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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和二期验收后的固废和尾水消毒方

式变化，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

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52号）涉及验收后变动的，变动

内容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不纳入环评管理的，

排污单位应针对变动情况编制《建设项目验收后变动影响分析》。

由于 2019年 7月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针对邳州市城东污

水处理厂一期和二期曝气方式变动编制了变动影响分析，因此变动影

响分析是对本次固废和尾水消毒方式变动及已有的“一期、二期生化

池由连续曝气运行模式变为连续曝气/间歇曝气动态运行模式”的变

动环境影响进行累积分析。由于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原

使用的尾水紫外消毒经长时间使用后，消毒效果下降，通过对比消毒

方式，次氯酸钠消毒方式消毒效果好，运营成本较低，因此选择使用

次氯酸钠消毒方式对尾水进行消毒，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编制

了《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验收后变动影

响分析》。

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

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52号）；

（3）《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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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

（4）《城镇污水处理厂附属设施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

（CJJ31-89）；

（5）《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水处理（试行）》

（HJ978-2018）；

（6）《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6号，2021年 3月 1

日起施行）；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

（8）《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

3 建设项目概况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位于邳州市运河镇中运河北岸、六保河下

游西岸，服务范围为邳州市东南部老城区生活污水，服务面积约 8.4

平方千米。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4万吨/天。

一期工程于 2006年 12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原出水执行标

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

准，一期工程于 2013年 9月进行了提标改造，于 2014年 6月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改造后出水执行一级标准的 A 标准；二期工程扩

建 2万吨/天污水处理项目，于 2016年 11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出水执行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91320382768289307G001Q）。

一期、二期工程均由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负责日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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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各期项目环保手续落实、排污许可申领情

况及运营情况见表 3.1-1，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及运营

单位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见表 3.1-2。
表 3.1-1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环保手续落实情况及运营单位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

及时间
验收时间 验收单位

验收

文号

运营

单位

排污许可证

申领情况

邳州市城市污

水处理工程

徐环然〔2002〕
199号，2002
年 9月 16日

2006年 12
月 29日

徐州市环

境保护局
/

邳州源

泉水务

运营有

限公司

2019年 8月 27
日，编号为

913203827682
89307G001Q

邳州源泉水务

运营有限公司

邳州市城东污

水处理厂一期

工程提标改造

项目

邳环项表

〔2012〕99号，

2009年12月29
日

2014年 6
月 24日

邳州市环

境保护局

邳环

验

〔201
4〕3
号

邳州源泉水务

运营有限公司

邳州市城东污

水处理厂二期

工程项目

邳环项表

〔2015〕29号，

2015年 5月 13
日

2016年 11
月 15日

邳州市环

境保护局
/

表 3.1-2 基本信息表

运营单位

单位名称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邳州市运河镇镇东村东 500米 所在区/县 邳州市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20382768289307G
法人代表 陆绮俞 所在开发区 --

运营对象

名称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 占地面积 35200m2

单位地址
邳州市运河镇中运河北岸、六保河

下游西岸
联系人 魏希钰

联系电话 13775938453 企业规模 4万吨/天
所属行业 D4620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职工人数 22人
经度坐标 117°21′4.40″ 纬度坐标 34°18′28.48″
工作制度 全年工作，年工作时数为 8760小时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一期和二期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固废

的产生和尾水消毒方式较环评和验收发生了变动，本次针对一期和二

期工程环评及验收遗漏固废和尾水消毒方式变动进行变动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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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2019年 7月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针对邳州市城东污水处

理厂一期和二期曝气方式变动编制了变动影响分析，因此本次对两次

变动的环境影响进行累积分析。

4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

4.1 已变动情况

根据《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曝气方式变动影响分析》（2019年

7月），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工程生化池由连续曝气运

行模式变为连续曝气/间歇曝气动态处理模式，即在碳氮比严重不足

（BOD5/TN＜3）的情况下，采用间歇曝气运行方式，若进水情况有

所改变，进水中 BOD5/TN有所提高，根据运行效果，脱氮效果较好，

总氮可以稳定达标时，则调整为连续曝气运行模式。该运行模式的变

化仅仅是通过启动、关停鼓风机来实现。

4.2 本次变动情况

4.2.1 项目建设性质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一期、二期主要处理纳污范围内的生

