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危化品码头及油气输送管线迁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6 月 21 日，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安

庆石化”）在安庆市组织召开了“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危化品

码头及油气输送管线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成立了以中国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建设单位）、安徽实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设计单位）、中交第四航务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安徽万

纬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安徽省分众分析测试技术有限

公司（验收调查单位）、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中石化胜利油建工程有

限公司、安徽省经工建设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安徽盈创石化检修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技术专家等组成的

验收工作组。同时邀请了安庆市生态环境局、安庆市渔业局代表参加了本

次验收会。根据《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危化品码头及油气输

送管线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报告书及原安徽省环保厅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

项目进行验收。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危化品码头及油气输送管线迁建项

目建设于安徽省安庆市。项目设计总吞吐量 382 万 t/a，实际建成规模为 382

万 t/a。项目建设内容包含沙漠洲码头（总计建设泊位 6 个，其中新建 5 个



5000 吨级泊位，并对现有 1 个化肥厂码头原地改造为港作泊位）、引桥部分、

码头至厂区的油气输送管线（油气长输管线 28 根，其中 22 根油气管道，6

根公用工程管道）、管廊和厂内储运（北山罐区新建二十六、二十七罐区、徐

家畈区域新建二十四和二十五罐区、炼油新区新建 1 座重整料罐，总计新建

储罐 15 座，总库容 14.95 万 m3，对北山罐区的十五、十六、十七和二十三罐

区，以及炼油老区的五、六、九罐区进行了改造）及配套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5 月，安徽锦程安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中国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危化品码头及油气输送管线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2018 年 5 月 22 日，原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以《安徽省环保厅关于中

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危化品码头及油气输送管线迁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的函》（环审﹝2018﹞632 号）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予以批复，2019 年 1 月，本项目开始生产调试。 

（三）投资情况 

项目概算总投资 116272.78 万元，环保投资 9436 万元，占总投资的

8.11%。实际总投资为 107243 万元，其中环保总投资为 9528.81 万元，占总

投资比例为 8.89%。 

（四）验收范围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危化品码头及油气输送管线迁建项

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项目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参照环办【2015】5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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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中无

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码头区废水为生活污水、装卸区泊位冲洗废水和初期雨水，罐

区废水为油罐切水、油罐清洗废水和新建罐区初期雨水。码头区生活污水、

装卸区泊位冲洗废水和初期雨水以及罐区油罐切水、油罐清洗废水和新建

罐区初期雨水进入炼油新区污水处理场处理，再经管道送至安庆石化总排

口排入长江。 

安庆石化炼油新区污水处理场处理规模 1200m3/h，分含油污水处理系

统和含盐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能力均为 600m3/h，并列运行。含油污水

处理场系统处理工艺为油水分离+涡凹气浮+溶气气浮+A 池+PACT（兼作 O

池）+砂滤+多介质过滤；含盐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工艺为油水分离+涡凹气浮

+溶气气浮+A/O+PACT +砂滤。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运行后，码头区域废气主要包括各类物料在码头装卸过程中挥

发的废气，罐区废气主要为六罐区改造的二甲苯储罐呼吸气、北山罐区新

建的苯、苯乙烯储罐呼吸气。 

（1）码头装卸过程中物料挥发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苯、

二甲苯、苯乙烯，经油气回收装置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油气回

收装置处理工艺为三级冷凝+活性炭吸附。 

（2）六罐区改造的二甲苯储罐呼吸气主要污染物为二甲苯和非甲烷总

烃，经油品罐区油气回收装置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油气回收装

置处理工艺为低温柴油吸收+碱洗脱硫+催化氧化。 

（3）北山罐区新建的苯、苯乙烯储罐呼吸气主要污染物为苯、苯乙烯

和非甲烷总烃，经北山化工料罐区油气回收装置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

排放。油气回收装置处理工艺为低温柴油吸收+总烃浓度均化+催化氧化。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运行后，码头区域无组织废气主要为物料装卸时未完全收集的



废气，罐区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原料、成品罐呼吸排放的废气等，污染因子

为非甲烷总烃、苯、二甲苯、苯乙烯、氨等。采取建设油气回收装置、轻

质油品采用浮顶罐储存等措施。 

（三）噪声 

项目码头区噪声源强主要来自于风机、压缩机、各类泵及到港船舶，

噪声源强约为 60-87 dB(A)；罐区噪声源强主要来自于罐区新增的各类泵，

噪声源强约为 70-89 dB(A)。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消声、隔声、减振等措

