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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光大环保（连云港）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地址 连云港市灌云县临港产业区 

法人代表 张建平 联系方式（手机）  

联系人 朱中静 联系方式（手机） 18168627819 

所属行业 N7724 危险废物治理 生产周期 连续生产 

成立时间 2014 年 11 月 职工人数  

占地面积 3500m
2
 污染源类型：危险废物 

工程概况 

工程规模： 

光大环保（连云港）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一期工程库区内占地面积为 6.1

万平方米，总库容为 34.4 万立方米，处置废物量为 20000 吨/年 

光大环保（连云港）固废处置有限公司二期（刚性填埋）项目总面积 3500 平方米，新

建库容 3 万立方米刚性填埋场，处置废物量为 10000 吨/年 

主要生产产品： 

拟核准经营处置的危险废物包括： 

一期：热处理含氰废物(HW07(336-001-07、336-002-07、336-003-07、336-004-07、

336-005-07、336-049-07)、表面处理废物 HW17（336-050-17、336-051-17、336-052-17、

336-053-17、336-054-17、336-055-17、336-056-17、336-057-17、336-058-17、336-059-17、

336-060-17、336-061-17、336-062-17、336-063-17、336-064-17、336-066-17、336-067-17、

336-068-17、336-069-17、336-101-17）、焚烧处置残渣 HW18（772-002-18、772-003-18、

772-004-18、772-005-18）、含铬废物 HW21（193-001-21、193-002-21、261-041-21、261-042-21、

261-04321、261-044-21、315-001-21、315-002-21、315-003-21、336-100-21）、含铜废物 HW22

（321-101-22、321-102-22、304-001-22、397-051-22）、含锌废物 HW23（336-103-23、

384-001-23、900-021-23）、含砷废物 HW24（261-139-24）、含镉废物 HW26（384-002-26）、

含铅废物 HW31（304-002-31、312-001-31、384-004-31、243-001-31）、无机氟化物废物 HW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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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26-32）、废碱 HW35（261-059-35、221-002-35、900-399-35）、石棉废物 HW36

（109-001-36、261-060-36、302-001-36、308-001-36、366-001-36、900-030-36、900-031-36、

900-032-36）、含镍废物 HW46（261-087-46、394-005-46、900-037-46）、有色金属冶炼 HW48

（091-001-48、091-002-48）、其他废物 HW49（900-039-49、900-040-49、900-042-49、

900-046-49、900-000-49）。 

二期刚性填埋：HW02 医药废物（271-003-02、271-004-02、272-003-02、272-004-02、

275-001-02、275-002-02、275-003-02、275-005-02、275-007-02 

276-003-02、276-004-02、900-000-02）；HW04 农药废物（263-006-04、263-007-04、263-010-04、

263-008-04、263-011-04900-003-04、900-000-04）；HW05 木材防腐剂废物（201-001-05、

201-003-05、266-001-05、266-002-05、900-004-05、900-000-05）；HW06 废有机溶剂与含

有机溶剂废物（900-405-06、900-406-06、900-409-06、900-410-06、900-000-06）；HW07 

热处理含氰废物（336-002-07、336-003-07、336-004-07900-000-07）；HW08废矿物油与含

矿物油废物（251-012-08、900-213-08、900-000-08）；HW11精（蒸）馏残渣（252-010-11、 

252-015-11、450-002-11、900-000-11）；HW12染料、涂料废物264-002-12、264-003-12、

264-004-12、264-005-12、264-006-12、264-007-12、264-008-12、264-009-12、264-012-12 

900-000-12）；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265-103-13、265-104-13、900-000-13）HW14 

