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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电化公司）前身为

福州第二化工厂，始建于 1958 年。1995 年进行公司制改革，更名为

“福州二化集团有限公司”。1998 年 12 月进行资产重组正式成立福建

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东南电化公司是中国氯碱行业重点骨干企

业，是福建省最大的氯碱化工原料生产基地，主要生产经营聚氯乙烯

（PVC）、烧碱、盐酸、液氯、甲苯二异氰酸酯（TDI）等产品。公司

现有员工 1100 人，危险化学品作业人员 700 人，固定资本总值 300000

万元。 

受福州中心城市发展的制约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010 年

该公司实行旧厂区整体搬迁，新厂区建在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内。

厂区项目总占地 121.74 公顷，本工程建设有 10 万吨/年 TDI、12 万

吨/年离子膜烧碱、10 万吨/年聚氯乙烯生产线，配套设施建设有热电

站、110KV 总变、水厂以及空压制氮站等公用工程设施。 

2009 年 12 月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完成了《福建石化集团福建省东

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0 年 1 月 27

日，环境保护部以《关于福建石化集团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搬迁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0]18 号）予以批复。

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自 2010 年 12 月开工建

设，2013 年 9 月完成建设。2013 年 9 月 30 日，福建省环保厅以《关

于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试运行意见的函》（闽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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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13]171 号）同意该项目进行试生产。其中 TDI 装置光化工序由

于存在装置多、流程长、工艺复杂等特点，仅开单条线（A 线）生产；

聚氯乙烯装置也仅进行低负荷投料试车，且整个流程还未打通，因此

于 2013年 12月底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省环保厅递交

了关于延期进行环保竣工验收的申请，2014 年 2 月 20 日，福建省环

保厅以《关于责令东南电化搬迁工程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的函》（闽

环评函[2014]27 号）对该项目延期环境保护验收进行了批复。2015

年 9 月 8 日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以闽电化函[2015]47 号《福

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产 10 万吨聚氯乙烯装置长期停产

处置的报告》报请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对聚氯乙烯装置采取长期停产处

理。因此，本次仅对烧碱装置、TDI 装置进行验收，聚氯乙烯装置不

进行验收。我司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自主验收，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福

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及《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

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废气、废水污染防治设施通过了自主验收。 

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作出修改。

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验收”修改为：“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验收”。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 1 日，我司委托福建省闽测检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对项目厂界进行噪声现场监测，并根据噪声污染防治设施

检查及监测结果编制本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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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依据 

2.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2.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2.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12.29.修订； 

2.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 

2.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2.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HJ/T255-2006）； 

2.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 

2.8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2005）第 28 号《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2005 年 9 月； 

2.9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福建石化集团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搬迁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09.12； 

2.10 环境保护部 环审[2010]18 号《关于福建石化集团福建省东南电

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10.1.27；  

2.11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闽环保评[2009]63 号《关于福建石化集团东

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报告》，

2009.7.29； 

2.12 福建省环保厅 闽环保评[2013]18 号《关于批复福建省东南电化

股份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工程新增 28MW 发电能力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函》，2013.3.5； 

2.13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闽环评函[2013]171 号《关于福建省东南电化

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试运行意见的函》，2013.9.30； 

2.14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闽环评函[2014]27 号《关于责令东南电化搬

迁工程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的函》，201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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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

甲苯二异氰酸酯基础设计》（环境保护专篇），2010.12； 

2.16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

项目烧碱、聚氯乙烯基础设计》 （环境保护设计专篇），2010.10； 

2.17 福建省永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

迁工程热电联产项目》（环境保护专篇），2011.01； 

2.18 江苏南大金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TDI、PVC 生产废水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技术方案》（环境保护设计专

篇），2010.10； 

2.19 江苏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

工程危废焚烧炉技术协议》（环境保护设计专篇），2012.5； 

2.20 浙江天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热电

联产项目循环流化床锅炉烟气脱硫工程》（环境保护设计专篇），

2011.6； 

2.21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

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2013.9； 

2.22 福建省环保厅《关于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执行标准的函》（闽环评函[2009]54 号）； 