施。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码头区固废主要包括设备检修产生的含油废弃物、油气回收

装置更换的废活性炭以及职工生活垃圾；罐区固废主要包括油罐清洗的

油泥、设备检修产生的含油废弃物等。 

码头区含油废弃物、油气回收装置更换的废活性炭、罐区油罐清洗

的油泥、设备检修产生的含油废弃物均属于危险废物，现暂未产生，待

产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属于一般固废，由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 

（五）水生生态环境 

采取合理安排码头作业时间、降低夜间码头区光照强度和范围、人

工增值放流、建立水生生态、水下噪声监测系统、开展栖息地保护研究

以及渔民转产等措施。 

（六）其他环保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1）安庆石化于 2019 年 6 月对原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修

订，编制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2019 版）》，2019 年 7 月 22 日上报安庆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号为

340800-2019-15H。  



码头趸船四周设置围油栏、趸船上设置污油舱和含油污水舱；2#~5#泊

位在工艺装卸区四周设置了围油坎；码头引桥建设事故收集槽；管廊带沿

线间隔设置收集池，事故废水依托炼油新区和炼油老区原有事故池及污水

处理场事故罐。  

2、地下水防渗 

本项目落实了分区防渗措施，对罐区、防火堤、含油污水罐池、初期

雨水池、管道沿线区域等进行了重点防渗，对泵房地坪等区域进行了一般

防渗。 

3、环境防护距离落实情况 

环评要求，本项目码头区设置 100m 的环境防护距离，经现场踏勘，码

头区环境防护距离内没有医院、学校、居民点等环境敏感目标，满足环境

防护距离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去除效率 

1、废气 

码头区油气回收装置对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和苯乙烯去除

效率分别为 99.80-99.97%、98.56-99.99%、97.12-99.99%、58.10-99.87%、

34.55-99.99%；六罐区油气回收装置对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去除

效率分别为 99.43-99.82%、99.76-99.96%、99.08-99.79%、99.38-99.99%；北

山罐区油气回收装置对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去除效率分别为

97.26-99.91%、99.98-99.99%、34.74-88.32%、81.36-99.99%，苯乙烯未检出。 

2、废水 

含油污水处理系统对 SS、COD、BOD、石油类、硫化物、氨氮、挥发酚、

总磷、总氮、总氰化物、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乙苯、总镍、总砷、总汞、总铅、B[a]P、LAS 的去除效率分别为 81.0-97.9%、

90.3-93.9%、87.7-89.6%、97.8-97.9%、98.2-98.3%、96.6-99.8%、87.7-88.3%、



98.4-99.6%、82.6-89.3%、51.1-87.8%、70.1-71.8%、90.6-94.2%、82.6-88.4%、

87.4-92.5%、68.8-82.3%、73.0%、17.6-55.7%、11.9-30.0%、8.8-52.3%、8.3-18.8%、

99.5-99.6、56.4-67.7%，总铜、总钒、甲基汞、乙基汞、丙烯醛、丙烯腈、

丙烯酰胺监测值低于检出限（总有机碳进口未监测）。 

含盐污水处理系统对 SS、COD、BOD、石油类、硫化物、氨氮、挥发酚、

总磷、总氮、总氰化物、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乙苯、总镍、总砷、总汞、总铜、总铅、B[a]P、LAS 的去除效率分别为

50.0-56.1%、79.3-81.6%、68.4-70.2%、90.1-93.3%、99.2-99.3%、95.4-95.7%、

9.1-23.1%、97.8-98.0%、30.9-39.4%、82.8-89.0%、96.3-97.7%、96.0-97.8%、

78.5-89.5%、83.6-91.7%、45.9-74.0%、77.3-89.4%、25.0-62.5%、3.7-15.8%、

55.6%、0.037-0.75%、85.6-87.9%、5.6-35.0%，总钒、甲基汞、乙基汞、丙

烯醛、丙烯腈、丙烯酰胺监测值低于检出限。（总有机碳进口未监测）。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水质净化场废水总排口 SS、石油类、总氮、总磷、硫化物、挥发酚和

氰化物日均排放浓度均满足《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8-2013）中表 2 标准，pH、COD、BOD5、氨氮、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乙苯、总镍、总砷、

总汞、总钒、总铅、B[a]P、烷基汞、总有机碳日均排放浓度满足《石油炼

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中表 1“直接排放”标准，总铜、

丙烯腈、丙烯醛、丙烯酰胺日均排放浓度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31571-2015）表 1 和表 3 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气 

