考标准限值要求。江苏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针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采取了减少煤炭消费总量、减少落后化工产能、治理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等治理措施。 

⑵地表水：根据淮安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布的2020年环境质量月季报、

公报中清安河淮安农校、清安河口断面情况，清安河淮安农校、清安河口

断面COD、氨氮、总磷均实现了年均值达Ⅳ标准值的水质目标，但淮安农

校、清安河口断面氨氮月度不稳定达标。根据拟建项目现状监测数据可知，

监测断面清安河W1 、 W2处氨氮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V类标准要求，淮河入海水道南偏泓W3处氨氮、总磷超

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要求，其他各因子评

价指数均小于1，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相应标准。

清安河、淮河入海水道水质超标原因主要有无天然径流，污水处理厂排口

设在清安河，区域生活源、农业面源排放等。 

清安河、淮河入海水道采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和调水引

流等四大措施，构建清安河、淮河入海水道水污染治理与水环境管理技术

体系，构建重污染河流“三三三”治理模式，可使其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能够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 

⑶根据拟建项目厂界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厂界昼夜噪声均符合《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3 类标准要求。 

⑷由监测结果可知，由监测结果可知，除 D1 中锰、氟化物，D2 中总

硬度、锰、氟化物，D3 中总硬度、锰、氟化物，D4 中氟化物，D5 中总硬

度、锰、氟化物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类标准，其

余各点位各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

类标准。因而，该地下水质量综合类别定为Ⅳ类，Ⅳ类指标为总硬度、锰、

氟化物。 

⑸监测数据表明，区域土壤中，T1~T9 监测点位各项目指标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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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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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用地筛选值，T10、T11 点位指标均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说明区域内土壤对人体

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土壤环境质量良好。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根据拟建项目污染物排放特点及当地气象条件、自然环境状况，结合

各《导则》的要求确定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见表 2.2。 

表 2.2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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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建设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 5km 范围 

地表水 
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上游 1000m（经度 119.130489、纬度 33.507259）~下游 2000m
河段（经度 119.131712、纬度 33.484833）（清安河） 

地下水 项目周边 6-20km2，本次取 9.8km2 
土壤 项目占地范围内和占地范围外 0.2km 内 
噪声 厂界外 200m 范围 
生态 同大气环境评价范围一致 

风险评价 
大气：距建设项目边界 5km 的范围； 
地表水：同地表水评价范围； 
地下水：同地下水评价范围； 

2.3 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选址于江苏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经调查，项目大气评价范围内

有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2.3。 

表 2.3a  环境保护目标（大气环境） 

环境要

素 
名称 

保护对

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

区 
相对厂址

方位 
相对厂址距

离（km） 
规模（户/

人） 
环境质量 

大气环

境 

花河佳苑 居民 

满足相应

环境质量

标准 
二类区 

SW 2.5 171/600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 

张码花园 居民 SW 2.4 775/2712 
永济村 居民 ENE 2.2 46/160 
张朱村 居民 E 1.1 117/411 

张码小学、

幼儿园 
师生 SW 2.3 429/1500 

范集镇* 居民 SE 2.4 11000 

表 2.3b  环境保护目标（其他要素）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服务功能 

地理位置 
保护对象（户/

人） 
保护要求 

方位 
最近距离

km 
地表 张施沟 / W 约0.6 小型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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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服务功能 

地理位置 
保护对象（户/

人） 
保护要求 

方位 
最近距离

km 
水 张码东干渠 / W 约0.5 小型 准》（GB3838-2002）

Ⅲ类 安邦河 / W 约1.7 小型 
张码西干渠 / W 约2.7 小型 
永济西干渠 / E 约1 小型 
永济东干渠 / E 约2.4 小型 

花河 农业用水 S 5 小型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Ⅲ类 

白马湖 
渔业、农业用

水 
SE 9 / 

苏北灌溉总渠（淮安区）

洪水调蓄区 
饮用水源，农

业用水 
N 约2.4 中型 

淮河入海水道（淮安市

区）洪水调蓄区 
景观娱乐，农

业用水 

N 2.9 中型 

淮河入海水道北泓（淮安

立交地涵－楚州区苏嘴

镇大单村） 
NE 14.6 中型 

淮河入海水道南泓 NE 14.5 中型 

清安河（船舶修理厂-入海

水道） 
农业用水 NE 13.6 小型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Ⅳ类 

地下

水 
潜水含水层 - 项目周边9.8km2内的潜水含水层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分类标准 