2.23《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产 10 万吨聚氯乙烯装置

长期停产处置的报告》（闽电化函[2015]47 号），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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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3.1 项目位置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阴半岛江阴工业集中区。 

福清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东临大海，隔海坛海峡与平潭县相

望，东北至西北与长乐、闽侯、永泰市毗邻，西部与莆田市相连，南

面濒临兴化湾，隔海与芴石半岛、南日群岛遥望。 

江阴半岛坐落于福清市南部，位于兴化湾西北湾顶，西面分别与

福清市鱼溪镇、新厝镇接壤，与莆田市江口隔海相望。 

江阴工业集中区位于江阴半岛的西南部，在福建省中部的兴化湾

西北部，西面分别与福清市渔溪镇、新厝镇紧连，南与莆田市的涵江

区江口镇隔海相望。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119°18'，北纬 25°27'。 

江阴工业集中区地下水不作为饮用水水源地，江阴半岛内仍有部

分自然村用地下水井做饮用水。 

因天马山为江阴工业集中区取土、取石山，因此成为区内陆域生

态保护目标。除此外，陆域生态保护目标还有半岛东岸沿海种植的防

护林，分别距位于本项目北侧 2746 m 和东侧 5722m 南北沿线。 

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3.1-1，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见图 3.1-2，厂区

平面布置见图 3.1-3，项目周边 200m 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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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所在地 

原有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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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程建设内容 

3.2.1 生产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2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装置和 10 万吨/年电石法

聚氯乙烯（PVC）装置（已长期停产），以及 10 万吨/年甲苯二异氰酸

酯(TDI)装置，配套建设热电站，其中环保部环审［2010］18 号批文中

批复了 3 台 130 吨/小时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2 台 12 兆瓦背压机

组，福州市环保局在榕环保［2011］419 号文中批复了 1 台 130t/h 级高

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专供耀隆化工集团生产配套使用，福建省环保

厅闽环保评［2013］18 号文中批复新增 28 兆瓦发电能力并且将原发电

机组中的一套 12MW 汽轮发电机组调整为一套 40MW 汽轮发电机

组。废水处理及回用系统、工艺废气处理系统、锅炉烟气脱硫除尘系

统和 29 吨/日危废焚烧炉等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厂外污水排放系统、

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铁路专用线、供水、供电、给排水管网系统等

依托江阴工业集中区。 

3.2.2 项目组成情况 

2015年9月8日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以闽电化函[2015]47

号《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产 10 万吨聚氯乙烯装置长期

停产处置的报告》报请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对聚氯乙烯装置采取长期停

产处理。因此，本次不进行聚氯乙烯装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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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艺简介 

本项目烧碱装置以外购原盐为原料，生产烧碱。12 万吨 32%离子

膜液碱（100%计），其中 4 万吨进一步加工为 50%离子膜液碱。部分烧

碱用于本工程烧碱装置、PVC 装置及 TDI 装置废气、废水处理，其余烧

碱作为产品外售。烧碱装置副产的部分氢气和氯气供 TDI 装置用作原

料，其余氯气制成液氯销售。TDI 装置以外购 CO、甲苯、硝酸及来自

烧碱装置的氢气和氯气为原料，生产 10 万吨/年 TDI 产品，并副产氯

化氢，用水吸收成 31wt%的盐酸（16.5万吨/年）做副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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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要原辅材料 

3.4.1 原辅材料及产品 

工业上使用的 TDI 产品主要包括两种规格，即 2，4-甲苯二异氰

酸酯与2，6-甲苯二异氰酸酯按照比例为80:20的混合物（简称TDI-80）

以及 65:35 的混合物（TDI-65）。本项目 TDI 装置最终产品为 TDI-80。 

3.4.2 水源 

项目水源取自东江水厂，能满足厂区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3.5 项目变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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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此外，根

