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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有限公司

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3月 25日，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在句容电厂主持召开了“江

苏省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议。参加验收的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环境保

护监督技术中心、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有限公司（建

设单位，原江苏华电句容储运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环评、环保设计单位）、镇江市兴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施工监理单位）、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陆域部分施工单位）、中交

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水工部分施工单位）、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

限公司（环境监理与施工期环境监测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三同时”实施方案编制单位）、南京润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变

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编制单位）、南京鸿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验收环境

监测单位）、镇江弘瑞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水生生态监测单位）和江

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的代表及 4名特邀专

家，会议组成了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件 1），参加会议的单位代表和人

员共 25 人（参会人员名单见附件 2）。

因疫情部分专家未能到现场，验收工作组对江苏省镇江港高资港区华

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观看了视频介绍；听取了项目

建设单位对主体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和环保批复落实情况，参建单位介

绍了项目建设的过程情况，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编制单位介绍了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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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变动情况与结论，验收监测单位介绍了验收监测方案的编制与落实、

验收监测报告的主要内容与验收监测结论，验收调查单位介绍了验收调查

方案的落实情况、调查报告的编制过程与结论。验收工作组查阅了相关的

建设与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材料。经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位于江苏省西南部的下

蜀临港工业集中区。建设 2 个 5万吨级卸船泊位（码头结构按 7万吨级设

计）和 1个 1 万吨级煤炭出口泊位（2 个 3千吨级泊位），码头全长 717m

（其中下游侧 35m 利用句容发电厂一期重件吊装泊位,本次建设长度为

682 米），码头平台装船泊位为宽 23 米，卸船泊位为 28米，设计年通过

能力 1750 万吨，年设计吞吐量 1580 万吨。港区陆域占地 32.6 万平方米，

建设 2 座封闭条形煤炭堆场，采用斗轮堆取料机作业。配套建设变电所、

输煤系统（19 条皮带机）、综合楼、污水处理系统、生产回用水系统、

消防系统和环保设施等其他辅助生产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获

得了华电集团的立项批复（中国华电函[2013]477 号），环评报告于 2014

年 3月 25 日获得了环境保护部的批复（环审[2014]70 号），岸线许可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批准（交函规划[2014]246 号），

土地预审于 2014 年 6 月 4 日获得了国土资源部的批复（国土资预审字

[2014]68 号），核准于 2014 年 8月 5 日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发改

基础[2014]1801 号），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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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于 2016 年 7月 18日开工建设，2018 年 6月 15日交工验收，2018

年 12 月 6 日投入试生产。2019 年 7 月 22 日陆域交工验收，项目全面进

入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环评时工程投资总额 171382.8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9312.9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17.1%。初步设计批复工程概算 134313.07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26518.8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 19.7%。工程实际建设已完成

投资105679.6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924.58万元，占已投资额的19.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码头年

设计通过能力 1750 万吨，其中进口 1000 万吨，出口 750 万吨；码头年吞

吐量要求 1580 万吨，其中水路进口 880 万吨/年，700 万吨/年水路出口。

工程主要内容为码头工程及煤炭堆场，包括码头平台、引桥、装卸设备、

输煤廊、转运站、封闭煤棚，以及其他公辅工程、环境防治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依据《江苏华电句容储运有限公司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

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江苏华电句容煤炭储运工程储煤棚抑尘效果风洞

试验研究及项目整体粉尘排放评估》及其专家评审意见和会议纪要，对照

《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保部对建

设项目的审批意见“环审[2014]70 号”，以及《江苏省镇江港高资港区华

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工程初步设计》及批复（交水函[2016]144 号），根

据《江苏省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工程环境监理总报告》

等相关工程建设资料调查和现场勘查核实，“项目建设的性质、地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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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未变动。生产工艺和环保措施略有变动，采取的环保措施总体优于原环

评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总体减少。项目变动内容不属于港口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

对照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中的《港口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试行）》文、《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

环办[2015]256 号）文，建设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纳入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各施工单位配备了环保管理人员，严抓文明施工，杜绝生产、生活污