活污水，行业类别为 D4620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变动前后，项

目建设性质及行业类别不发生变化。

4.2.2 项目建设规模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一期、二期工程验收后处理能力不

变。

表 4.2-1 项目建设规模变动前后对比表

工程名称
环评阶段设计水处理

能力（万吨/天）

验收阶段水处理

能力（万吨/天）

变动后处理能力

（万吨/天）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

司一期工程项目及一期提

标改造项目

2 2 2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项目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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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项目建设地点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一期、二期位于邳州市运河镇中运河

北岸、六保河下游西岸。变动前后，建设地点不发生变化。

4.2.4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原消毒工艺：一期、二期工程尾水采用紫外消毒方式处理；

本次变动情况：消毒方式由原来的紫外消毒变为使用次氯酸钠消

毒处理。

（1）一期工程生产工艺流程

本次一期工程变动前后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见

4.2-1~4.2-2。

图 4.2-1 一期工程变动前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图 4.2-2 一期工程变动后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尾水

排入

南水

北调

导流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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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期工程生产工艺流程

二期工程生产工艺变动前后情况见图 4.2-3~4.2-4。

图 4.2-3 二期工程变动前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紫

外

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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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二期工程变动后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次氯

酸钠

消毒

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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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公辅工程及生产设备

项目公辅工程及生产设备相比环评及验收有所变化，具体见表

4.2-2。

表 4.2-2 设备变动清单

序号
单体

名称

环评及验收情况 现阶段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名称 数量（个） 数量（个）

公 辅 工 程

1
公辅

工程
化验室 0 1

厂区内建设了化验室对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一期、二期进出水水质

进行日常分析。

2
环保

工程
危废库 0 1

根据新的环保要求，厂

内新建了一个危废库暂

存，面积约 20m2。

生 产 设 备

1 储罐
次氯酸

钠储罐
0 1

生产工艺优化运行调整

有相应的应急池。

2 储罐

聚合硫

酸铁储

罐

0 4
增加 2个 10m3和 2个
5m3聚合硫酸铁储罐及

应急池。

3 储罐

碳源（醋

酸钠）储

罐

0 2
生产工艺优化运行调整

有相应的应急池。

4 / 在线仪 / 8
根据新的环保要求，进

出水增加在线仪

共计 8台。

5
构筑

物

消浮

渣池
1 0

根据实际生产，未建设

消浮渣池。

表 4.2-3 在线仪设置情况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安装位置

1 pH在线仪 CM442

进水仪表间
2 COD在线仪 COD-4210

3 氨氮在线仪 NHN-4210

4 总磷总氮一体机 NPW-160

5 pH在线仪 CM442

出水仪表间
6 COD在线仪 CODmax II

7 氨氮在线仪 Amtax lnter2C

8 总磷总氮一体机 TNP-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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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原辅材料

本项目实际原辅材料用量见表 4.2-4。

表 4.2-4 项目原辅材料用量一览表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环评及验收年耗量 实际建设年耗量 备注

1 聚合硫酸铁溶液 / 800t/a /

2 醋酸钠溶液 / 250t/a /

3 次氯酸钠溶液 / 150t/a /

4 硫酸 / 29.5L/a 用于化验室

5 盐酸 / 22.5L/a 用于化验室

6 在线液 / / 由运维单位补充在线液

7 机油 / 0.2t/a /

4.2.7 环境保护措施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运行产生的废水和废气处理措施未发生

变动。

环境保护措施的变动主要为危废贮存设施建设情况发生变动。环

评及验收阶段未分析危险废物，未建设危废库。验收后，实际运营过

程中产生了少量的废矿物油、化验室废液及废试剂瓶和在线仪废液，

根据新的环保要求，在厂区西北侧新建了一个危废库，面积约 20m2，

已按照规范要求建设，危废库内设置防腐措施及分区，并安装监控、

防爆灯及标识标牌，危废库设置“双人双锁”，门口摆放消防设施。

图 4.2-5 危废库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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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危废库管理制度 图 4.2-7 防爆灯