据环保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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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项目建设不属于重大变动的内容可

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项目部分设施在原环评及批复基础上进行优化调整，通过项目地

理位置、总平面布置、生产规模与产品方案、项目组成与主要建设内

容、原辅材料及燃料、生产工艺进行分析，项目建设不属于重大变动，

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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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4.1 本次验收监测内容 

本次只针对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现场管理检查与噪声影响监

测。 

4.2 噪声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噪声源来自压缩机、泵、风机等转动设

备噪声及排气噪声。 

项目噪声的防治采用综合治理方式： 

1）设备选型 

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满足各主要设备的声源量级控制要求。 

各主设备、辅助设备选型时，要求制造厂家提供符合国家规定振

动标准的设备。电厂主设备、辅助设备的基础及平台的防振动设计按

现行的《作业场所局部振动卫生标准》和《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

的规定执行。 

2）过程控制 

在锅炉一次风机、二次风机吸风口装设消声器，以降低气流噪声；

在锅炉的排汽管道、安全阀排汽管道上设置排汽消声器；严格控制试

运行期间的吹管噪声，排汽口安装小孔喷注、节流降压型消声器。 

汽水管道的节流装置，采用微孔多级节流，并尽可能缩短在节流

元件后易出现介质两相流动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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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轮机、励磁机外壳装设隔声罩，并做好防振基础；合理选取

汽、水等管道支吊架型式，达到减振效果；集中控制室设置双层隔声

窗，双层门，室顶棚装吸音材料；控制汽机房的开窗面积、减少噪声

外逸；确保安装、检修质量，减少管道阀门漏汽所造成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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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评报告书主要结论及环评批复要求 

5.1 环保部对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环审[2010]18 号）摘录 

一、该项目拟对位于福州市区的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现

有工程实施整体搬迁，搬迁项目选址位于福州市辖福清市江阴工业集

中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与现有工程同等规模的 12 万吨/年离子

膜烧碱装置和 10 万吨/年电石法聚氯乙烯（PVC）装置，新建 10 万

吨/年甲苯二异氰酸酯（TDI）装置，配套建设热电站（设 3 台 130 吨

/小时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2 台 12 兆瓦背压机组）、废水处理

及回用系统、工艺废气处理系统、锅炉烟气脱硫除尘系统和 40 吨/日

焚烧炉等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厂外污水排放系统、一般工业固废填

埋场、铁路专用线、供水、供电、给排水管网系统等依托江阴工业集

中区。本项目建成后，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工程生产装

置全部拆除。 

该搬迁项目实施后将消除福州市老厂区的环境风险，改善区域环

境质量，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后，

污染物可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符合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核定的总

量控制要求。鉴于搬迁项目所在的江阴工业集中区目前化工、医药等

企业较多，污水集中处理厂尚不能做到稳定达标排放，深海排放管线

尚未全部建成，地方政府已明确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和稳定达

标等整改方案及时限，并承诺在本项目投运前落实周围海域养殖区调

整问题。经综合考虑，我部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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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采用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

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三）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厂区平面布置，合理布置高噪声设

备，对高噪声源采取隔声、消声等措施，降低设备噪声源强。确保厂

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防止噪声扰民。 

（八）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防止水土流失、施工扬尘、生

态破坏和噪声污染。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开展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理工作并定期向当地环

保部门提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向福建省

环境保护厅书面提交试生产申请，经检查同意后方可进行试生产。在

项目试生产期间必须按规定程序向我部申请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

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

责任。 

5.2 福建省环保厅对热电联产项目工程新增 28MW 发电能力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闽环保监[2013]18 号） 

一、本项目为利用环保部已批复的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搬迁工程配套建设的 3 台 130 吨/时（两开一备）燃煤锅炉和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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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已批复的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新建 1 台 130 吨/时燃

