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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新型环保管道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陕西中辉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西安市临潼区温商高端制造产业园

主要产品名称 梅花管、PVC 波纹管、CPVC管、PE波纹管、PE给水管、MPP管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各类管材 5995.89吨，全年工作日 330天，每日 3班，每班 8小时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各类管材 5037.63吨，全年工作日 330天，每日 3班，每班 8小时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8年 10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17年 6月

调试时间 2018年 11月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18年 12月 3日至

2019年 1月 26日止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

临潼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50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45.52万元 比例 0.91%

实际总投资 1000万元 环保投资 30万元 比例 3%

建设项目名称 新型环保管道生产项目

验收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

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

4、《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中污染事故防范

环境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站验字[2005]188号；

5、陕西省环境保护厅《陕西省开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意见》的通知，陕环监发[1996]065号；

6、国家环保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及有关监测方法；

7、陕西省环境保护局陕环发[2003]96号文《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实行公示的通知》；

8、《新型环保管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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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2018年 10月；

9、《关于陕西惠升有限公司新型环保管道生产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变

更后环评有效性情况的说明》（西安市环境保护局临潼分局，2018 年

11月 20日）

10.《关于陕西惠升塑业有限公司新型环保管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临环评批复[2018]1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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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污染物排放标准

（1）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2中的二级标准；

（2）非甲烷总烃：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陕西省地

方标准 DB61/T 1061-2017）表1中表面涂装相关标准限值；

（3）氯化氢：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二级标准。

表 1-3 大气污染物相关排放标准

执行标准 污染物 污染物浓度排放限值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

颗粒物 120mg/m3

氯化氢 100mg/m3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陕西省地方标准 DB61/T
1061-2017）

表 1中表面涂装相关标准限值

非甲烷总烃 50mg/m3

（2）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

表 1-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执行标准 厂界
执行标准值

昼间 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

东、南、

西、北
65 55

（4）固体废物排放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第 36号）

中有关规定；危险废物执行 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中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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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工程建设内容

1、地理位置及交通

本项目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温商高端制造产业园中，坐标为北纬N34°28′10.11″ 东经

E109°11′55.31″，项目地东临润秦路、西安渭北光机电产业研发基地；南临北增路；西临中

特塑业有限公司、大秦路和马陵村；北临西安华居工贸有限公司、渭水六路。项目地理位

置见附图1，四邻关系见附图2。

项目周围200m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主要为项目西侧308m的马陵

村，以及项目地北侧523m的增月村和北侧723m的刘张村。环境保护目标现状与环评描述相

符，无变化。

2、建设规模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在租用的厂房内建设了3条通讯管生产线、4条新型环保管

生产线和3条电力电缆保护管生产线。本项目实际总投资1000万，建筑面积6000m2。项目平

面布置图见附图3。

本项目于 2017 年 6 月启动了本项目建设，后于 2017 年 7 月投入生产，2017 年 12月

28日，西安市环境保护局临潼分局于现场检查时，对建设单位违规开工建设、擅自生产的

情况做了处罚，建设单位按照上述处罚要求，已如数缴纳了相关罚款。

3、项目组成及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组成及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2-1，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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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项目组成表