图 4.2-8 托盘 图 4.2-9 消防设施

4.3 一般变动界定

4.3.1变动原因分析

根据上述变动情况分析，本次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一期、

二期主要变动为：环评及验收遗漏固废和尾水消毒方式变动，从而导

致公辅设施和原辅材料随之变动。变动原因如下：

（1）固废种类及产生量变动原因分析

①污泥产生量变动原因分析

原一期工程污泥设计产生量约为 100t/a，二期工程环评未计算污

泥产生量，根据现有 4万 t/d处理水量，参考《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产排污系数手册》（2010修订）中的核算方法进行核算，全年污泥产

生量约为 8625t。具体核算过程如下：

本项目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废水，设施类型选择为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水处理工艺为倒置 A2/O+A/O工艺，无初沉池，因此选取无初

沉池情况的二级处理（含深度处理）污泥产生量的核算公式，公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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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CkPrkS 32 

式中：S：污水处理厂含水率 80%的污泥产生量，吨/年；

k2：城镇污水处理厂的生化污泥产生系数，吨/吨一化学需氧量去

除量，系数取值见手册中表 2，本次取 1.45；

k3：城镇污水处理厂或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化学污泥产生系

数，吨/吨絮凝剂使用量，系数取值见手册中表 3，本次取 4.53；

r：进水悬浮物浓度修正系数，无量纲。本项目设计进水浓度中

SS的浓度为 120mg/L，故取值 1.6；

P：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化学需氧量去除总量，吨/年；本项目为

3066t/a；

C：污水处理厂的无机絮凝剂使用总量，吨/年。有机絮凝剂由于

用量较少，对总的污泥产生量影响不大，本手册将其忽略不计。本项

目为 810t/a。

本项目含水率 80%剩余污泥产生量为：S=1.6×1.45×3066+4.53

×810=10782.42t/a。

本项目采用压滤机脱水，脱水后污泥含水率在 80%以下，则项目

剩余污泥产生量为 8625t/a，由邳州市政府指定的南水北调邳州固废

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②危废种类变动原因分析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附属设施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

（CJJ31-89），污水处理厂须配建化验室、危废暂存间等必要的配套

设施，另根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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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水处理（试行）》（HJ978-2018）要求进水安装流量、pH、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在线监测设备，出水安装流量、pH、水

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在线监测设备。

实际建设情况，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在邳州市城东污水处

理厂进水口和出水口共安装 8台在线仪，包括 pH、氨氮、化学需氧

量、总磷总氮一体机，日常运行期间会产生在线仪废液；厂区内建设

了化验室对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水质进行化验，化验过

程会产生化验室废液及废试剂瓶；日常对设备进行维护时会产生废矿

物油。

（2）消毒方式变动原因分析

由于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原使用的尾水紫外消毒经

长时间使用后，消毒效果下降，通过对比消毒方式，选择了目前城镇

污水处理厂广泛应用次氯酸钠消毒方式对尾水进行消毒，拆除紫外消

毒装置拆除后，将紫外灯管作为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4.3.2变动相符性分析

上述变动与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文件中“水处理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对照分析见表 4.3-1。

表 4.3-1 本项目建设内容与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文件对照一览表

项目 文件要求 环评及验收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

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规模

1.污水设计日处

理能力增加 30%
及以上。

一期工程日处理

污水量 2万吨、二

期工程日处理污

水量 2万吨。

一期工程日处理污

水量 2 万吨、二期

工程日处理污水量

2万吨。

未变动。 /

建设

地点

2.项目重新选址；

在原厂址附近调

整（包括总平面布

置变化）导致大气

邳州市运河镇中

运河北岸、六保河

下游西岸。

邳州市运河镇中运

河北岸、六保河下

游西岸。

未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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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防护距离内