煤锅炉（专供耀隆化工）项目的富余蒸汽，新增 28MW 发电能力。

建设内容为将原发电机组中的一套 12MW 汽轮发电机组调整为一套

40MW 汽轮发电机组，其他建设内容不变。项目建成后，福建省东南

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形成 4 台 130 吨/时燃煤锅炉（三开一备，其

中一台专供福州耀隆化工有限公司蒸汽)和 52MW 发电机组（40MW 

和 12MW 汽轮发电机组各一台）。 

根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结论、福州市和福清市环保局初

审意见，以及福建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中心评估结论，项目建设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建成投用后除噪声外不增加污染物排放，对环境

的影响很小，我厅同意按照该项目环评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

点、性质、内容、规模实施。 

二、项目建设应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发电机

组生产使用的冷却水应回收循环使用；应采取隔声、减振等综合降噪

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 - 2008）3 类区标准。 

三、本项目由福州市、福清市环保局负责环保监督管理，请你公

司在取得本批复后一个月内将经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有关材

料分别送福州市、福清市环保局，并接受其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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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评价标准 

本项目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详见表 6.1.1。 

表 6.1.1  噪声评价标准  单位：dB（A）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3 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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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验收监测内容 

7.1 噪声监测 

项目主要噪声设备为烧碱装置、TDI 装置、热电车间锅炉等，主

要噪声源及措施情况详见章节 4.2。依据项目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噪声

影响特点，本次噪声验收监测布点在热电锅炉附近厂界、以及烧碱装

置和 TDI 装置外厂界进行设置。项目厂界 200m 范围无声环境敏感目

标。 

噪声监测因子、点位及频次见表 7.1.1。 

表 7.1.1  噪声监测因子、点位及频次一览表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因子 测点数 监测频次 

厂界噪声 
GB12348-2008《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标准》 
LAeq值 10个 

昼间每天 1次，夜间每天

1次，连续 2天 

 

7.2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本次验收监测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所有监测仪器经

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所有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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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8.1 噪声监测期间运行工况 

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期间，各装置运行工况均大于 75%。结

果表明各工况满足噪声监测期间所需的负荷要求。 

8.2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表明，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的厂界噪

声测点昼、夜间Leq值均符合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3 类功能区排放限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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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环境管理检查 

该项目于 2010 年 1 月 27 日获得环保部《关于福建石化集团福建

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

审[2010]18 号）。项目经福建省环保厅《关于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

限公司搬迁工程试运行意见的函》（闽环评函[2013]171 号）同意，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投入试运行。但由于存在装置多、流程长、工艺复

杂等特点，TDI 装置光化工序仅开单条线（A 线）生产，且负荷只有

30%，聚氯乙烯装置也仅进行低负荷投料试车，且整个流程还未打通，

因此，于 2013 年 12 月底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省环保

厅递交了关于延期进行环保竣工验收的申请，2014 年 2 月 20 日，福

建省环保厅以《关于责令东南电化搬迁工程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的

函》（闽环评函[2014]27 号）对给项目延期试生产进行了批复。 

该公司在项目设计及施工阶段，基本落实了项目环评批复及环评

报告书的要求，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配套环境保护设施与主

体工程基本做到了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投入使用。建设期

间，该公司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开展了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和

环境监理工作，并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企业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自主验收，《福建省东南电化股

份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及《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热电联

产项目》废气、废水污染防治设施通过了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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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与建议 

10.1 结论 

10.1.1 噪声 

厂界噪声测点昼、夜间LAeq值均符合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 类功能区排放限值的要求。 

10.1.2 关于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情况的说明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二章第八条中的 9

个条款，本项目未发现“不满足验收合格”的事项。因此，该项目噪声验

收合格。 

10.2 建议 

（1）加强工程各生产设施、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生

产设施、各环保设施稳定运行。 

（2）加强高噪声设备噪声防护措施建设，减轻对厂界噪声环境影响。 

（3）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要求，完善日常噪声自行监

测计划和管理计划并严格落实，同时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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