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达科 (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 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zO18年 2月 26日 ,安达科 (江苏)陶瓷有限公司组织召开 《安达科 (江苏)陶瓷有

限公司年产 zOOOO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由建设单位(安达科(江苏)

陶瓷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江苏家宇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编制和监测单位 (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苏力环境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 )、 特邀专家 2名 (名 单附后)组成验

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

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环保执行情况的汇报及报告编制单位对竣工环保

验收报告内容的介绍,核查了工作现场,查阅了相关资料,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验收内容

安达科 (江苏)陶瓷有限公司位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本次验收的技改和

扩建内容包括:采用进口辅料-优质铝介球 (A12O3)替代原先的硅卵石 (S⒑2);现有的干

燥设备系统由原先燃烧轻质柴油改为天然气;增加一套燃烧天然气的喷干设备系统和一台

球磨机,生产能力由现有的 10OO0t/a扩 建至⒛OO0t/a。

(二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次验收项目环评文件于⒛16年 5月 通过常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常环核审⒓01刨7

号)。 项目于⒛16年 6月 开工建设,并于⒛17年 4月 投入运行。

(三 )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2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10.559万元。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⒓O15]256号 ),本次验收

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项 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基本与环评一

致,其中雨水收集池设计工艺略有调整,因生产现场至今无市政
“
雨水、污水

”
接口管网,

有部分多余雨水通过雨水收集池设置雨水排放口排入马腰沟河,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验收监测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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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测时,安达科 (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实际生产能力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86.8%ε

四、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安达科 (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⒛OOO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己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

实了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经现场检查 :

(一 )γ 辐射

本项目锆英砂中含有微量铀和钍等天然放射性物质,原料贮存场所和产品灌装、贮存

场所存在一定的γ辐射影响。

根据现场验收监测,厂区内辐射剂量率在 (“~1.90× 103)nSv/h,辐射剂量率较高区

域主要为原料堆放区、成品堆放区和烘干包装区。

(二 )原料及成品中总α、总β放射性

通过现场验收监测,锆英砂原料中总 α放射性为 1。狎×1yBq/kg,总 β放射性为

1.52× 10飞 q/kg;硅酸锆成品中、总α放射性为 4.11× 1y:q/kg,总 β放射性为 1,85× ly:q/kg。

(三 )废水

本项目主要废水包括球磨机冷却水、设备清洗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公司生产

废水全部回收循环利用;实验室废水委托常州市武进双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废

水经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雨水经收集池收集后用于厂区绿化,多余雨水经监测满足要求

后通过雨水收集池设置雨水排放口排入马腰沟河。

通过现场验收监测,厂区雨水排口雨水中pH、 化学需氧量 (COD)、 悬浮物浓度均满

足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二级标准要求。

本项目放射性废水主要为锆英砂在球磨过程中产生的工艺冷却水,地面少量的冲洗水

被全部导流进入配套专用收集池、沉淀后循环回用,不外排;产品浆料中的水分经喷干炉

烘干被全部蒸发。

根据现场验收监测,马腰沟河三个断面处地表水中总α放射性和总β放射性低于 《生活

饮用水卫标准》 (GB57翎 ~⒛∝) (参考)中放射性指标导值:总α放射性:0.5Bq/L、 总β

放射性:1Bq/L。 雨水收集池中废水总α放射性和总β放射性低于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中 总α放射性:1Bq/L、 总β放射性:10Bq/L的 限值要求。

(四 )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包括:1#和 2#喷干炉 (一备一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含有

烟气 (烟尘、SO2、 N○x)和锆英粉粉尘,通过旋风收尘器和布袋收尘器处理后 (总的除尘

效率达到”.9%以上),通过⒛m与 16m高 的烟囱排放;一车间包装区域、二车间初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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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二车间包装区域产生的粉尘,经布袋收尘器处理后通过16m和 15.5m高的烟囱排放。根