类

别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环评） 实际建设内容

与环评是

否一致

主

体

工

程

环保

管生

产线

通讯

管生

产线

共建设 3条，用于生产梅花管；

生产线上的设备有混料干燥上料机、

螺杆挤出机、喷淋箱、履带牵引机和

无屑切割机等。

共建设 3条，用于生产梅花管；

生产线上的设备有混料干燥上料机、

螺杆挤出机、喷淋箱、履带牵引机和

无屑切割机等。

一致

电力

电缆

保护

管生

产线

共建设 5条，其中 1条用于生产 PVC
波纹管、3条用于生产 CPVC管、1
条用于生产 PE波纹管；

各生产线上均配有混料干燥上料机、

螺杆挤出机、喷淋箱、履带牵引机和

无屑切割机等设备。

共建设 3条，其中 1条用于生产 PVC
波纹管、1条用于生产 CPVC管、1条
用于生产 PE波纹管；

各生产线上均配有混料干燥上料机、

螺杆挤出机、喷淋箱、履带牵引机和

无屑切割机等设备。

减少了 2
条 CPVC
管的建设

新型

环保

管生

产线

共建设 5条，用于生产 PE 给水管和

MPP管；

各生产线上均配有混料干燥上料机、

螺杆挤出机、喷淋箱、履带牵引机和

无屑切割机等设备。

共建设 4条，用于生产 PE给水管和

MPP管；

各生产线上均配有混料干燥上料机、

螺杆挤出机、喷淋箱、履带牵引机和

无屑切割机等设备。

减少了 1
条 PE给

水管的建

设

辅

助

工

程

粉状

原料搅拌间

新建一座粉末状原料混合车间，在厂

房内部西北侧，用彩钢板围起，用于

将颗粒状原料粉碎，为梅花管、PVC
管、CPVC管生产线提供原料。

一座粉末状原料混合车间，在厂房内

部西北侧，用彩钢板围起，用于将颗

粒状原料粉碎，为梅花管、PVC管、

CPVC管生产线提供原料。

一致

颗粒状

原料混合间

新建一座原料混合间，位于厂房内西

南侧，用于将颗粒状原料混合，为 PE
波纹管、PE给水管、MPP管生产线

提供原料。

一座原料混合间，位于厂房内西南侧，

用于将颗粒状原料混合，为 PE波纹

管、PE给水管、MPP管生产线提供原

料。

一致

办公室

项目车间办公室位于厂房北端，为租

用厂房内原有建筑，办公室为 3层，

内设办公区和洗手间，办公室南侧设

出入口，直通生产车间内部。

项目车间办公室位于厂房北端，为租

用厂房内原有建筑，办公室为 3层，

内设办公区和洗手间，办公室南侧设

出入口，直通生产车间内部。

一致

粉碎间

新建一座粉碎车间，紧邻原料搅拌车

间西侧，在厂房内用彩钢板围起，车

间内放置 1台粉碎机，用于将生产过

程中的边角料粉碎成颗粒状或粉末

状，作为原料待用。

一座粉碎车间，紧邻原料搅拌车间西

侧，在厂房内用彩钢板围起，车间内

放置 1台粉碎机，用于将生产过程中

的边角料粉碎成颗粒状或粉末状，作

为原料待用。

一致

房东货物堆

放间

生产厂房东北角有一处房东货物堆放

间，用彩钢板围起，为本次厂房的房

东日常堆放杂物所用，堆放间内杂物

不参与厂房内生产。

生产厂房东北角有一处房东货物堆放

间，用彩钢板围起，为本次厂房的房

东日常堆放杂物所用，堆放间内杂物

不参与厂房内生产。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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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运