新增环境敏感点。

生产

工艺

3.废水处理工艺

变化或进水水质、

水量变化，导致污

染物项目或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

尾水消毒方式为

紫外消毒。

尾水消毒为“次氯

酸钠”方式。

消 毒 方

式优化，

保 证 出

水 长 期

稳 定 达

标排放。

否

环境

保护

措施

4.新增废水排放

口；废水排放去向

由间接排放改为

直接排放；直接排

放口位置变化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

加重。

5.废气处理设施

变化导致污染物

排放量增加（废气

无组织排放改为

有组织排放的除

外）；排气筒高度

降低 10%及以上。

6.污泥产生量增

加且自行处置能

力不足，或污泥处

置方式由外委改

为自行处置，或自

行处置方式变化，

导致不利环境影

响加重。

环评及验收中遗

漏化验室废液、废

试剂瓶、在线仪废

液及废矿物油。

在运营过程中产生

少量的废矿物油、

化验室及在线仪产

生化验室废液、废

试剂瓶，根据相关

环保要求，在厂内

建设了一个 20m2

危废库暂存化验室

废液、废试剂瓶、

在线仪废液和废矿

物油，交由徐州诺

恩固体废物有限公

司处置。

新 增 化

验 室 废

液、试剂

瓶、在线

仪 废 液

和 废 矿

物油，污

泥 产 生

量 重 新

核算，固

废 均 得

到 规 范

处置。

否

对照《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

（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中《水处理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本次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上述

变动未纳入环评管理，为验收后一般变动，因此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

限公司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

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52号）的要求对上述变动进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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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分析，并结合原有变动情况进行累积变动影响分析。

5 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5.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气产生源及处理方式均为发生变化。

5.2 水环境影响分析

（1）消毒方式变动的可行性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在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

运营中发现，随着运营时间的增加，紫外消毒的效果并不能满足污水

处理厂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A 的标准，且灯管更换困难，通过学习和

借鉴其他污水处理厂尾水的消毒方式，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综

合比较了目前广泛应用的次氯酸钠消毒和现有的紫外消毒方式，为确

保尾水排放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将紫外消毒方式变为次氯酸钠消毒。

不同消毒方式的优缺点见表 5.2-1。

表 5.2-1不同消毒方式优缺点分析一览表

序

号

消毒

方式
原理 优点 缺点

1
紫外

消毒

利用适当波长的紫外线能够

破坏微生物机体细胞中的

DNA（脱氧核糖核酸）或 RNA
（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造

成生长性细胞死亡和（或）再

生性细胞死亡，达到杀菌消毒

的效果。

消毒效率高，广谱

性，对隐孢子虫、贾

第鞭毛虫有较好的

灭活效果。在常规消

毒 CT值范围内不产

生副产物，占地面积

小，运行费用低，对

环境友好。

没有持续性消毒效果，

设备厂家参差不齐，进

口设备价格高，维护费

用较高；国产设备套管

清洗技术不成熟，节能

降耗技术不够先进。随

着尾水排放要求的提

高，污水处理厂水处理

过程中投加了絮凝剂，

污水中生产大量的螯

合物，附着在紫外线套

管上，透光率降低，消

毒达标风险较大。

2

次氯

酸

钠消

毒

次氯酸钠属于强碱弱酸盐，是

一种能完全溶于水的液体，次

氯酸钠的杀菌原理主要是通

过它的水解形成次氯酸，次氯

消毒效果好，无二次

污染，占地面积小，

投资少，运营成本较

低，日常维护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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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再进一步分解形成新生态

