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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1 项目背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汽车、彩钢板、橡胶、家具等产业也迅速发展起

来。以彩色钢板为例，彩色钢板作为石棉制品和其他建材的替代材料，据不完全

统计我国从 2000 年到 2005 年间产量从 32 万吨达到 200 万吨，从 2005 年至 2015

年底，我国彩钢生产线就已有 360 多条，产量更是高达 3927 万吨，与 05 年相比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彩钢板市场的需求带动了卷材涂料及其原料助剂的需求。由

此可以看出，随着汽车、彩钢板等产业的发展，对此类催化助剂的需求也逐年增

加，据调查国内市场对此类产品的需求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 

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调研论证及实地考察，响应国家循环集

聚式发展的产业政策，以高新技术为手段，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由传统产业向高

科技产业转变，由较为单一的国内销售向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转变，重点发展科技

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载能循环化工产业，并充分发挥园区已建成的基础设施优

势条件和张掖市的优势资源，利用园区配套的电力、给水、供热、排水等公用工

程和辅助工程，经过充分论证，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在张掖工业

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园新型化工产业园投资新建年产 500 吨新型催化助剂生产线

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将与园区内众多中小企业相互关联配套，增强企业间的产

业关联和协作效应，提高产品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新型催化助剂—二壬基萘磺酸是颇有经济价值的卷材涂料和烤漆用的酸催

化剂，对各种树脂涂料均有高交联固化作用，多用于含有双键树脂涂料，主要应

用于 125℃以上烘烤之卷钢制罐漆，汽车漆、一般工业漆，面、底漆均可。其作

用表现为：降低烤漆体系交联固化温度，缩短固化烘烤时间；提高烤漆的交联密

度，改善涂层的光泽度、硬度；提高漆膜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如加工性、耐

水性和防腐性能等；提高漆膜硬度及耐化性，增加漆面附着力。特别对氨基烤漆

涂料类、环氧树脂涂料类效果明显（固化温度反应从 65℃开始），主要用于：丙

烯酸、醇酸、聚酯、环氧、氨基烤漆等涂料类。 

此催化剂作为化工、涂料等行业的常用原料，主要依靠国外进口，国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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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催化剂的生产上几乎是空白。目前，包括我公司在内，国内仅有两家企业研制

成功卷材涂料和烤漆用的酸催化剂—二壬基萘磺酸（DNNSA）。而且，随着我国

汽车、彩钢板、橡胶、家具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极大的带动卷材涂料和相关原

材料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新型催化助剂—二壬基萘磺酸的需求。因此，新型

催化助剂—二壬基萘磺酸作为市场紧俏的产品，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和经济效益，

该公司建设年产 500 吨的新型催化助剂—二壬基萘磺酸产品生产装置在提高企

业竞争力的同时，对推动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操作简单，生产过程安全可靠，通过

投资建设与项目配套的“三废”处理设施，产生的“三废”可达标排放，易于实现年

产 500 吨的规模。同时，本项目所需电力、循环水及其他配套公用工程和辅助工

程由项目建设所在园区供给，良好的依托条件为本项目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保证。

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技术在装置技术水平、原料消耗、产品质

量、安全环保等方面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公司拟在张掖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示范

园新型化工产业园投资建设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500 吨催化助

剂建设项目，建设一条 500 吨/年二壬基萘磺酸生产线。 

1.2 项目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 年 5 月 1 日），本项目

属于十五、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36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农药制造；涂

料、染料、颜料、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品制造；炸

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水处理剂等制造中的基本化学原料制造（除单纯混合

和分装外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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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相关法律、法规，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兰州洁华环境评价咨询有

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公司在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有关技

术人员认真研究该项目的有关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踏看、调研，收集和核实了有

关材料，并依据国家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评价技术导则以及环保部门的要

求，编制了年产 500 吨催化助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作为项目工程设计

及环境保护科学监督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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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2018 年 4 月 5 日本单位完成了本项目第一次现场踏看；2017 年

4 月 11 日在大西北网上进行了一次公示；2018 年 5 月 8 日在大西北网站上进行

了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并于 2018 年 5 月份随即走访项目项目厂址周边的公

众和单位，以发放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告知广大群众工程建设内

容，并征求群众的态度和意见，在公示期间以及调查问卷中，建设单位未收到反

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 

本项目环评工作中得到了张掖市环保局及建设单位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3 项目建设特点 

本项目属新建项目，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成年产 500 吨/年二

壬基萘磺酸生产线一条，项目投资 5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311 万元，占工

程总投资的 6.22%。 

1.4 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 

年产 500 吨催化助剂建设项目主要关注运行期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运营期的

主要环境问题是硫酸雾、非甲烷总烃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生产废水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噪声对厂区及近距离声环境产生的影响；储罐安全事故引发的环境风

险等问题。 

1.5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主要结论 

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500 吨催化助剂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符合相关规划；项目选址、总体布局合理；群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持支持

态度；本项目生产过程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废水得到合理处置，废气通过相应的

防治措施治理后均能达标排放，固废得到合理处置。环评认为在认真落实本报告

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因此，在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该项目的建设是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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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 评价目的、评价重点及指导思想 

1.1.1 评价目的 

本次环评通过详细的工程分析，确定该项目污染物的产排情况，在大气、废水、固体废物、噪

声等环境现状评价和环境影响预测的基础上，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对该项目

主要污染物治理措施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及方案比对的论证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污染防治

对策和建议，为有关管理部门的环境保护决策和该项目运行后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通过对评价区环境质量现状的调查，分析评价范围内的环境空气、地下水环境、声环境质

量现状； 

（2）通过工程分析摸清本项目的产污环节、污染类型、排污方式及污染程度，分析项目工程设

计采用的污染治理措施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可靠性，经治理后的污染源是否能满足稳定达标排放的