声环

境 
- - 

厂界外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

保护目标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

类标准 

土壤 - - - 
GB36600-2018第二

类用地筛选值 

风险

评价 

范集镇* 居住、教育 SE 2.4 11000 

/ 

宋潮村 

居住区 

NW 3.5 100/351 
大张村 NW 3.4 150/522 
永济村 ENE 2.2 46/160 
张朱村 E 1.1 117/411 
朱桥村 NW 3.8 63/222 
秦墩村 NW 4.7 57/200 
龙左 NE 4.2 41/144 

民强老年关爱之家 NW 4.9 43/150 
张码花园 SW 2.4 775/2712 
朱桥花园 NE 4.8 666/2331 

花河佳苑（安置小区） SW 2.5 171/600 
张码小学、幼儿园 教育 SW 2.3 429/1500 

房圩 
居住区 

ENE 2.9 30/105 
姚桥村 ENE 2.9 146/510 
张集 E 2.8 90/315 

生态 

苏北灌溉总渠（淮安区）

洪水调蓄区 
洪水调蓄 N 约2.4 / 国家级生态保护红

线、江苏省生态空间

管控区域 淮河入海水道（淮安市 洪水调蓄 NW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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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服务功能 

地理位置 
保护对象（户/

人） 
保护要求 

方位 
最近距离

km 
区）洪水调蓄区 

白马湖（淮安区）重要湿

地 
湿地生态系

统保护 
SE 约9 / 

洪泽湖（洪泽区）重要湿

地 
湿地生态系

统保护 
SW 约17.8 / 

二河（洪泽区）清水通道

维护区 
水源水质保

护 
SW 约13.5 / 

注：*含范集中心小学（师生约1500人）、范集中学（师生约2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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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3.1 主要环境影响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①拟建项目新增污染源正常排放下，各污染物短

期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均≤100%、污染物 PM10、PM2.5年均浓度贡

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均≤30%；②现状不达标因子 PM2.5 实施削减后预测

范围的年平均浓度变化率 k<=-20%；③拟建项目现状达标因子叠加区域在

建、待建项目污染源及现状监测背景值后，各污染物浓度均符合环境质量

标准；④拟建项目恶臭物质主要有氨、硫化氢、甲醇等，经预测，各污染

因子正常与非正常工况下对厂界外的影响均未超过阈值浓度；⑤预测结果

可知，汉德科技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限值，且厂界外大气污

染物短期贡献浓度均未超过环境质量浓度限值，因而，拟建项目不设置大

气环境防护距离。全厂卫生防护距离取厂界外 100m 范围。目前，此范围

内无居民、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拟建项目建成后，该范围内不得

新建居民、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 

地表水环境影响：项目废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

到盐化工新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接管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尾水排

入清安河，对地表水影响较小，不会因本项目废水排放影响纳污河流清安

河的现状水质功能。 

声环境影响预测：拟建项目建成后对厂界的噪声影响值较小，可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 

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各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合理，可实现固体废物零

排放，在落实拟定防治措施情况下，拟建项目固体废物不会对环境产生二

次污染。 

因此，拟建项目排放的污染物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当地环

境质量仍能达到区域环境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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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①工艺废气：各车间有机废气经酸吸收、水吸收、树脂吸