氧，新生态氧的极强氧化性使

菌体和病毒的蛋白质变质，从

而使病原微生物致死。

（2）尾水达标排放的可行性

根据出水在线监测数据和第三方检测单位监测数据，变动后出水

排放主要污染因子情况见表 5.2-2。

表 5.2-2变动后出水排放情况一览表（单位：mg/L）
序号 监测点位及监测方式 污染物名称 监测结果 标准值 是否达标

1

出水在线监测

pH 7.21 6-9 是

2 COD 9.4 50 是

3 氨氮 0.11 5 是

4 总氮 10.87 15 是

5 总磷 0.203 0.5 是

6

出水委托监测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ND 0.5 是

7 总镉 ND 0.01 是

8 总铬 0.006 0.1 是

9 总汞 3.6×10-4 0.001 是

10 总铅 ND 0.1 是

11 总砷 1.2×10-3 0.1 是

12 六价铬 ND 0.05 是

13 甲基汞 ND
不得检出

是

14 乙基汞 ND 是

15 色度 4 30 是

16 动植物油 0.11 1 是

17 石油类 ND 1 是

通过在线监测和委托监测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浓度均可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未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5.3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噪声产生源强及处置措施未发生变化。

5.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对照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环评及验收遗漏的

危险废物产生、储存及处置情况见表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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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变动后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

序

号

固废

名称

状

态
产生工序 属性

危险

特性

废物类别

及代码

产生

量 t/a
贮存

设施

排放

去向

1
废水处

理污泥

固

态
污水处理

一般

固废
/ / 8625 储泥斗

由邳

州市

政府

指定

的南

水北

调邳

州固

废处

置有

限公

司处

置

2
废矿

物油

液

态

设备日常

维护保养

危险

废物
T，I

HW08
900-217-08

0.1

危废

库，

20m2

委托

徐州

诺恩

固体

废物

有限

公司

处置

3
化验室

废液

液

态

化验室水

质分析

危险

废物

T/C/I/R
HW49

900-047-49

1.3
4

在线仪

废液

液

态

在线水质

分析

危险

废物

5
废试

剂瓶

固

态

化验室水

质分析

危险

废物
0.05

6
紫外灯

管

固

态
消毒

危险

废物
T

HW29
900-023-29 0.05

于厂区西北侧新建了一个危废库，面积约 20m2，已按照规范要

求建设，危废库内设置防腐措施及分区，设置带沿托盘贮存危险危废，

并安装监控、防爆灯及标识标牌，危废库设置“双人双锁”，门口摆

放消防设施，危险废物均委托徐州诺恩固体废物有限公司处置，固废

经合理处置后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5.5 环境风险源环境影响分析

变动前，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不涉及风险物质，变动后较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一期、二期环评及验收阶段新增危险库、

次氯酸钠储罐、聚合硫酸铁储罐、醋酸钠储罐等环境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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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仪、化验室废液及废试剂瓶、废矿物油储存于厂内危

废库，年最大储存量约为 1.5t，储存于厂内西侧的危废库 20m2，设计

危废贮存量为 2t以下。危废库建设、管理、贮存按照《省生态环境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

〔2019〕327号）的要求，内设置防腐及分区，设置带沿托盘放置危

废，安装了监控、防爆灯并设置标识标牌，实施“双人双锁”制度，

门口摆放消防设施。

（2）次氯酸钠储罐、聚合硫酸铁储罐、醋酸钠储罐

次氯酸钠储罐位于滤池南侧，次氯酸钠储罐容积 20m3，材质为

PE，储罐周边设置了应急池，应急池及储罐周边地面采用防腐、防

渗材料硬化，一旦发生泄露风险，经应急池和集水坑收集，能有效控

制环境风险。

图 5.5-1 围堰建设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分析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危

险废物 1.5t以危害水环境物质计，临界量为 100t，10%次氯酸钠纯物

质为 1t，临界量为 5t；10%聚合硫酸铁纯物质为 3t，临界量为 2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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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醋酸钠纯物质为 2t，临界量为 200t；盐酸为 0.023t，临界量为 7.5t；

