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丰 特 种 纸 股 份 有 限公 司流 化 床 锅 炉技 术 改造 项 目竣 工 废 水 、废 气

环 境 保 护 设 施 验 收专 家 组 意见

⒛ 18年 12月 14日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流

化床锅炉技术改造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 《建设项 H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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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 18年第 9号 )、 本项 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补充说明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相关单位在企业厂区

召开了
“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流化床锅炉技术改造项 日

”
竣工废气环保设施现

场验收检查会。参加会议的成员有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 煤科集团

杭州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环评单位、废气设计施工单位 )、 嘉兴中科检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单位 )等单位代表,会议同时也邀请 了二位专家 (名

单附后 )。 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单位、废气治理单位所做

的工作介绍,环评单位对批建一致性进行 r确认,并现场检查了该项 口主要生产装置

及配套废气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经认真讨沦,形成验收意见如 卜: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是由 95年历史的民丰集团公司 (前 身民丰造纸厂)进

行重组改制组建的上市公司。⒛ 15年 8月 21日 ,为 j'切 实落实和推动环境保护的
“
三

个转变
”,浙江省六部委联合印发了 《浙江省地方燃煤热电联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行

动计划》,要求地方燃煤热电联产行业落实综合改造升级的工作 日标。根 lf。 要求,企

业自备燃煤热电机组,原则上应实施煤改气,对于确实无法实施煤改气的,则必须按

公用热电要求实施综合改造升级。综合企业改造成本及机组主蒸汽参数等因素,结合

禁燃区调整及民丰
“
以时间换空间

”
的战略规划决策,对汽轮发电机组实施次高温次

高压升级改造 ,四 台 CFB锅炉恢复次高温次高压参数运行,实现机炉参数匹配。同

时对锅炉烟气处理环保设施进行改造。因此,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浙江省

地方燃煤热电联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行动计划》推荐的技术路线,烟气超低排放改造



采取 (SNCR←SCR)组合法脱硝+布袋除尘+高效湿法烟气脱硫+湿式电除尘的处理方

案。对原有烟囱烟气在线检测装置结合环保部门要求加以更新,应 以适应环保新要求

和所处区位的特殊性。实现了烟气污染物的高效去除。

(二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⒛07年 12月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境保护研

究所 (国环评证乙字第 2015号 )完成了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流化床锅炉技术

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⒛08年 1月 通过了嘉兴市环保局主持的评审,但一

直未经批复。根据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境保护研究所 (向 嘉兴市环保局了解的情

况,当时未批复的原因是 ⒛08年嘉兴市全市 SOa总量分配方案还未确定,因此涉及

Sα 总量的调整项 目一律没有审批。⒛ 10年 9月 ,民丰特纸股份有限公司向嘉兴市排

污权储备交易中心购买了 1037吨 /年 SO2和 323,47吨 /年的 COD0总量。然后企业委

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境保护研究所 (国环评证乙字第 2015号 )完成了 《民丰

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流化床锅炉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补充说明》,作为原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补充说明,主要对厂内的实际情况,污染物源强的产生及排放情况 ,

以及总量控制等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嘉兴市环保局于⒛ 11年 4月 15日 以
“
嘉环建函

⒓011]辊 号
”
文出具了 《关于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流化床锅炉技术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

本项 目于 ⒛08年 6月 开I建设,⒛ 18年 6月 伞部改造完成并投入试生产运行。

(三 )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投资 10⒇0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⒍55万元。

(四 )验收范围

⒛ 17年 4月 6日 -2017年 4月 7日 ,嘉兴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受民丰特

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对当时已改造完成的 聊、8#锅炉进行阶段性环保设施竣工

验收。根据企业 ⒛ 16年实际燃煤情况 ,当 时 叩和 8#锅炉燃煤烟气排放量为 m882万

m3,污染物的排放量为烟尘 15.1t/a,SO`706t/a,No趁 48.6t/a。 全厂区燃煤烟气排放

量为 123308万 m3,污染物的排放量为烟尘 29.6t/a,S○ 2531.lt/a,N○x487q/a。 企业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指标以内。嘉兴市环境保护局于 ⒛ 17年 7月 3日 以
“
嘉环建



验⒓01刊 l1号 ”
文出具了 《关于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流化床锅炉技术改造项 目环

境保护设施阶段性竣工验收意见的函》。

该项目在阶段性验收后 ,对 5、 6、 7、 8号四台 35吨 /时链条流化床锅炉全部实行

超低排放改造,实现烟气污染物的高效去除,目 前该项 目已全部改造完成 ,9、 10号

锅炉己拆除。主要生产设施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条件。故

本次验收范围为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流化床锅炉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流化床锅炉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补充说明》

所涉及的废气环境保护治理设施。

二、工程变更情况

项 目主要生产设备见验收报告表 3-1。 环评时只列了主要的生产设各,项 目实际

设各清单较全面,相 比环评审批时增加了部分设备,但是主要的设备数量不变。

废气处理设施与环评不同,项 目淘汰取消了 4套炉内脱硫系统相较环评处理要求

效果更好,采用循环流化床技术对锅炉技术除尘
”

的烟气处理工艺和设施,增加了 4

套脱硝系统、2套石灰石石膏法脱硫系统和 2改造,采用
“SNCR+SCR组 合脱硝、布

袋除尘、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和湿式电套湿电除尘系统。

其他本建设项 目性质、地点、规模、生产工艺与环评报告书及补充说明基本一致 ,

未构成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

根据项 目竣工验收报告及现场检查,本项 日废气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如下 :