工

程

储

存

工

程

粉状原料

堆放间

新建一座粉状原料堆放间，位于厂房

内部西北角，在厂房内用彩钢板围起，

用于堆放粉状原料。

一座粉状原料堆放区，位于厂房内部

西北角，用于堆放粉状原料。

粉状原料

堆放区在

厂房内未

用彩钢板

围起

颗粒状原

料

堆放间

新建一座颗粒状原料堆放间，位于厂

房内部西北角，在厂房内用彩钢板围

起，用于堆放粉状原料。

一座颗粒状原料堆放区，位于厂房内

部西北角，用于堆放粉状原料。

颗粒状原

料堆放区

在厂房内

未用彩钢

板围起

危废暂存

间

新建一座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位

于生产厂房西南角，用于暂时存放废

齿轮油、废活性炭和碱性喷淋废液，

待有危废资质的单位统一收集处理。

一座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位于生

产厂房北侧办公楼内，用于暂时存放

废齿轮油、废活性炭和碱性喷淋废液，

待有危废资质的单位统一收集处理。

危废暂存

间位置变

更

运输工程

生产厂房内部各类原料、成品管材利

用小型叉车和人工搬运；原料进入厂

房以及成品管材运出厂房，均使用货

车进行搬运。

生产厂房内部各类原料、成品管材利

用小型叉车和人工搬运；原料进入厂

房以及成品管材运出厂房，均使用货

车进行搬运。

一致

公

用

工

程

给水
项目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均来自园区

内自用水井。

项目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均来自园区

内自用水井。
一致

排水

生产废水：生产线中喷淋箱会对高温

管材进行喷淋冷却，产生的喷淋废水

会流入设备底部的收集装置后排入北

侧蓄水池，经冷却塔冷却，回用于各

生产线，不外排；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园区内已有

化粪池，在西安市临潼区渭北工业园

污水处理厂建成前由产业园安排定期

清掏后肥田，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行后

由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最终排入

污水处理厂。

生产废水：生产线中喷淋箱会对高温

管材进行喷淋冷却，产生的喷淋废水

会流入设备底部的收集装置后排入北

侧蓄水池，经冷却塔冷却，回用于各

生产线，不外排；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园区内已有

化粪池，在西安市临潼区渭北工业园

污水处理厂建成前由产业园安排定期

清掏后肥田，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行后

由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最终排入

污水处理厂。

一致

供电 采用市政供电系统。 采用市政供电系统。 一致

通风 项目各生产车间均采用机械通风换气项目各生产车间均采用机械通风换气 一致

环

保

工

程

废水治理

项目生产时产生的喷淋冷却废水全部

回用，无生产废水排放。

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园区内已有化粪

池，在西安市临潼区渭北工业园污水

处理厂建成前由产业园安排定期清掏

后肥田，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行后由化

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最终排入污水

处理厂。

项目生产时产生的喷淋冷却废水全部

回用，无生产废水排放。

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园区内已有化粪

池，在西安市临潼区渭北工业园污水

处理厂建成前由产业园安排定期清掏

后肥田，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行后由化

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最终排入污水

处理厂。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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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治理

粉末状原料搅拌、上料时和粉碎边角

料时产生的粉尘，共用 1台布袋除尘

器进行除尘，后经位于厂房北侧的一

根 15m高的排气筒（①号）排放。

梅花管、PVC波纹管、CPVC管生产

线生产时，在挤出管材时会产生非甲

烷总烃和氯化氢，废气经收集后采用

“碱液喷淋塔+活性炭吸附+UV光解”
装置处理，最后通过位于厂房北侧的

一根 15m高排气筒（②号）排放。

PE波纹管、PE给水管、MPP管生产

线生产时，在挤出管材时会产生非甲

烷总烃，废气经收集后采用“活性炭吸

附+UV光解”装置处理，最后通过位

于厂房南侧的一根 15m高排气筒（③

号）排放。

粉末状原料搅拌、上料时和粉碎边角

料时产生的粉尘，共用 1台布袋除尘

器进行除尘，后经位于厂房北侧的一

根 15m高的排气筒（①号）排放。

梅花管、PVC波纹管、CPVC管生产

线生产时，在挤出管材时会产生非甲

烷总烃和氯化氢，废气经收集后采用

“碱液喷淋塔+活性炭吸附+UV光解”
装置处理，最后通过位于厂房北侧的

一根 15m高排气筒（②号）排放。

PE波纹管、PE给水管、MPP管生产

线生产时，在挤出管材时会产生非甲

烷总烃，废气经收集后采用“活性炭吸

附+UV光解”装置处理，最后通过位于

厂房南侧的一根 15m高排气筒（③号）

排放。

一致

噪声治理
选用低噪设备、车间隔声、基础减振、

距离衰减等措施

选用低噪设备、车间隔声、基础减振、

距离衰减等措施
一致

固废治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经粉碎间

粉碎，作为原料在厂内回用；

搅拌原料和破碎边角料产生的粉尘，

利用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回用于生产线

上；

碱液喷淋塔利用氢氧化钠溶液对氯化

氢气体进行喷淋，喷淋后产生的碱性

溶液流入喷淋塔底部收集设备，先回

用于生产，待其 PH降低至无法继续

吸收氯化氢后，运至危废暂存间临时

存放，后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

回收处理；

废活性炭、废齿轮油收集后放置在危

废暂存间，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

位回收处理；

项目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当地环

卫部门统一定时收集清运。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经粉碎间

粉碎，作为原料在厂内回用；

搅拌原料和破碎边角料产生的粉尘，

利用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回用于生产线

上；

碱液喷淋塔利用氢氧化钠溶液对氯化

氢气体进行喷淋，喷淋后产生的碱性

溶液流入喷淋塔底部收集设备，先回

用于生产，待其 PH降低至无法继续

吸收氯化氢后，运至危废暂存间临时

存放，后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

回收处理；

废活性炭、废齿轮油收集后放置在危

废暂存间，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

位回收处理；

项目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当地环

卫部门统一定时收集清运。

一致



- 8 -

表 2-2 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及型号 单位 数量（环评） 数量（实际）

1 螺杆上料机 台 7 6
2 真空上料机 台 6 6
3 螺杆挤出机 台 13 12
4 真空定型箱 台 / 5
5 喷淋箱 台 13 12
6 履带牵引机 台 13 10
7 无屑切割机 台 13 10
8 激光喷码机 台 10 10
9 扩口机 台 3 3
10 自动翻料机 台 2 10
11 盘管机 台 5 5
12 粉碎机 台 1 4
13 冷却塔 台 1 1
14 搅拌机 台 6 9
15 空压机 台 13 2