新化学物质废物（900-017-14）；HW16 感光材料废物（266-010-16、900-000-16）HW17 

表面处理废物（336-050-17、336-051-17、336-052-17、336-053-17、336-054-17、336-055-17、

336-056-17、336-057-17、336-058-17、336-059-17、336-060-17、336-061-17、336-062-17、

336-063-17、336-064-17、336-066-17、336-067-17、336-068-17、336-069-17、336-101-17 

900-000-17）HW18 焚烧处置残渣（772-002-18、772-003-18、772-004-18、772-005-18、

900-000-18）HW19 含金属羰基化合物废物（900-020-19、900-000-19）；HW20 含铍废物 

（261-040-20、900-000-20）HW21 含铬废物（193-001-21、193-001-21261-041-21、261-042-21、

261-043-21、261-044-21、261-137-21、315-001-21、315-002-21、315-003-21、336-100-21、

397-002-21、900-000-21）；HW22 含铜废物（304-001-22、321-101-22、321-102-22、397-005-22、

397-051-22、900-000-22）；HW23 含锌废物（336-103-23、384-001-23、900-021-23、900-000-23、 

261-139-24）；HW24 含砷废物（900-000-24）；HW25 含硒废物（261-045-25、900-000-25） 

HW26 含镉废物（384-002-26、900-000-26）；HW27 含锑废物（261-046-27、261-048-27、 

900-000-27）；HW28 含碲废物（261-050-28、900-000-28）；HW29 含汞废物（072-002-29、 



3 
 

091-003-29、092-002-29、231-007-29、261-051-29、261-052-29、261-053-29、261-054-29、 

265-001-29、265-002-29、265-003-29、265-004-29、321-103-29、384-003-29、387-001-29、 

401-001-29、900-022-29、900-023-29、900-024-29、900-452-29、900-000-29）；HW30 含铊

废物（261-055-30、900-000-30）；HW31 含铅废物（304-002-31、312-001-31、384-004-31、 

243-001-31、421-001-31、900-025-31、900-000-31）；HW35 废碱（251-015-35、900-399-35、

900-000-35）；HW36 石棉废物（109-001-36、261-060-36、302-001-36、308-001-36、366-001-36、 

373-002-36、900-030-36、900-031-36、900-032-36、900-000-36）；HW37 有机磷化合物废

物（261-062-37、261-063-37、900-000-37）；HW45 含有机卤化物废物（261-084-45、261-086-45、 

900-036-45、900-000-45)；HW46 含镍废物（261-087-46、394-005-46、900-037-46、900-000-46） 

HW47 含钡废物（261-088-47、336-106-47、900-000-47）；HW48（有色金属冶炼废物

091-001-48、091-002-48、321-002-48、321-003-48、321-004-48、321-005-48、321-006-48、

321-007-48、321-008-48、321-009-48、321-010-48、321-011-48、321-012-48、321-013-48、

321-014-48、321-016-48、321-017-48、321-018-48、321-019-48、321-020-48、321-021-48、

321-022-48、321-023-48、321-024-48、321-025-48、321-026-48、321-027-48、321-028-48、

321-029-48、321-030-48、323-001-48、900-000-48）；HW49 其他废物（900-039-49、900-040-49、

900-041-49、900-042-49、900-044-49、900-045-49、900-046-49、900-047-49、900-999-49、

900-000-49）；HW50 废催化剂（251-016-50、251-017-50、251-018-50、251-019-50、261-151-50、

261-152-50、261-153-50、261-154-50、261-155-50、261-156-50、261-157-50、261-158-50、

261-159-50、261-160-50、261-161-50、261-162-50、261-163-50、261-164-50、261-165-50、

261-166-50、261-167-50、261-168-50、261-169-50、261-170-50、261-171-50、261-172-50、

261-173-50、261-174-50、261-175-50、261-176-50、261-177-50、261-178-50、261-179-50、

261-180-50、261-181-50、261-182-50、261-183-50、263-013-50、271-006-50、275-009-50、 

276-006-50、772-007-50、900-049-50、900-000-50）。 

项目建设情况 

序号 项目 执行情况 

1 备案 

2012年11月30日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备案  （苏环固

[2012]20号） 

2018年8月23日灌云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苏环固

[2018]04号） 

2 环评 

2014年2月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所完成环评 

2018年12月由江苏环保产业研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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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设计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2014年2月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18年9月 

4 环保设计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2014年2月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 

5 环评批复 

2014年4月15日通过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局审批（连环发

[2014]19号） 

2018年12月29日通过灌云县环境保护局审批（灌环审

[2018]11号） 

7 
项目破土动工及竣工

时间 

一期：2014年4月开工，2014年12月竣工并投入试运行 

二期：2019年4月开工，2019年10月竣工并投入试运行 

8 验收监测单位及时间 一期：连云港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7 年 3 月 
 

污染物产生及其排放情况 

 