硫酸为 0.03t，临界量为 10t，则变动后，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

为 0.243＜1，环境风险潜势为 I，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一、二

期的环境风险进行分析，编制、备案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采取严格

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可有效控制环境风险。

表 5.5-1 变动后环境风险分析及风险防范措施一览表

建设项目名称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 江苏省 徐州市 县 邳州市

地理坐标 经度 117°21′4.40″ 纬度 34°18′28.48″
主要危险物质

及分布

主要危险物质为危险废物和次氯酸钠溶液、润滑油、聚合硫酸铁、醋酸钠、

盐酸、硫酸等，主要分布在储罐区及危废库。

环境影响途径

及危害后果

（大气、地表

水、地下水）

①大气环境风险分析

本项目涉及的设备维护的废矿物油发生泄漏，使用、贮存中遇热源和明火燃

烧引发火灾事故，充分燃烧后的产物为 CO2和水，伴生有少量的 CO、烟尘

和携带少量未燃尽的物料，对区域大气环境及敏感目标造成影响。

②地表水环境风险分析

本项目涉及的危废库危险废物发生泄露溢出危废库、润滑油泄漏、次氯酸钠

泄露、聚合硫酸铁泄露、醋酸钠泄露、盐酸硫酸泄露渗入地表等，污染地表

水水质。

③地下水环境风险分析

危废间、储罐区防渗效果不好，润滑油、化学品泄漏等，渗入地表，将会污

染地表水、地下水。

风险方法措施

及应急预案

（1）火灾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建设单位应把物料贮存的防火工作放在首位，确保存

储区不发生火险。

①本项目要进行合理设计和规划，项目各相关设施的布置应符合相关防

火距离的要求；

②建议定期检查存储区的消防设施并进行消防检查；

③设置火灾报警系统：在容易发生火灾区域设置通用火灾报警控制器；

当发生火灾时，在岗员工穿防护服，佩戴防护手套和呼吸器，立即对初

起火灾进行扑救，就近原则运用灭火器材扑灭火源；当火势未能得到控制时，

要立即通知应急总指挥，启动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2）泄漏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水处理药剂均分区规范放置，次氯酸钠储罐、醋酸钠储罐及聚合硫酸铁

储罐周围设施围堰，防止溢流；厂区危废暂存库内危险废物全部分类堆放，

贴有辨识标签；危废暂存间具有“四防”设施，能够满足危险废物暂存要求；

污水管网均为架空建设，污水处理管道、污水处理建（构）筑物及污泥压缩

脱水间均进行了防渗措施，污泥脱水间地面设置了围堰防止滤液溢流。

（3）污水超标排放防范措施

本项目进出口均规范化设置，同时安装了计量槽、流量计、数采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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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COD、NH3-N、总磷、总氮在线监测设备，能够实时监测进出水浓度，

严格把控进出水指标；一旦发生超标排放事件，立即启动污水超标排放事故

应急预案。

5.6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分析见表 5.6-1，废水污染物的排放量不变，

固废零排放。

表 5.6-1 污染物排放总量变化情况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
变动前污染物

排放总量（t/a）
变动后污染物

排放总量（t/a）
变动前后

增减量（t/a）

废水

COD 730 730 0
氨氮 73 73 0
总氮 219 219 0
总磷 7.3 7.3 0

固废

废矿物油 / 0 0
化验室废物 / 0 0
在线仪废液 / 0 0
废试剂瓶 / 0 0
废水处理

污泥
0 0 0

5.7 累积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本次变动后，全厂变动情况为：

①生化池由连续曝气运行模式变为连续曝气/间歇曝气动态处理模

式；②尾水消毒方式发生变动和环评及验收遗漏的固废。通过《邳州

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曝气方式变动环境影响分析》（2019年 7月）生化

池由连续曝气运行模式变为连续曝气/间歇曝气动态处理模式仅仅是

通过启动、关停鼓风机来实现，该过程无废气、废水、固废产生，

COD、氨氮出水略有提高，但污染物排放均能达标排放且总氮去除效

率可以提高 13%左右。本次变动尾水消毒方式较紫外消毒效果更稳

定，进一步保证尾水水质的达标排放，补充完善了遗漏的固废，固废

变动对处理工艺和尾水排放无相互影响，因此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一期、二期上述多次变动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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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位于邳州市运河镇中运河北岸、六保河下

