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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 10 万吨锌基材料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3 月 31 日，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云南胜凯锌业有限

公司 10 万吨锌基材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云南胜凯锌

业有限公司、检测机构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环评单位、

5 名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根据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

司 10 万吨锌基材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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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 10 万吨锌基材料项目； 

建设单位：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及占地：位于罗平特色工业园区长家湾片区罗平锌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厂

区内，项目建设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内闲置厂房进行改造建设。 

投资总额：一期工程投资 1000 万元； 

操作制度及劳动定员：项目定员一期 25 人；项目采用三班制生产，每班 8 小时，

全年生产 300 天； 

生产规模：本次验收的一期工程年产 5 万吨锌基合金，其中压铸锌合金 1.5 万吨，

热镀锌合金 3.5 万吨； 

建设内容：本项目由 70t工频有芯感应电炉熔炼工段、压铸锌合金工段、热镀锌合

金工段、循环水处理工段、办公楼、化验室等组成。 

项目建设内容见表 1。 

表 1 项目建设内容落实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

称 

环评阶段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

情况 主要工程特征 备注 

一 主 阴极锌 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闲置厂房，在厂房内建设 70t 新建 与环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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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工

程 

体

工

程 

片熔炼 工频有芯感应电炉 1 座，额定功率 1200kW。采用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0#电解锌片，通过加入氯化铵，对熔炼过

程中在高温情况下由于与空气接触产生的氧化锌进行去除，最

终得到满足合金生产所需锌液 

段一致 

压铸锌

合金工

段 

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闲置厂房，在厂房内建设 15t

可倾式感应炉 1 座，额定功率 400kW；12t 保温炉 1 座，额定

功率 120kW；铸锭机 1 台；通过在感应炉内按比例投加高纯阴

极铜、高纯铝、原生镁锭，利用 70t 工频有芯感应电炉熔炼得

到的锌液，通过加入搅拌后得到符合产品品质的压铸合金液，

经保温炉保温、铸锭机铸锭后得到每块 10±0.5kg 的压铸锌合金

锭 

新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热镀锌

合金工

段 

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闲置厂房，在厂房内建设 15t

可倾式感应炉 2 座，额定功率 400kW；通过在感应炉内按比例

投加高纯铝、锑锭，利用 70t 工频有芯感应电炉熔炼得到的锌

液，通过加入搅拌后得到符合产品品质的热镀锌合金液，经人

工铸锭后得到每块 960±30kg 的热镀锌合金锭 

新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辅助工程 

软水循环系统：用于电炉炉体冷却，采用闭式冷却塔对循环水

进行冷却，冷却采用密闭盘管间接冷却，循环软水不与冷却介

质接触，不受污染 

新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铸锭机浊循环水系统：用于铸锭机铸锭模进行间接水冷，设置

一个 30m3 循环水池及回水泵，冷却采用自然冷却，软水循环系

统排水和闭式冷却塔循环系统排水均作为该系统的补充水 

新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闭式冷却塔循环水系统：经泵送至喷淋管喷淋后对密闭盘管内

的炉体冷却水进行换热，闭式冷却塔的冷却水不与生产系统接

触，为冷却塔内部循环水，经冷却后内部自循环使用。 

新建（与二

期 工 程 共

用） 

与 环 评 阶

段一致 

公用工程 

供电：电源由罗平锌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变电站引入，再经过

变压器变压后供生产线使用。 
新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供水管网：从罗平锌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接入 新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办公楼及化验室 改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成品仓库 改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环保工程 

设置一套处理风量为 75000m3/h 的布袋收尘器对生产线所有产

尘点进行治理，工频有芯感应电炉炉体内的烟气通过炉体上的

抽风口经风管进入布袋收尘器，设计电炉抽取风量为

24000m3/h，整个炉膛内部为负压状态不会产生无组织粉尘外

溢，扒渣口上部设置有集气罩，设计对扒渣口抽风量为

15000m3/h，设计集气效率为 95%。每台可倾式感应炉及其扒渣

口和进料口设置在一个密闭的集气罩内，集气罩上部为抽风口，

每台集气罩抽风量为 12000m3/h，集气罩对外开口部分，空气

进入集气罩流速大于 10m/s，整个集气罩处于负压状态，不会产

生无组织粉尘外溢 

新建 
与环评阶

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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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工程 