类型 排放源 监测项目 处理设施 排放途径和去向 

有组织废气 
废气处理系统 

颗粒物、NH3、

H2S、VOCs 

卷帘除尘器+

碱洗+水洗+

活性炭吸附 

有组织排入大气 

固化预处理车间 颗粒物 布袋除尘 有组织排入大气 

无组织废气 

填埋场 
颗粒物、NH3、

H2S、VOCs 
/ 

无组织排放，排入

大气 

在暂存库一、暂

存库二、水处理

车间各设置一个

点，共三个点 

VOCS / 
无组织排放，排入

大气 

废水 

渗滤液、冲洗废

水、生产废水、

化验室废水、生

活污水 

pH、CODcr、SS、

氨氮、总氮、五

日生化需氧量、

石油类、总磷、

全盐量、总锌、

总铜、氟化物、

硫化物、总硒、

总铬、六价铬、

总铅、总汞、总

镍、总镉、总铍、

总砷、氰化物、

总钴、总锑、挥

发酚、总硒、总

气浮+还原中

和+絮凝沉淀

+砂滤+ MVR

蒸发 +兼氧 +

接触氧化+二

沉池 

排入园区污水处

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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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TOC、总银、

苯并（α）芘 

噪声 

固化车间风机、

固化设备，填埋

作业车辆 

等效 A 声级 

厂房隔声、减

振、距离、合

理布局 

 

 

自行监测概况 

自行监测方式

（在[]中打√表

示） 

[ ]手工监测 [ ]自动监测 [√]手工和自动监测相结合 

手工监测，采用[√]自承担监测  [√]委托监测 

自动监测，采用[ ]自运维      [√ ]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情

况 

（自运维） 

说明计量论证情况、自行监测人员的数量、培训和持证情况、

监测场地、监测仪器和设备的配置情况等 

委托监测情况 

（含第三方运

维）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采用南京霍普斯科技限公司的 COD、pH、

流量在线监测型系统。 

未开展自行监

测情况说明 

缺少监测人员[ ]    缺少资金[ ]    缺少实验室或相关配备

[ ]    无相关培训机构[ ]    当地无可委托的社会监测机构

[ ]    认为没必要[ ]    其它原因[ ] 



6 
 

 

二、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

计、建设、维护污染物排放口和监测点位，并安装统一的标志牌。 

类型 
排口编号/ 

点位编号 

排口名称/ 

点位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废气 

1#排气筒 固化车间 颗粒物 
每季度监测

一次 
委托检测 

2#排气筒 废气处理系统 
颗粒物、NH3、H2S、VOCs、

臭气浓度 
每月一次 委托检测 

无组织废气 

在厂界外下风向设 3

个监控测点，在厂界

外上风向设1个参照

点，共 4 个测点 

颗粒物、NH3、H2S、VOCs

臭气浓度 
每月一次 委托检测 

厂内 VOCS无组

织排放 

在暂存库一、暂存库

二、水处理车间各设

置一个点，共三个点 

VOCS 每月一次 委托检测 

废水 

渗滤液收集池 

pH、CODcr、SS、氨氮、总氮、

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总

磷、全盐量、总锌、总铜、氟

化物、硫化物、总硒、总铬、

六价铬、总铅、总汞、总镍、

总镉、总铍、总砷、氰化物、

总钴、总锑、挥发酚、总钡、

TOC、烷基汞、苯并（α）芘、

总银 

每月一次 委托检测 

均质池 

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

总砷、总铅、总镍、总铍、烷

基汞、苯并芘、总银 

每月一次 委托检测 

污水排口 废水排放池 

pH、CODcr、氨氮 2 小时/次 在线监测 

pH、CODcr、SS、氨氮、总氮、

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总

磷、全盐量、总锌、总铜、氟

化物、硫化物、总硒、总铬、

六价铬、总铅、总汞、总镍、

总镉、总铍、总砷、氰化物、

总钴、总锑、挥发酚、总钡、

TOC、烷基汞、苯并芘、总银 

每月监测 1

次 
委托检测 

雨水排口 雨水排放池 CODcr  

雨水排放口

每月有流动

水排放时开

启 

在线监测 

厂界噪

声（与

一期共

用） 

填埋库厂界布设 4 个点 等效 A 声级 
每季度监测

1 次 
委托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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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本底井、1#-12#污染监测井 

pH、溶解性氧、SS、氨氮、氟

化物、挥发酚、石油类、总锌、

总铜、总汞、总铬、六价铬、

总镍、总砷、总镉、高锰酸盐

指数、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

硝酸盐、亚硝酸盐 

每月 1 次 委托监测 

土壤 

填埋库区 2 个、污水处理区、危险废物

暂存库周边各设置 1 个监测点。 

厂区上游设置 1 个背景监测点。 

共 5 个土壤监测点。 

采样深度为表层土壤（0.2m 处）。 

pH、总铜、总锌、总铅、总镉、

总砷、总汞、六价铬、总镍、

总铍、总钴、氰化物、挥发酚、

二噁英、锰、 钴、 硒、 钒、 

锑、 铊、  钼 

每半年监测

一次 
委托监测 

 