据核算,本项目大气污染物中SO2、 NOx和粉尘 (颗粒物)的年排放总量满足常州市环境保

护局核定的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考核指标要求。

通过现场验收监测,除尘器烟尘排口处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满足 《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⒎1996)表 2中 二级标准要求;颗粒物 (粉尘)浓度满足 《稀

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51-⒛ 11)表 5中金属及合金制取的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

厂区环境空气中总悬浮颗粒浓度满足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表 2中环境空

气污染污染物其他项目浓度限值中二级浓度限值要求。

微量锆英粉尘会对大气环境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通过现场验收监测,车间排气口南

侧气溶胶中钍-⒛犭氐于检测下限 (4.8× 10ˉ
5Bq/m3),铀乇38活度浓度为4.7× 10ˉ

4Bq/m3、 镭-” 6

活度浓度为7,4× 10ˉ
5Bq/m3、

钾叫0活度浓度为1.9× 10ˉ
4Bq/m3;固 废库南侧气溶胶中铀乇38、

钍-⒛ 2、 钾砰0均低于检测下限,镭-” 6活度浓度为4.8× 10ˉ、q/m3;成品堆放区氡浓度为

7,41Bq/m3,一 车间内和二车间内氡浓度均未检出。

(五 )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球磨机、离心通风机等工作过程,主要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

对高噪声设备进行隔声、减振和消声措施来减少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监测,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lGB123鲳刁008)

中2类 (北、西厂界)、 3类 (东厂界)和4类 (南厂界)噪声排放限值。

(六 )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定期更换的硅衬里;成品罐收集及包装等工序散落的少量粉

尘;地下收集池、循环水冷却池、雨水收集池的底泥;生活垃圾。硅衬里和生活垃圾均委

托环卫部门处理,粉尘、底泥作为含放射性固废均进行回收利用,不外排。公司含放射性

固废暂存于固废库中,固废库门口张贴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中文警告说明。

通过现场验收监测,厂区周围环境土壤样品和厂区西侧马腰沟河 (雨水排放水体)内

底泥中放射性核素铀饣38、 钍-⒛ 2、 镭-” 6、 钾砰0含量均处于江苏省土壤天然放射性水平

范围内。固废库南侧绿化中放射性核素铀泛38、 钍-⒛ 2、 镭-” 0含量高于江苏省土壤然放

射性水平。废渣的总α放射性为2.19× 1y:q/kg,总 β放射性为1.80× 1y:q/kg。

(七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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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辐射工作人员均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并开展了个人剂量检测。辐射工作人员

和公众年有效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乇 OO2)

中对人员剂量限值要求及本项目剂量约束值要求。

2。 公司辐射管理人员己通过辐射防护与安全知识培训考核。

3.公司原料堆放区、成品堆放区、固废库等显著位置处张贴有电离辐射警示标识。

4,公司己建立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机构,并制定了管理规章制度。

5,公司已配备 1台辐射巡检仪。

四、验收结论

安达科 (江苏)陶瓷有限公司年产⒛00O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基本满足环

境保护的要求,验收工作组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五、后续要求

1、 认真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人员培训 ,

不断提高企业安全文化素养和安全意识,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确保辐射安

全。

2、 加强公司各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提高各类污染物去除效率,保证废水、废

气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3、 加强固废、原料、成品的存放安全管理,改善贮存条件,加强各类污染防治设施

的运行维护和管理,作好台帐记录,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污水具备接管条件时 ,

应接入管网集中处理。

4、 加强企业辐射安全管理,明确管理小组成员职责,完善放射性事故的紧急处理预

案,并组织进行放射性事故应急演习。

5、 组织车间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防护与安全知识培训并通过考核,规范个人剂量

计的佩戴。

6、 每年上报环保主管部门厂区周围环境现场检测报告,

水体放射性监测数据。

7、 固废库附近区域土壤辐射污染水平纳入年度监测。

包括项 目周围空气、土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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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年产 zO000t锆英粉改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组成员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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