初期雨水：依托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已建设的 3 个事故水池（兼

作为初期雨水池），用于收集初期雨水 
依托 

与环评阶

段一致 

软水：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0m3/d 污水深度处理系统

出水 
依托 

与环评阶

段一致 

生活污水：依托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化粪池处理后进入罗平

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污水管网，最终排入罗平县市政管网 
依托 

与环评阶

段一致 

生产用水：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取水系统 依托 
与环评阶

段一致 

生活设施：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现有生活设施 依托 
与环评阶

段一致 

外部供电：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现有供电系统 依托 
与环评阶

段一致 

本项目产生的锌浮渣：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摇床车间加

工后产出粗锌和尾矿，粗锌送电炉锌粉车间生产锌粉，尾矿返

回浸出车间利用 

依托 
与环评阶

段一致 

根据现场对照，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及时间：重庆浩力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单位、审批时间及批复：曲靖市环境保护局，“曲环审 

[2018]65 号”，2018 年 10 月 30 日； 

开工时间：2018 年 11 月； 

工程施工单位：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 

竣工时间：2018 年 12 月； 

（三）投资情况 

环评阶段项目预计总投资 1000 万元，环保投资 65 万元，环保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

6.5%。 

项目实际投资为 1000 万元，环保投资 65 万元，环保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 6.5%。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为分期建设，本次对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 10 万吨锌基材料项目一期工程

相关内容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4 

根据现场对照，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与环评阶段一致，无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根据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资料，其整个厂区内已经建设有收集水沟及 3 个事

故水池（兼作为初期雨水池），容积分别为 1200m
3、3000 m

3 和 800m
3 水池，能够满足

厂区内初期雨水收集量，其已经通过验收。项目利用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闲置厂房在

其厂区内建设，本项目不新增初期雨水量，区域内雨水已经由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处理，本项目不在单独进行建设。 

项目区内废水主要为生产及生活污水。 

（1）生产废水 

1、软水循环水系统排水 

70t 工频有芯感应电炉、15t 可倾式感应炉的用水均为软水，且为间接冷却水，水经

过使用后仅温度升高，无其他污染，冷却采用间接冷却，经冷却后用泵加压后送用户循

环使用。净循环系统需定期排污，排放水质除钙镁离子增高外，不含其他污染物，送入

铸锭机浊循环水系统作为补充水，废水不外排。 

2、闭式冷却塔循环水系统排水 

闭式冷却塔的冷却水不与生产系统接触，为冷却塔内部循环水，水经过使用后仅温

度升高，经冷却后内部自循环使用。由于循环系统内冷却水不断循环后，循环水中钙镁

离子将会升高，同时由于与空气接触，水中会有少量悬浮物，因此循环系统需定期排污，

排放水质除钙镁离子增高及少量 SS 外，不含其他污染物，送入铸锭机浊循环水系统作

为补充水，废水不外排。 

3、生活废水 

项目厂区内的职工生活污水收集后统一处理。项目生活污水依托罗平锌电股份有限

公司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其污水管网最终排入罗平县市政管网。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建成运行后，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工频有芯感应电炉烟气、扒渣口烟气、

可倾式感应炉烟气。熔铸炉熔铸过程中因投加的氯化铵分解形成氨与氯化氢，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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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氨形成 ZnCl2(NH3)2进入浮渣，约 70%的氯化氢反应形成 ZnCl2(NH3)2 和 Zn5(OH)8Cl2，

剩余的约 80%的氨和约 30%的氯化氢从熔铸炉抽风口进入风管内，在风管内，在过量

氨的情况下，部分氨与全部氯化氢在出熔炼炉的风管内重新生成氯化铵颗粒后，可通过

布袋收尘器净化处理；未反应完的 NH3 也随着熔铸炉烟气，与其他产尘点的烟气一同

外排。因此项目生产产生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及氨。针对污染物特点，项目各废气经收