附等预处理后，再送 RTO 焚烧系统进行处理，RTO 焚烧尾气再经“急冷+

碱洗”处理；喷雾干燥粉尘采用“旋风+布袋除尘+旋流板塔”进行处理，

投料、包装粉尘分别经各车间“滤筒除尘+旋流板塔”除尘进行处理。②污

水站、罐区（甲苯、甲醛、苯乙烯等）废气送 RTO 焚烧系统进行处理；③

研发楼废气采用“两级活性炭吸附”进行处理；④危废库废气、环氧氯丙

烷储罐呼吸气采用“两级活性炭吸附”进行处理；根据预测结果，各废气

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 

（2）废水：拟建项目含镍废水经车间化学沉淀进行预处理，高 AOX

工艺废水经“气浮+碱性热水解+湿式氧化”进行预处理，高纯硅胶工艺废

水经氨氮吹脱预处理后与苯系物、杂环化合物废水、高浓易降解高毒性有

机废水一同经“气浮+芬顿氧化”进行预处理，上述经预处理后的废水与高

浓易降解低毒性有机废水采用 EGSB 厌氧处理后，再与初期雨水、设备清

洗废水、废气处理系统排水等低浓度废水一同进生化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生化处理系统采用“水解酸化+一级缺氧+一级接触氧化+二级缺氧+二级接

触氧化”进行处理，达接管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最终排入清安河，

其废水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 

（3）噪声：拟建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车间真空泵、风机等，其源强为

85~90dB（A），采取了相应的隔声减振措施，降噪效果较好，对周围环境

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4）固废：拟建项目产生的蒸馏釜残、废溶剂等属于危险废物，拟委

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环卫清运处置。所生产的固体废物经采取以

上处理处置措施后可达到零排放，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因此，拟建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可靠，污染物可达标排放。 

3.3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建设单位应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执行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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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并设置专门的环境保

护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和必要的监测仪器。同时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环

保培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针对项目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设立环保管

理报告制度、污染治理设施管理监控制度、固体废物环境保护制度以及环

保奖惩制度。 

按照环境管理要求，施工期，建设单位对可能产生的水环境、大气环

境以及噪声环境影响进行监测；运营期应按照相关要求分别对污染源（废

气排放口、雨水排口、污水接管口、厂界噪声）以及周边大气环境、声环

境、土壤环境、地下水环境进行监测。污染源监测及环境质量监测若企业

不具备监测条件，可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以报

告形式上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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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4.1 结论 

综上所述，拟建项目不属于产业政策中的限制类、淘汰类项目，该项

目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要求；拟建项目符合园区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

相关环保政策及“三线一单”的要求；项目建设符合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要求；各项污染治理可行，各污染物经有效处理后可使污染物稳定达到相

关排放标准要求，对外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不会降低区域功能类别，

并能满足总量控制要求；项目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但在制定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并采取有效的事故防范和减缓措施后，项目环境风险可防控；项

目建成后，具有一定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在建设方严格按照

“三同时”的要求，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充分重视风险防范的前

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拟建项目在拟建地建设是可行的。 

4.2 要求与建议 

（1）加强生产管理，确保三废防治措施的同步有效运行。 

（2）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文件的精神，建立健全各项环保

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3）加强原料及产品的储、运管理，防止事故的发生。 

（4）项目试生产前应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5）加强固体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在厂内暂存期间的环境管理，防止

对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 

（6）企业实际生产时，固废产生和处置情况与报告书中内容不一致时，

建议由企业立即按规定向许可部门报批。 

（7）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各种事故，应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应急措

施，对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岗位进行定期检修和检查，制定完善的事

故防范措施和计划，确保职工劳动安全不受项目建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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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强本项目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设专职环境管理人员，按报

告书的要求认真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各排污口的设置和管理应按《江苏省

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9）落实排污许可证制度，持证排污。 

以上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仅限于本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述的选址、建设

规模、建设方案及所述的污染防治措施，当以上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另

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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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汉德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总 

联系电话：0517-89002759  

邮箱：84008553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