(一 )污水

公司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雨水排入雨水管网,本项 目不产生生产废水,生

活污水处理达标排入污水管网。完善了冷却水循环回用系统。锅炉污废水接入西区废

水处理回用系统处理后回用。本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因此本次验收未进

行废水检测,不涉及废水总量。

(二 )废气

本项 目根据 《浙江省地方燃煤热电联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行动计划》推荐的技术

路线,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采取 (SNCR+SCR)组合法脱硝+布袋除尘+高效湿法烟气脱

硫+湿式电除尘的处理方案。项 目废气治理由煤科集团杭州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

3̈-



并施工建造;具体方案如下:

①脱硝:SNCR法脱硝效果与烟气温度变化关联度较大,因造纸生产供热负荷波

动较大,脱硝效果难以稳定;而炉外 SCR法脱硝存在催化剂逐步衰退失效过程,脱

硝随时间呈效果递减。因此,结合锅炉低氮燃烧改造,采取 SNCR+SCR组 合法脱硝 ,

以保证脱硝效果的稳定。

②除尘:除尘设施采取布袋除尘模式,最大程度利用原有布袋除尘器,同时,在

结构上加以改进,并通过布袋除尘器离线清灰改造为在线清灰模式,尽可能降低烟气

阻力。

③脱硫:大湿法脱硫不仅脱硫效率高,而 彐̂具各辅助除尘作用,而半干法脱硫需

要借助除尘器来拦截循环灰,加重除尘器负担,对除尘器要求相对较高。因此,选用

大湿法烟气脱硫的石灰石一石膏法。脱硫塔布置采用二炉一塔的模式,以节省投资和

安装空间;为防止锅炉停炉烟气倒灌,便于检修,在每台锅炉引风机出口脱硫塔前加

装档板门。

④湿式电除尘:湿电除尘是烟尘超低排放的最后一道关口,因改造受场地限制 ,

同时兼顾检修方便,采用立式湿式电除尘器,装设在脱硫塔出口下降烟道垂直管段上。

⑤烟囱:鉴于之前民丰热电烟囱不具各防腐功能,为 了适应低温湿烟气排放存在

露点低易腐蚀的特点,对原有烟囱进行防腐处理,防腐处理采用防腐涂层工艺。
◆

⑥烟气在线检测 :原有烟囱烟气在线检测装置将不能适应超低排放检测要求,结

合环保部门要求,加 以更新。

项目锅炉烟气超低排放处理工艺图详见验收报告图 3¨ 4。

(三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公司已经具备一定的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企业已按规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到嘉兴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各案号:33⒄019018-OO1M),企业应针对可

能发生的环境突发事故情景,落实承担应急职责的相关人员,定期开展相关内容的培

训,并按预案要求开展应急演练。

2、 在线监测装置



企业 目前己安装锅炉烟气在线监测装置 (测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汞及

其化合物、烟气黑度等 )。

3、 其他设施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补充说明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对其他环保设施无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嘉兴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⒛ 18年 11月 9日 ~10日 对该项 目进行了环境

保护验收现场监测,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验收监测报告[编 号:嘉兴中科 (⒛ 18)第 OO5

号],监测期间生产负荷大于 75%。 主要结论如下 :

1、 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从监测结果 (基准含氧量以 9%计 )来看 ,5#、 甜锅炉汇总出口,

徉、8#锅炉汇总出口以及总排口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均低于 《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迨 01θ 中的表 l在用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另外,应经信部门要求 ,其烟气排放要求执行浙江省经信委等六部门于 ⒛ 15年 8

月 21日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 〈浙江省地方燃煤热电联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

行动计划〉的通知(浙经信电力 (⒛ 15)371号 )》 提出的超低排放要求。

根据监测结果 (基准含氧量以 6%计 )可知,锅炉总排口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浓度均低于浙江省经信委等六部门于 ⒛ 15年 8月

21日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 〈浙江省地方燃煤热电联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行动

计划〉的通知(浙经信电力 (⒛ 15)371号 )》 提出的超低排放要求限值。

企业厂界总悬浮颗粒物浓度低于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⒎ 1996)新

污染源标准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厂界臭气浓度低于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lC△B1455⒋ 93)表 1恶臭厂界标准值中的二级标准限值。

2、 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环评报告书、报告书补充说明及批复,本项 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 :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689.7t/a、 烟尘 156.2t/a、 氮氧化物 1039,5t/a。 经核算本项 目二氧

化硫、烟尘、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均控制指标以内。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试生产期间的调试运行情况,本项目废气环保设施均能正常运行。项 目竣工

验收废水、废气中污染物排放值均能达到相关排放标准;项 目验收废气污染治理设施

及排放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对周边环境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六、验收结论

经检查,该项 目环保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报告和批复的有关要求,在设计、施

工和运行阶段均采取了相应措施 ,废气排放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能达到相应标准的

要求。嘉兴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验收报告结论可信。验收组认为该项目

已经具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同意通过验收,可登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启、

平台填报相关信息。

七、后续要求

1、 验收监测报告中,完善验收监测依据:校核项 目建设内容具体情况 ,明确是

否构成重大变动;按相关规范要求完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其他相关内容;完善相

关附图、附件。

2、 建议企业加强废气处理设施和设各的保养和维护 ,强化废气治理设施运行、

检查和监督日常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废

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3、 本次验收只对本项 目环评所涉及废水、废气等环保治理设施进行验收监测 ,

企业今后若项 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

措施发生重大变动,企业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八、验收人员信息

详见会议签到表。

验收专家组 : ·谚 旷￠孓

⒛ 18年 12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