合计 106台 105台

4、项目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1）原辅材料消耗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为树脂、石英砂和碎玻璃等。原辅材料消耗表见表2-3。

表2-3 原辅材料消耗表

名称
设计年用量 实际年用量

来源
单位 消耗量 单位 消耗量

高密度聚乙烯 t/a 2000 t/a 1570 外购

改良性聚丙烯 t/a 2000 t/a 1730 外购

填充料 t/a 1000 t/a 781 外购

色母 t/a 20 t/a 18 外购

消泡剂 t/a 100 t/a 84 外购

聚氯乙烯 t/a 1000 t/a 781 外购

（2）水平衡

①生活用水

本项目共有生产人员50人，年工作330天，厂房内无食堂、宿舍。根据陕西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标准，生活用水量按人均35L/d计算，用水量为1.75m3/d（577.5m3/a）。

②生产用水

项目进行生产时利用潜水泵，将厂房外南侧的蓄水池内水抽出，并输至各生产线上，

作为生产用水在管材进入喷淋箱后，喷淋时产生的喷淋冷却废水收集后排入厂区外北侧的

园区已有蓄水池内，随后由潜水泵抽出，经冷却塔冷却，最后回用于各生产线中的喷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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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外排。上述过程仅有在喷淋过程和排至蓄水池后回用过程中少许水量损耗，故在第

一次向生产线供水后，仅需对其生产线定时进行水量补充即可，本项目对于生产用水补充

量为1m3/月，即12m3/a，第一次加水量按5m3计。

图2-1 项目水平衡图 单位：m3/d

5、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管材生产线分为通讯管生产线、电力电缆保护管生产线（其中 PVC和 CPVC管

生产线原料为粉状原料，PE管生产线原料为颗粒状原料）和新型环保管生产线，各产品生

产线工艺流程详见下图 2-2、图 2-3、图 2-4、图 2-5。

图 2-2 通讯管生产线工艺流程图

通讯管生产线工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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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翻转搅拌：原料所用聚氯乙烯和填充料均为粉末状原料，将其连同色母加入自动翻

料机，随后进行翻转搅拌，确保粉末状原料充分混合后，进入螺杆上料机，此工段时间为

20min；

②螺杆上料：将搅拌后的原料，通过螺杆上料机，将搅拌好的粉末状原料运至螺杆挤

出机内；

③热熔挤出：对于进入螺杆挤出机的粉末状原料，挤出机会对其进行高温熔融，机器

加温方式为电加热，熔融温度在 150~200℃，熔融好的粉状原料由挤出机利用螺杆将其挤

入喷淋箱，此工段时间为 10min；

④喷淋冷却定型：当高温熔融后的原料进入喷淋箱后，喷淋箱会对其进行喷淋定型，

使其降至室温并最终成型，此工段时间为 8min；

⑤无屑切割、喷码打印：利用履带牵引机将定型后的管道运至切割机进行切割，后运

至激光喷码机对管材进行喷码打印，此工段时间为 3min。

⑥边角料粉碎：在粉碎车间内放置 1台粉碎机，用于将生产过程中的边角料粉碎，直

接作为原料待用。

图 2-3 电力电缆保护管生产线（PVC、CPVC管）工艺流程图

电力电缆保护管生产线（PVC、CPVC管）工艺简介：

①翻转搅拌：原料所用聚氯乙烯和填充料均为粉末状原料，将其连同色母加入自动翻

料机，随后进行翻转搅拌，确保粉末状原料充分混合后，进入螺杆上料机，此工段时间为

20min；

②螺杆上料：将搅拌后的原料，通过螺杆上料机，将搅拌好的粉末状原料运至螺杆挤

出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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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热熔挤出：对于进入螺杆挤出机的粉末状原料，挤出机会对其进行高温熔融，机器