三、监测点位示意图 

详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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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标准限值及监测方法、仪器 

表 4-1 渗滤液/废水/地表水监测分析方法 

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渗滤液/废水 

pH 便携式pH计法/ 
便携式pH计法 

《水质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3.2.6(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 年 

CODcr 
重铬酸盐法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HJ828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HJ/T399 

SS 重量法 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GB/T11901 

BOD5 稀释与接种法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505 

TOC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501 

氨氮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36 

纳氏试剂分光光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光度法HJ 535 

蒸馏-中和滴定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HJ537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665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HJ666 

石油类 

红外光度法 水质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HJ637 

紫外分光光度法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970 

红外分光光度法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HJ670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HJ671 

总氮 
分光光度法 

水质 总氮的测定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HJ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盐酸萘二乙胺分光光度法HJ667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盐酸萘二乙胺分光光度法HJ668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HJ/T199 

总锌、 

总铜、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7 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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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硒 原子荧光法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694 

总汞 
原子荧光法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694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总汞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597 

烷基汞 气相色谱法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14204 

总砷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7 00 

原子荧光法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694 

总铬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总铬的测定（第一篇）GB746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7 00 

总镍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5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7 0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总铍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7 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T59 

总镉 

分光光度法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747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7 00 

总铅 

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747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7 00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水质六价铬的测定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GB/T7467-1987 

全盐量 重量法 水质全盐量的测定重量法HJ/T51-1999 

氰化物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水质氰化物的测定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HJ484 

流动注射-分光光度法 水质氰化物的测定 流动注射-分光光度法HJ823 

真空检测管-电子比色法 水质氰化物的测定  真空检测管-电子比色法HJ659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水质氟化物的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GB/T7484 

离子色谱法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
-、NO

2-、Br
-、NO

3-、PO4
3-、SO3

2-、SO4
2-）的测定 离子色

谱法HJ84 

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HJ488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HJ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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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HJ488 

总银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度法 水质 银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度法GB11907 

3,5-Br2-PADAP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银的测定 3,5-Br2-PADAP分光光度法HJ489 

镉试剂2B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银的测定 镉试剂2B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7 00 

苯并（α）芘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度法 水质  苯并（α）芘的测定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度法GB11895 

液液萃取和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

法 
水质  苯并（α）芘的测定 液液萃取和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HJ478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水质硫化物的测定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GB/T16489-1996 

地下水 

浊度 目视比浊法 
《水质浊度的测定》GB/T 13200-1991 

海洋监测规范第4部分：海水分析GB17378.4-2007 30.2 

pH 
便携式pH计法 

便携式pH计法《水质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3.1.6(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年 

pH计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4部分：海水分析GB17378.4-2007 26 

溶解性总固

体 
称重法 《称量法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4-2006(8) 

氯化物 容量法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T11896-1989 

硝酸盐氮 
镉柱还原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4部分：海水分析GB17378.4-2007 38.1 镉柱还原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T346-2007 

亚硝酸盐氮 
分光光度法 水质亚硝酸盐氮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GB/T7493-1987 

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4部分：海水分析GB17378.4-2007 37 

氨氮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36-2009 

次溴酸盐氧化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36.2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总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200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多管发酵法 5.2.5.1 

细菌总数 菌落计数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200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菌落计数法 5.2.4 

水质  细菌总数的测定 平皿计数法 HJ1000-2018 

镉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阳极溶出伏安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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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DC-MIBK 萃取火焰原子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2002）国家环保总局 3.4.7（2）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 年石墨炉原

子吸收法 3.4.7（4） 

铅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阳极溶出伏安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7 .2 

APDC-MIBK 萃取火焰原子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2002）国家环保总局 3.4.7（2）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石墨炉原

子吸收法  3.4.16（5） 

砷 
原子荧光法 

《水质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法》HJ694-2014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11.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汞 
原子荧光法 

《水质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法》HJ694-2014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5.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铬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10.1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10.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高锰酸钾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