（1）码头油气回收装置 

监测结果表明：码头油气回收装置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最低去除效率为

99.80%，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0.635mg/m3，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1.12mg/m3，



二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6.05mg/m3，苯乙烯最大排放浓度为 0.346mg/m3，非

甲烷总烃去除效率、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最大排放浓度均满足《石

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表 5 和表 6 标准。 

（2）六罐区油气回收装置 

监测结果表明：六罐区油气回收装置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最低去除效率

为 99.43%，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0.337mg/m3，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3.06mg/m3，

二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1.64mg/m3，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苯、甲苯、二甲

苯最大排放浓度均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

表 5 和表 6 标准。 

（3）北山罐区油气回收装置 

监测结果表明：北山油气回收装置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最低去除效率

97.26%，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0.307mg/m3，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1.71mg/m3，

二甲苯最大排放浓度为 1.51mg/m3，苯乙烯最大排放浓度未检出，非甲烷总

烃去除效率、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最大排放浓度均满足《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表 5 和表 6 标准。 

2、无组织废气 

（1）厂区无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无组织苯最大监控浓度为 0.0405mg/m3，甲苯最大

监控浓度为 0.399mg/m3，二甲苯最大监控浓度为 0.0667 mg/m3，均符合《石

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表 5 标准要求；苯乙烯未检

出，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1 标准要求。 

（2）码头区无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码头趸船作业区非甲烷总烃最大监控浓度为

2.39mg/m3，二甲苯最大监控浓度为 0.243mg/m3，苯和甲苯未检出，均符合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表 5 标准要求；苯乙烯

最大监控浓度为 0.135mg/m3，氨最大监控浓度为 0.86 mg/m3，均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1 标准要求。 

3、厂界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安庆石化厂区厂界昼、夜间噪声监测

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3 类标准

要求；码头厂界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 12348- 2008）中 3 类标准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原安庆市环保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危化品

码头及油气输送管线迁建项目的总量核定意见》，本项目 VOCs 排放总量为

32.58 吨/年。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本项目 VOCs 总排放量为 0.201t/a，

满足原安庆市环保局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空气 

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点位环境空气中氨气、苯、甲苯、二甲苯、苯

乙烯小时均值最大值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 D 中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浓度监测值；

非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推荐值（2.0mg/m3）

要求。 

2、地表水  

监测结果表明，危化品码头上下游 pH、COD、BOD5、NH3-N、总磷、

挥发酚、氰化物、硫化物、石油类监测值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和特定项目标准要求；水质净化场总排口上下

游 pH、COD、BOD5、NH3-N、总磷、挥发酚、氰化物、硫化物、石油类、

苯、甲苯、二甲苯、总镍、总砷、总铅、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监测值均满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和特定项目标准要求。。 

3、地下水 



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井地下水中氨氮、挥发酚、硫化物、氰化物、

汞、砷、镉、铬（六价）和铅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Ⅲ类标准要求。 

4、底泥 

监测结果表明，码头区域底泥中砷、汞、铜、锌、铅、铬、镍监测值

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2018）

中表 1 标准限值要求。 

5、声环境质量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声环境敏感点昼、夜噪声监测值均满

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要求。 

6、生态环境 

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相关生态环保措施，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项目建设对陆域生态系统，目前项目没有对沿线陆生动

植物生物多样性、种群及生态系统产生明显影响。迁建码头运行期间对皖

河口江豚冬季索饵影响增加，对鹅毛洲头江豚栖息环境有所改善，对评价

江段（吉阳矶—钱江嘴）江豚空间分布格局没有影响。随着五里庙自然岸

线生态修复和渔民捕捞退出，五里庙码头拆建对鹅毛洲头江豚栖息环境的

改善好于预期。通过采取增殖放流江豚饵鱼、专业渔民全部退出捕捞、打

击偷捕等非法捕捞、自然岸线修复，极大地改善渔业环境，鱼类数量有增

多趋势。 

7、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45%的被调查者对安庆分公司本项目的环境保

护工作表示满意，55%的被调查者表示较满意，无人表示不满意。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根据现场核查情况，结合验收调查报告及相关台账资料等分析，

认为本项目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污染物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修订



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

不允许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的九种情形。验收工作组认为本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进一步强化全过程管理，加强生产运行及环境保护设施的管理和维

护，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 

2、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对环境风险源的管控，定期开展应急

演练，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八、验收人员信息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见附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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