加温方式为电加热，熔融温度在 150~200℃，熔融好的粉状原料由挤出机利用螺杆将其挤

入喷淋箱，此工段时间为 10min；

④喷淋冷却定型：当高温熔融后的原料进入喷淋箱后，喷淋箱会对其进行喷淋定型，

使其降至室温并最终成型，此工段时间为 8min；

⑤无屑切割、喷码打印：利用履带牵引机将定型后的管道运至切割机进行切割，后运

至激光喷码机对管材进行喷码打印，此工段时间为 3min。

⑥边角料粉碎：在粉碎车间内放置 1台粉碎机，用于将生产过程中的边角料粉碎，直

接作为原料待用。

图 2-4 电力电缆保护管生产线（PE管）工艺流程图

电力电缆保护管生产线（PE管）生产工艺简介：

①原料混合搅拌：生产线所用原料所用高密度聚乙烯、改良性聚丙烯和消泡剂均为颗

粒状原料，将其连同色母加入搅拌机，随后进行匀速搅拌，当将上述原料搅拌均匀后，进

入上料机，此工段时间为 10min；

②真空上料：将搅拌后的原料，通过真空上料机，将搅拌好的颗粒状原料运至螺杆挤

出机；

③螺杆挤出：对于进入挤出机的原料，挤出机会对其进行高温熔融，机器加温方式为

电加热，熔融温度在 200~250℃，熔融后的原料由挤出机挤出后进入喷淋箱，此工段时间

为 18min；

④喷淋冷却定型：当高温熔融后的原料进入喷淋箱后，喷淋箱会对其进行喷淋定型，

使其降至室温并最终成型，此工段时间为 1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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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无屑切割、喷码打印：利用履带牵引机将定型后的管道运至切割机进行切割，后运

至激光喷码机对管材进行喷码打印，此工段时间为 3min。

⑥边角料粉碎：在粉碎车间内放置 1台粉碎机，用于将生产过程中的边角料粉碎，直

接作为原料待用。

图 2-5 新型环保管生产线工艺流程图

新型环保管生产线工艺简介：

①原料混合搅拌：生产线所用原料所用高密度聚乙烯、改良性聚丙烯和消泡剂均为颗

粒状原料，将其连同色母加入搅拌机，随后进行匀速搅拌，当将上述原料搅拌均匀后，进

入上料机，此工段时间为 10min；

②真空上料：将搅拌后的原料，通过真空上料机，将搅拌好的颗粒状原料运至螺杆挤

出机；

③螺杆挤出：对于进入挤出机的原料，挤出机会对其进行高温熔融，机器加温方式为

电加热，熔融温度在 200~250℃，熔融后的原料由挤出机挤出后进入喷淋箱，此工段时间

为 18min；

④喷淋冷却定型：当高温熔融后的原料进入喷淋箱后，喷淋箱会对其进行喷淋定型，

使其降至室温并最终成型，此工段时间为 12min；

⑤无屑切割、喷码打印：利用履带牵引机将定型后的管道运至切割机进行切割，后运

至激光喷码机对管材进行喷码打印，此工段时间为 3min。

⑥边角料粉碎：在粉碎车间内放置 1台粉碎机，用于将生产过程中的边角料粉碎，直

接作为原料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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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搅拌工段 （2）螺杆上料

（3）热熔挤出 （4）喷淋定型

（5）履带牵引 （6）无屑切割

图 2-6 通讯管、电力电缆保护管（PVC和 CPVC管）生产线流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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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搅拌工段 （2）真空上料

（3）热熔挤出 （4）喷淋定型

（5）履带牵引 （6）无屑切割

图 2-7 电力电缆保护管（PE管）、新型环保管生产线流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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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粉碎间照片

6、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次针对《新型环保管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关于陕西惠升塑业有限公司

新型环保管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中环保措施内容进行验收。本此验收为分

次验收，只对目前厂房内 10条生产线进行验收，另外在环评中已进行评价的 3条生产线建

成后另做验收。

本项目变更情况说明如下：

①项目建设单位名称由原先的“陕西惠升塑业有限公司”变更为“陕西中辉管业科技

有限公司”，并于 2018年 11月 20日取得了由西安市环境保护局临潼分局下发的《关于陕

西惠升有限公司新型环保管道生产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变更后环评有效性情况的说明》（详

见附件）。

②项目原计划建设 13条管道生产线，现由于厂房供电能力有限，实际建设 10条管道

生产线，减少了 2条 CPVC管和 1条 PE给水管生产线的建设；由于上述生产线条数的变

化，导致项目实际生产能力、原料使用量和生产设备台数等均有减少。

③项目原计划将粉状和颗粒状原料的堆放区域用彩钢板围起，后考虑到原料进出和堆

放不便，现取消了堆放间的建造，改为将原料直接堆放在指定区域内。

④项目原计划将危废暂存间建设于厂房内西南角，现由于场地因素限制，将危废暂存

间建设至项目厂房北侧办公楼内一层。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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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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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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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2 号）中有关规定，可知上述变更内容不属于重大变更，项目除上述变更内容外，

其余建设内容与环评及其批复要求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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