要求，并对分析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明确提出本次环保治理措施是否可行的

结论； 

（3）分析项目所采用的工艺和设备是否属于高效、低耗、低污染的清洁生产工艺，评价项目的

清洁生产水平； 

（4）明确项目建设政策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要求，分析项目选址及平面布局是否合理，避免重

大技术路线决策的失误； 

（5）分析和评估项目实施后对评价区的环境影响范围、程度及变化，并提出本项目环境保护监

控计划，同时提出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污染防治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充分发挥工程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促进工程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6）指定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监测计划，便于及时掌握工程对环境的实际影响程度，为工程

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7）指定工程环境管理计划，明确各方的环境保护任务和职责，为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提供制

度保证。 

（8）综合分析，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论证工程建设的可行性，从而为工程的方案论证和项目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1.1.2 评价重点 

本项目属于典型的工业化工项目，根据此类项目特点，本评价将工程分析、清洁生产与总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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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环境影响分析、选址可行性分析以及环境风险作为重点，充分论证所采取污染治理措施的可行

性，提出减少污染物排放及尽可能降低对环境影响的措施和对策。 

1.1.3 指导思想 

（1）以各项环境保护法规、评价技术导则、环境标准和环境功能区划目标为依据，指导评价工

作。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的环境保护法规、法令、标准和规范，坚持“科学、客观、公正”的原

则。 

（2）贯彻“可持续发展”、“清洁生产”、“达标排放”、“节能减排”及“总量控制”的原则。从产品

及原材料的清洁性及物耗、能耗、污染物产生量，分析项目的工艺先进性及清洁生产符合性；确保

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应的国家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满足当地环境保护局下达的总量控制要求。 

（3）根据工程对环境污染的特点，以工程分析为基础，弄清排污特征、排放点、排放量。对环

保措施进行分析、评价，分析环保措施的先进性和可行性。要求本项目采用高效节能、低污染的清

洁生产工艺。 

（4）评价内容力求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数据准确可靠，污染防治及环境影响防治措施可行，

结论明确可信；同时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及危害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5）从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提出可行的污染防治对策和建议，指导工程设计，使

本工程做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促使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周围环境得到保

护。 

（6）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坚持厂区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评述生产方案在节能减排方

面的实效性及厂区功能布局的环境协调性，并提出调整意见；同时根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特

征，论述工程建设的环境可行性。 

（7）以科学认真的态度，达到评价结论明确、准确、公正和可信的要求。 

1.1.4 评价原则 

突出环境影响评价的源头预防作用，坚持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 

a）依法评价 

贯彻执行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和规划等，优化项目建设，服务环境管理。 

b）科学评价 

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科学分析项目建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c）突出重点 

根据建设项目的工程内容及其特点，明确与环境要素间的作用效应关系，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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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论和审查意见，充分利用符合时效的数据资料及成果，对建设项目主要环境影响予以重点分析

和评价。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9.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1.1）；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11.7）；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3.1）； 

（7）《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7.1）；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 号令，2017.10.1）； 

（9）《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6]31 号令）； 

（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2018.4.28）； 

（11）《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 

（12）《关于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的意见》（国经贸资源 2000 年 1015 号文）； 

（1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版）（发展改革委令，2013 第 21 号令公布）； 

（14）《关于推行清洁生产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局，环控[1997]232 号）； 

（15）《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税务总局，2002.6.21）； 

（16）《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 

（17）《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 

（18）《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 

（19）《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07]15 号文附件）； 

（20）《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2006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2006.12）； 

（21）《国务院关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务院国函[1998]5

号文，1998.1.20；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规划纲要》 

（23）《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5 号； 

（2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0〕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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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26）《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甘肃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环发〔2010〕136 号）； 

（27）《关于加强西部地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11]150 号）； 

（28）《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 

（29）《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8.1）； 

（30）《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2004.6.4）； 

（31）《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甘政法发[1997]12 号）； 

（32）《甘肃省地表水功能区划（2012-2030）》（甘政函[2013]4 号）； 

（33）《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国函[2009]150 号）； 

（34）《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2007 年 5 月 1 日）； 

（35）《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1]199 号）； 

（36）《甘肃省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实施方案》(甘肃省环保厅，2014 年 12 月）； 

（3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38）《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 

（39）《甘肃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甘政发〔2015〕103 号）； 

（39）《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40）《张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2015-2050 年）》（张政发〔2016〕26 号）； 

（41）《张掖市 2018 年度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2018 年 3 月 5 日）。 

1.2.2 技术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0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2.3-93)；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11）； 

（7）《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石油化工建设项目》（HJ/T89-2003）； 

（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9）《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201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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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1-2007）； 

（11）《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12）《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12）； 

（13）《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_急性毒性》（GB20592-2006）； 

（14）《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50934-2013）； 

（15）《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09）； 

（16）《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GB50351-2005）； 

（1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1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 

1.2.3 项目相关规划文件 

（1）《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规划纲要》； 

（2）《关于印发甘肃省“十三五”节能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的通知》，甘政办发〔2016〕115 号； 

（3）《张掖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园总体规划(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甘肃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2016 年 12 月） 

（4）《张掖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张掖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园总体规划(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审查意见》（张环函[2016]198 号）。 

1.2.4 项目相关文件 

（1）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2017 年 11 月； 

（2）《年产 500 吨催化助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甘肃祁丰助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1 月； 

1.3 环境功能区划 

1.3.1 环境空气 

评价区域属于甘肃省张掖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园新型化工产业园，评价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和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有关环境空

气功能区分类原则，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1.3.2 水环境 

根据调查，本项目位于张掖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园新型化工产业园，周边无地表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