度法 
水质  总铬的测定 GB/T7466-1987 

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镍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 11912-198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无火焰原子吸收风光光度法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42 

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 7475-198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 7475-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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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耗氧量 碱性高锰酸钾氧化法 

《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GB/T 11892-1989 附录 A（氯离子浓度高于于 300mg/L

使用）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32 

硫酸盐 硫酸盐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HJ/T 342─ 2007 

挥发性酚类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水质 挥发性酚类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HJ 503-2009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17378.4-2007 19 

氰化物 容量法或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HJ 484-2009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水质氟化物的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7484-1987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GB/T7467-1987 

有组织废气 
颗粒物（浓

度及速率） 
重量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重量法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表 4-2 土壤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分析方法 标准编号 

1 砷 

土壤和沉积物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680 

土壤和沉积物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HJ803 

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原子荧光法第2部分：土壤中总 砷的测定 GB/T22105.2 

2 镉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 

3 铬（六价） 
土壤和沉积物六价铬的测定碱溶液提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固体废物六价铬的测定 碱消解/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687-2014 - 

4 铜、锌 
土壤质量铜、锌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38 

土壤和沉积物无机元素的测定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780 

5 铅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 

土壤和沉积物无机元素的测定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6 汞 
土壤和沉积物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680 

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原子荧光法第1部分：土壤中总 汞的测定 GB/T22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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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相关检测标准更新，检测方法随之变化。

土壤和沉积物 总汞的测定 催化热解-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923 

土壤质量总汞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36 

7 镍 
土壤质量镍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39 

土壤和沉积物无机元素的测定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8 锑、硒 土壤和沉积物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680 

9 铍 土壤和沉积物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37 

10 钴、钒、锰、钼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803 

土壤和沉积物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HJ803 

11 氰化物 土壤  氰化物和总氰化物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HJ 745 

12 二噁英 土壤和沉积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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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序号 污染物名称 间接排放（mg/L） 

1 pH 6-9 

2 COD 200 

3 BOD5 50 

4 SS 100 

5 TOC 30 

6 氨氮 30 

7 石油类 30 

8 总氮 50 

9 总磷 3.0 

10 总锌 1 

11 总铜 0.5 

12 总钡 1 

13 总硒 0.5 

14 总汞 0.001 

15 烷基汞 不得检出 

16 总铬 0.1 

17 总砷 0.05 

18 总镉 0.01 

19 总镍 0.05 

20 总铍 0.002 

21 总铅 0.05 

22 六价铬 0.05 

23 盐分 5000 

24 氰化物 0.2 

25 氟化物 1 

26 硫化物 2.0 

27 总银 0.5 

28 苯并芘 0.00003 

表 4-4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序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
3） 

排气筒 

高度 

（m） 

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 

（kg/h） 

无组织 

排放浓度限值 

（mg/Nm
3） 

采用标准 

1 颗粒物 120 15 5.9 1.0 GB16297—1996 

2 VOC 80 20 14 4.0  

3 
臭气浓

度 
1500 2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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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
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

位置 

NMHC 10 6 监控点处 1h 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

控点 30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表 4-6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序号 污染物 
排气筒高度

m 
排放速率 kg/h 厂界标准 mg/m3 标准来源 

1 H2S 

20 

0.56 0.06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表

2 标准 
2 NH3 8.7 1.5 

 

表 4-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dB（A）） 

类  别 昼  间 夜  间 

3 类 65 55 

标准来源：《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表 4-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mg/kg）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风险筛选值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1 镉 0.3 0.3 0.3 0.6 

2 汞 1.3 1.8 2.4 2.4 

3 砷 40 40 30 25 

4 铅 70 90 120 170 

5 铬 150 150 200 250 

6 铜 50 50 200 200 

7 镍 60 70 100 190 

8 锌 200 200 250 300 

标准来源：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指标（试行）其他土壤类型 

经调查，该地区没有地下水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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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测结果公开方式和时限 

 

监测结果公开

方式 

[√]对外网站  [ ]环保网站  

[ ]报纸      [ ]广播     [ ]电视 

[ ]其他  具体为：                      

监测结果公开

时限 

对应监测内容，说明公开的内容和公开时限，注意以下要求： 

企业基础信息应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基础信息、自行监测方案如有

调整变化时，应于变更后的 5 日内公布最近内容； 

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 

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其中废水自动监测设备为每 2 小

时均值，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为每 1 小时均值； 

每年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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