水直排长江。优化了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并严格控制水域施

工作业范围，加强施工船舶和渔政管理，最大限度减小疏浚作业对周边水

域生态系统的扰动影响范围和程度。涉水施工避开了鱼类产卵繁殖期，开

展了水生生物监测和珍稀水生物的巡视、救护工作。

建设单位落实了生态补偿措施，对施工期临时占用和破坏的岸边湿地

进行修复，对底栖生物进行移植和修复。实施增殖放流，对增殖放流效果

进行跟踪监测。结合港区绿化美化做好水土保持和陆域生态保护工作，项

目绿化面积约 10000m
2
，并建设了 6000 ㎡防护林。试运营期对船舶废水和

垃圾处置等进行规范管理。

建设单位基本采用了水保方案设计的措施，对不足部分适当增加，完

善了水土保持各项工程措施，工程质量合格，使水保各项措施发挥了有效

的保土保水作用，水土保持已经专项验收、公示和备案。

建设单位落实了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关于准予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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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江苏省水利厅，苏

水许可[2013]34 号）、《关于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境保护部环审[2014]70 号）等文件的要求，认真

落实了水生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固废管理、水土保持、环

境监理、环境监测、生态放流、生态恢复等各方面环境保护措施。现施工

区长江岸线生态已恢复，施工期未发生环境投诉和环保处罚。

四、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与达标分析

此次竣工验收监测是对江苏省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

头工程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管理进行全面考核，对环保设施的处理效

果和排污状况进行现场监测，以检查各种污染防治措施是否达到设计的预

期效果，并评价其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主辅工程及配套环保设施均已竣工完毕，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

段。监测期间各类生产装备、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工况稳定。污染物防治

设施建设与达标排放分析情况如下：

（一）废水

港区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陆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

市政污水管网送下蜀镇污水处理厂三级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煤堆场和码

头含煤雨水、地面冲洗水收集到污水处理站，经调节沉沙、混凝沉淀达到

城市杂用水标准回用港区除尘给水系统。清洁雨水经下水管道收集排江。

到港船舶污水按海事部门要求，靠港后由有资质的单位收集处理，不在港

区水域排放。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1）生活污水各污染因子的最大日均浓度均符合下蜀镇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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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水质标准，且已签订污水接管协议，并获得纳管许可。

（2）中水池中各污染因子的最大日均浓度均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标准要求。

（3）雨水排口中各污染因子的最大日均浓度均符合环评所述的《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一级标准。

（4）船舶到港后执行铅封规定。船舶排污由建设单位签订归口管理

协议书，由镇江盛吉新材料有限公司环保工作船收集处理，不在港区水域

排放。

（二）废气

营运期环境码头作业产尘环节主要为煤炭卸船中抓斗向料斗卸料过

程、皮带机转运站卸料过程、煤灰装船等存在落差的装卸作业点、后方堆

场转运和堆存起尘等。工程采取设置封闭煤场、湿式降尘系统、干雾抑尘、

旋风水浴式复合防尘、喷雾防尘、密闭运输、降低落料高差等措施控制煤

炭装卸、转运及储存环节的扬尘。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1）转运站有组织废气排口出口各测点中颗粒物的最大浓度、最大

速率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排放

限值。

（2）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中总悬浮颗粒物最大浓度值均符合《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三）噪声



— 7 —

噪声污染主要来源于码头装卸机，堆取料机、皮带机、推耙机、装载

机、皮带机、清仓机、汽车等。主要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维保、

基础减振、消声吸声等降噪措施，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各厂界昼间、夜间环境噪声排放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码头北侧临长江航道，昼间、夜间环

境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陆域厂界、码头平台噪声均能够达标排放。

（四）固体废物

试运行期港区内固体废弃物主要有陆域生活垃圾、到港船舶生活垃圾

等。港区船舶垃圾委托资质单位处置，陆域生活垃圾已委托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试运行期间未发现来自疫情港口和国外航线的船舶产生的垃圾。船

舶固废处置协议已签署。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贮存依托句容电厂现

有设施。

（五）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率

（1）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转运站湿式抑尘、除尘粉尘废

气。无组织排放主要为生产过程少量未被捕集的颗粒物。

由于工艺设备因素，转运站废气治理设施不具备进口采样条件。本项

目不再考察环保设施的废气污染物去除效率。

（2）废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能够达到除尘、降尘回用要求，不外排，仅需沉沙、

调节、混凝沉淀即可，因此未监测生产废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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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排放总量

由于原环境保护部对本项目的批文（环审[2014]70 号）中无总量的明

确批复，因此本项目验收总量控制指标以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中的

工程分析章节、总量控制章节中的数据核算、以及《江苏华电句容煤炭储

运工程储煤棚抑尘效果风洞试验研究及项目整体粉尘排放评估》，经专家

评审，工程整体排放较环评批复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符合环评、环评批

复，以及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的总量控制要求。

五、试运营期环境质量调查

（一）长江水生生态调查

营运期码头初期雨污水和冲洗废水全部回用，码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预处理后接管送入下蜀镇污水处理厂三级生化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 A 标准排放，船舶含油污水