游西岸，服务范围为邳州市东南部老城区，服务面积约 8.4km2。邳州

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处理能力为 2万吨/天，二期工程处理能

力为 2 万吨/天。均已落实了环评及验收手续，并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取得了排污许可证。

本次变动主要为①环评及验收遗漏的在线仪废液、化验室废液及

试剂瓶、废矿物油，运营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固废得到合理处置；②对尾水消毒方式进行了优化，由紫外消毒变为

次氯酸钠消毒，变动后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项目的规模、地点、主

体处理工艺未发生变动；③环评设计一期污泥产生量约为 100t/a，二

期工程环评未计算污泥产生量，按设计进、出水水质核算，运营中产

生的污泥约为 8625t/a，产生的污泥由邳州市政府指定的南水北调邳

州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置，污泥得到合理处置；④曝气方式变动环境

影响分析 2019年 7月通过专家技术评审，以上变动环境影响分析结

果表明，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上述变动

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根据《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的规定及要求，

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

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①新建、

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②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

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③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

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根据上述变动影响分析，本次变动不属于重新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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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之一，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影响分析项目环评与

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52号）的要求，本次

变动可以纳入排污许可证变更管理，不会影响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具有环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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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2022年 2月 25日，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

限公司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以下简称“变动环境

影响分析报告”）专家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报告编制

单位）及 2位专家（名单附后），与会人员踏勘了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验收后的现

场、审查了《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

分析报告》等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意见如下：

一、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位于邳州市运河镇中运河北岸、六保河下游西岸，服务范

围为邳州市东南部老城区生活污水，服务面积约 8.4平方千米。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能力为 4万吨。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目前日处理城镇污水 4万吨，出水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共分为两期工程建设，一期工程

日处理能力 2万吨于 2006年 12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原出水执行标准为《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一期工程于 2013年 9月

进行了提标改造，于 2014年 6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改造后出水执行一级标准的

A标准；二期工程日处理能力 2万吨扩建项目，于 2016年 11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出水执行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于 2019年 8月 27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20382768289307G001Q）。

通过《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曝气方式变动环境影响分析》（2019年 7月）生化

池由连续曝气运行模式变为连续曝气/间歇曝气动态处理模式仅仅是通过启动、关停鼓

风机来实现，该过程无废气、废水、固废产生，COD、氨氮出水略有提高，但污染物

排放均能达标排放且总氮去除效率可以提高 13%左右。

二、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验收后变动情况

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和尾水消毒方式较环评和验

收发生了变动，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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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一期工程污泥环评设计产生量约为 100吨/年，二期工程环评未计算污泥产生

量，根据验收后现有日处理水量 4万吨，参考《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产排污系数手册》

（2010修订）中的核算方法进行核算，全年污泥产生量约为 8625吨；

2、在环评和验收阶段，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一期、一期提标改造项目、二期遗

漏化验室、在线监测的建设情况及相应的危废产生及处置情况和设备修护的废矿物油

产生及处置情况；实际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

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要求废矿物油、化验室废液、在线仪废液、废试

剂瓶收集暂存在合规的危废库内并委托徐州诺恩固体废物有限公司处置。

3、由于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原使用的尾水紫外消毒经长时间使用后，消毒效果

下降，通过对比现有消毒方式，选择使用城镇污水处理厂广泛采用的次氯酸钠消毒方

式对尾水进行消毒。

三、邳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验收后环境影响分析

验收后，原环评中各环境要素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均未发生变化。

1、废气

废气产生源及处理方式均未发生变化。

2、废水

对尾水消毒方式进行了优化，由紫外消毒变为次氯酸钠消毒，变动后未产生新的

污染物且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

3、固体废物

现有的危险废物均委托徐州诺恩固体废物有限公司处置，废水处理污泥由邳州市

政府指定的南水北调邳州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置，固废经合规处置后不会对周边环境

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4、噪声

本项目噪声产生源强及处置措施未发生变化。

四、结论

对照《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

﹝2019﹞934号）中《水处理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文件的要求，建设项目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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