集后经布袋收尘器净化处理。 

感应电炉为密闭结构，炉体上有抽风口，其炉体内的烟气通过炉体上的抽风口经风

管进入统一的布袋收尘器；针对扒渣口废气在其上部设置集气罩进行收集后经风管进入

统一的布袋收尘器；可倾式感应炉烟气整个扒渣及进料口设置在一个烟罩内，烟罩上部

为抽风口，其产生烟气经炉体上的抽风口经风管进入统一的布袋收尘器。经收集后的工

频有芯感应电炉烟气、扒渣口烟气、可倾式感应炉烟气经统一的布袋收尘器净化处理后

经 15m 烟囱外排。 

2、无组织废气 

本工频有芯感应电炉、可倾式感应炉烟气为负压收集，无废气外溢，而工频有芯感

应电炉扒渣口设置集气罩进行收集，其部分废气会以无组织形式进入外环境，其无组织

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项目通过大风量抽取、高效集气罩减小扒渣口粉尘的外溢，减小

无组织粉尘外排量。 

（三）噪声 

建设项目噪声主要来收尘引风机、压铸合金爬坡铸锭机、感应炉搅拌器、变压器等。

其源强值一般在 80～95dB（A）之间。 

在噪声治理上，针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噪声，采取了不同的消声、隔声措施。对空气

动力性噪声，主要在风机进、出口以及空压机吸风口加装消音器以控制噪声；对机械动

力性噪声，由于其高频高强的特性（声强的主频分布为 1500～2000HZ；声强 85～

105dB(A)），在噪声的传播过程中容易衰减，且易受厂房、墙体、植被的吸收和阻隔，

因此，对高噪设备用减震、封闭式厂房隔音，同时在车间外和厂区空地搞好绿化等措施，

以降低噪声强度。 

（四）固体废物 

项目建成运行后，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阴极锌片熔炼渣、飞灰、污水处理站污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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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职工生活垃圾。 

1、阴极锌片熔炼渣 

0#锌片熔炼过程中将产生一定量的锌浮渣，由于锌浮渣中锌含量较高，锌含量达

80%以上，为危险废物，代码为 HW48-321-009-48。项目在每个扒渣口下方设置一个接

渣盆，在每个扒渣区共设置 3 个渣盆，当每个渣盆装渣结束后，直接用车间内行车调运

到叉车上直接送往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摇床车间，与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熔炼

车间的锌浮渣一同进入摇床车间加工后产出粗锌和尾矿。锌浮渣不在车间暂存。 

2、收尘系统收集的锌灰 

项目设置一套布袋收尘系统对产生产生烟气进行净化处理，根据危险废物名录，收

尘系统收集的锌灰类别为 HW48-321-014-48，属于危险废物。其在收尘器出灰口设置一

个聚四氟乙烯袋，收尘灰直接进入袋中，锌灰装满后直接用叉车送入罗平锌电股份有限

公司浸出车间作为生产原料，锌灰不在车间内暂存。 

3、压铸合金熔炼浮渣 

压铸合金感应炉熔炼过程中，在锌液输送以及合金化时仍会有少量合金氧化，形成

一定量的压铸合金浮渣，根据危险废物名录，锌浮渣类别为 HW48-321-009-48，属于危

险废物。 

项目压铸合金浮渣全部送罗平锌电公司摇床车间加工后产出粗锌和尾矿，粗锌送电

炉锌粉车间生产锌粉，尾矿返回浸出车间利用。 

项目在每个扒渣口下方设置一个接渣盆，每个扒渣区设置 2 个渣盆，当每个渣盆装

渣结束后，直接用车间内行车调运到叉车上直接送往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摇床车间，

与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熔炼车间的锌浮渣一同进入摇床车间加工后产出粗锌和

尾矿。锌浮渣不在车间暂存。 

4、热镀锌合金熔炼浮渣 

热镀锌合金感应炉熔炼过程中，在锌液输送以及合金化时仍会有少量合金氧化，形

成一定量的热镀锌合金浮渣，根据危险废物名录，锌浮渣类别为 HW48-321-009-48，属

于危险废物。 

本项目热镀锌合金浮渣全部送罗平锌电公司摇床车间加工后产出粗锌和尾矿，粗锌

送电炉锌粉车间生产锌粉，尾矿返回浸出车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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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每个扒渣口下方设置一个接渣盆，在每个扒渣区共设置 2 个渣盆，当每个渣