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理，不对地表水产生污染影响。

经镇江弘瑞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水生生态监测表明：调查江段饵料

生物的种类组成已发生相应变化，现存量较环评时期已有所回升；鱼类种

类组成逐渐向小型化和低龄化趋势发展，通过后期增殖放流活动和长江的

禁捕政策会逐渐恢复到以前水平。码头区域从三个监测断面看，本工程区

域内的水下生物较上、下游二个断面多。

（二）码头上下游长江水质调查

本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对码头上游、前沿和下游长江水质进行现场监

测。结合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2019 年度水质监测整编成果，表明本工

程段长江水中各污染因子、各点位水质均符合相关标准，此表明工程建设、

运营对周边水环境和下游水域青龙山重要断面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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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调查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周边各环境空气敏感点 TSP、PM10、SO2、

NO2的最大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此表明项目建设、运营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很小，对项目周边环境空

气敏感点的影响可以接受。

（四）疏港道路连接线噪声环境质量调查

环保验收期间，对该项目陆域堆场通往疏港大道的衔接道路两侧进行

声环境监测，同步统计车辆通行情况。监测结果表明：环境噪声符合相关

标准，对周边环境噪声质量影响很小。

（五）长江底泥、港区地下水环境质量调查

经对项目码头前沿上、中、下游底泥进行监测，结果表明评价区长江

底泥各污染因子的最大浓度均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 18668－

2002）一类标准。验收监测期间经对项目厂区地下水进行监测，结果表明：

地下水各污染因子的最大浓度除 NH3-N，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Ⅲ类水质标准。所有因子同时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经监测，总体上项目建设对评价区长江底泥、港区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较小，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六、环境管理工作调查

（一）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已按相关要求采取了防

范措施，实行了事故应急救援专职人员负责制，配备了应急材料与防护设

备。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已编制完成并备案，需进一步加强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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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自开工建设、试运营以来未发生过突发环境风险事故。

（二）环境管理与环境监理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设立由工程技术、环保和安全等方面人员组

成安环部门，委托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担负环境监理与施工期监

测工作，组织落实各项环保措施。施工方也与当地渔业管理部门保持密切

联系，积极实施对水生生物进行保护。按照工作进度，及时提交环境监理

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建设单位成立公司环保领导小组，

并设立环保工作小组，负责计划、落实、检查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确保

污染物达标排放和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可接受性。

（三）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对照《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环境影响报告书》、交

通部环评预审意见“交函规划[2013]189 号”、环保部对码头工程的批复

“环审[2014]70 号”文，企业已落实在施工期和试运营期的环境监测计

划。

七、公众参与工作调查

本项目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开工建设，2019 年 6 月 22 日工程全面完

工，7 月 22 日完成交工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

为强化公众环境权益保障，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

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建设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

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为了让公众了解项目、充分认可本项目，从而使项

目发挥更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本次工程竣工、试运行采取网上公示的方

式进行，2019 年 6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2 日在建设单位、竣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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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验收调查单位张贴宣传材料并公示。

网上公示主要内容：项目概况、范围、环保目标、污染物产生情况、

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调查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期间，共发放个人调查表 150 份，回收 145 份，

回收率 96.7%。从公众参与调查表分析结果看，受调查的干部群众对本工

程环境保护工作均表示理解和满意，无人表示不满意。建设单位表示虚心

听取意见，在日后的项目运营管理中进一步加强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八、验收结论

通过对镇江港高资港区华电句容煤炭储运码头项目的实地勘察、视频

观看和资料审查，表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均已建成，其规模、

功能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相比有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按《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的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

核查，该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

评[2017]4 号）第八条中所述的九种情形。该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在

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文件、批复和项目环保“三同时”方案要求，配套建

设和采取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措施，满足环保“三同时”要求，符合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经验收合格，同意该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九、后续要求

（1）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降尘等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完善企业环境保护管理责任制，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按计划开展水环境和水生生态监测调查工作，继续组织落实好

生态增殖放流和跟踪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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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断强化区域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体系建设，完善专项事故应

急预案，按计划实施演练，确保长江水域环境安全。

（4）做好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

附件：

1.验收工作组签名表

2.参会人员签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