盆装渣结束后，直接用车间内行车调运到叉车上直接送往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摇床车

间，与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熔炼车间的锌浮渣一同进入摇床车间加工后产出粗锌

和尾矿。锌浮渣不在车间暂存。 

5、废耐火材料 

项目每年检修时，熔炼炉等将更换耐火材料，熔铸炉内使用的镁铝砖作为耐火材料，

为第 I 类一般工业固废，项目不设置废旧耐火材料暂存点，每次更换完毕后由耐火材料

生产厂直接回收。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为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对项目公共环保设施系统可能出现的紧急和重大的突发事

件，建立和完善环境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长效机制，及时采取有序、高效的应急控制

措施，组织实施抢修抢险工作，最大限度地预防事件的发生和控制事件的深度发展，最

大限度地避免和减轻因突发事件而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

设单位已经编制《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并报曲靖市生态环境局罗平

分局备案，备案编号为 530324-2019-014-L。本次要求建设单位定期组织员工参加《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学习并组织员工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演练。 

2、环境管理及定期监测计划 

（1）环境管理机构 

项目从人员配置上组建了专职环保机构，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2）环保管理人员职责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的监督和检查，定期上报各项环保管理工作的执行情况。 

2）工厂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

防治生产过程中或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危害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3）组织制定公司内部的环保管理规章制度，明确职责，并监督执行。 

4）建立环保监测室，认真做好污染源及处理设施的监测、控制工作，及时解决运

行中的环保问题，做好应急事故处理，参与环境污染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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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好工厂环保设施运行记录的档案管理工作，定期检查环境管理计划实施情况。 

6）检查工厂内部环境治理设备的运转情况，日常维护及保养情况，保证其正常运

行。 

7）开展环保技术人员培训，提高环保人员技术水平，提出环境监测计划。 

8）针对生产特点，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避免重大环境安全事故的发生。 

9）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本厂的环保工作情况。 

 4、卫生防护距离情况 

根据环评中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结果及项目防护区规定，确定本

项目厂界周边 50m 为环境防护距离。目前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卫生防护距离为厂界

外 1000 米设定。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在此范围内，因此本不需设置卫生防护距离，根

据调查，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点，因此该项目建设不存在居民

搬迁问题。 

5、其他设施 

项目现有废气排放口1个，采样口设计及采样平台设置均符合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

规范（HJ/T397-2007）。排放口设计规范，排放口上检测口位置安排合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生软水循环水系统排水和闭式冷却塔循环水系统排水送入铸绽机浊循环水系统作

为补充水。生活污水依托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化粪池、 污水管网， 排入罗平县市政

管网最终进入罗平县学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废水不外排。 

（二）废气 

项目熔铸车间工频有芯感应电炉扒渣口烟气通过其上部设置的集气罩进行收集，炉

膛内的烟气通过炉体上的抽风口经风管收集；可倾式感应炉烟气及其扒渣口和进料口烟

气通过上部设置的密闭集气罩进行收集；所有废气经风管、集气罩收集进入布袋收尘器

集中净化处理后通过 15m 的主排烟风机排至烟囱外排。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经净化处

理后，外排颗粒物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 限值要求；氨

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限值要求，达标排放。 

同时根据本次监测，其厂界无组织粉尘满足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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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25466-2010 ) 表 6 限值要求。 

（三）噪声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 类区噪声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 

项目区各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小。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1、废气  

本次监测结果计算，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如下：颗粒物：2.76t/a，氨 0.0576t/a。 

环评计算总量（一期）为：颗粒物：3.13t/a，氨 0.79t/a。 

项目验收监测计算项目污染物排放量在环评批复排放指标范围内，满足环评要

求。具体总量指标请环保局进行核定。 

2、废水： 

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不设置总量控制指标。 

3、固废： 

项目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置，不设置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环境空气 

根据监测结果，私田村、茶山村、长家湾处的 TSP、PM10、PM2.5、SO2、NOX、氨

均满足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限值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

气环境》（HJ2.2-2018）中附录 D 表 D.1 中浓度限值要求。 

（二）地表水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附近地表水体中各项监测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质标准。 

（三）地下水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附近 15 个监测点的各项监测指标满足 GB/T14848-2017《地

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