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受理公示

企业名称 南通瑞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设施地址
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东安科技

园区江明路北侧

法人代表 陈链

申请经营类别及

数量

清洗处置含【有机溶剂、矿物油、染料、涂料、

有机树脂类、酚、醚、有机卤化物、无机化学

品】的包装桶（HW49,900-041-49）35 万只/a

（其中：钢桶 30 万只/a；塑料桶 3 万只/a；

吨桶 2 万只/a）；处置、利用 200L 以下废包装

桶 13800 吨/a）。

主要工艺

详见废物处置工艺



图一 钢桶、塑料桶



图二 吨桶

图三 废油漆桶



废物的运输

1.废物运输方式

厂外运输采用汽车公路运输，外委社会运输单位，厂内运

输自备叉车 3 辆。

2.现有运输工具数量和资质（或租用运输工具的来源、数

量、资质）

来源：租用南通杰友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专用

汽车

数量：十一辆

南通杰友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资质：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

输（集装箱），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 项，2 类 2 项，

2 类 3 项，3 类，6 类 1 项，8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

3.废物运输时的应急方案和工具

无相关设备，人为删选，确保包装无渗漏情况，盖好盖子，

保证密封性后装车（运输车辆具备危险废物资质）。



废物的贮存/暂存

1.废物贮存/暂存方式

拟建项目产生的残夜、渣、废溶剂、漆渣、废活性炭属于

危险废物，采用符合标准的塑料或铁桶盛装后，由厂内叉车运

送至危险废物暂存场暂存。拟建项目危险废物暂存场占地面积

150m
2
，设置标志牌，地面与裙角均采用防渗材料建造，有耐腐

蚀的硬化地面，确保地面无裂缝，地面渗透系数达到 1.0×10
-10

厘米/秒，并建有 2m 高围堰和泄漏液体收集设施，危险废物暂

存场做到“防风、防雨、防晒”，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 18597-2001）及修改单的要求。

2.废物贮存场所情况简述

项目设置 4369.24m
2
原辅料仓库一个，原料桶、二甲苯、乙

醇、片碱、油漆等在原辅料仓库分区储存；产品存储于 2059.43

m
2
产品仓库；危废储存于 150m

2
危废暂存间，地面进行防腐防渗。

废物的预处理

1.废物预处理工艺

详细见废物处置工艺

2.废物预处理设施、设备

详细见废物处置工艺



废物处置工艺及设备、设施

1. 废物处置工艺

1.1.钢桶、塑料桶生产线工艺流程

图 1 钢桶、塑料桶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工艺流程简述：

（1）倒残



废包装桶收集储存后，运至倾倒残液区，首先检查桶中有

无剩余物料，如有少量残液，则在清洗前，先将有残液的包装

桶送到倒残区域利用吸残罐真空吸残。此工序会产生 G1-1VOC 废

气、残液残渣 S1-1。

（2）整形整边

包装桶运至专业整边机和整型机上，将旧包装桶的桶口桶

边整圆，并对桶身进行整形、修复，整形整边只是针对钢桶。

此工序会产生 G1-2VOC 废气。

（3）清洗

为使废包装桶翻新，需要将废包装桶的内部清洗干净，首

先向桶内泵加入一定量的溶剂（二甲苯或乙醇），然后将包装桶

按顺序自动喂入摆动式翻转机架中，圆型摇动轨道可自动将摇

摆床放置水平和左、右倾斜 70 度角，以彻底清洗放置在摇摆床

的包装桶桶身内部和内部底部。同时采用 5%碱液对内外壁进行

滚动清洗。清洗过程中产生 G1-3废气，主要成分为二甲苯、乙醇；

溶剂循环使用数次后作为废溶剂 S1-2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4）吸干（吹干）

清洗后包装桶内残留少量清洗溶剂，控放一段时间后利用

吸残罐将其吸出，然后利用全自动吹(烘)干机进行内外干燥。

废塑料桶经清洗后即可作为产品外销，不需要进行喷漆；

钢桶需送入喷漆等工序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吸干过程产生废气 G1-4，主要成分为二甲苯、乙醇，废溶剂

S1-3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5）检漏

在被检件内部充入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如有漏孔，压缩

空气便通过漏孔漏出，在被检件外部用检漏器进行检测，从而

判定漏孔的位置和漏率的方法。

为确保翻新后的包装桶质量，需通过专业检漏机对整型清

洗后的包装桶进行全方位彻底的检漏，此过程会产生 S1-4不合格

的废桶。

（6）喷漆、烘干

经过整边、整型、检漏后，要在包装钢桶表面，在喷漆房

内重新喷上油漆。需喷漆的包装桶在挂桶区上架，经链条从喷

漆房侧面进入喷漆区，油漆通过喷枪借助于空气压力，分散成

均匀而微细的雾滴，涂施于产品表面。喷漆完成后从侧方出喷

漆区域，经传运装置进入烘干区域。

喷好油漆的包装桶自动进入保温烘干房内，通过天然气燃

烧加热的热空气干燥，热源通过风洞热流循环系统和抽湿系统

自动将包装桶表面喷涂的油漆进行烘干。经过上述步骤，即完

成了旧桶的清洗翻新工序。

喷漆和烘干过程会产生喷漆废气 G1-5，主要成分漆雾、二甲

苯、乙酸丁酯、非甲烷总烃及烘干废气 G1-6，主要成分二甲苯、

乙酸丁酯、非甲烷总烃。

建设项目喷漆车间作业时间为2400h，喷漆件数为 15万只，

喷涂面积约 9 万 m2，喷漆厚度约 30μm。



1.2.吨桶生产线工艺流程

图2 吨桶清洗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工艺流程简述：

（1）吸残

废包装桶收集储存后，运至倾倒残液区，检查桶中有无剩

余物料。如桶中还有少量残液，在清洗前先将包装桶中的残液

吸出。此过程产生少量废气 G2-1VOC 废气、残液残渣 S2-1。

（2）清洗

清洗采用的工艺与清洗塑料桶及钢桶类似，采用的溶剂相

同。清洗过程中产生 G2-2废气，主要成分为二甲苯、乙醇；溶剂

循环使用多次后作为废溶剂 S2-2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3）吸干（吹干）

吸干、吹干采用的原理及工艺与塑料、钢桶类似，吸干过

程产生废气 G2-3，主要成分为二甲苯、乙醇，废溶剂 S2-3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理。

1.3.废油漆桶生产线工艺流程

图3 废油漆桶处理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工艺流程简述：

（1）撕碎

首先用四轴撕碎机（入料口设置水幕和集气罩）把金属桶

撕碎，处理成条状或片状金属碎片（边长为 3~4cm）；此过程产

生 G3-1废气，主要成分为 VOC、颗粒物，水幕循环使用多次（8~10

次）后产生废水 W3-1。

（2）滚筒清洗

金属碎片与其附着的有机物再进入密闭清洗机，清洗机采

用滚筒结构，采用水（包括新鲜水及经污水站处理后回用的中

水）作为介质，通过高速碰撞摩擦使附着物与铁片在清水中逐



步分离，清洗干净后的金属片与水离心分离。此过程产生 G3-1

废气，主要成分为 VOC，清洗废水经循环使用 2~3 次后外排产

生废水 W3-2。

（3）打包挤压

最后经打包挤压成块状，作为回收金属外售给炼钢厂原料。

2.废物处置设备、设施

钢桶、塑料桶处置设备、设施：十工位塑料桶清洗机；

吨桶处置设备、设施：单工位吨桶清洗机；

油漆桶处置设备、设施：废小包装桶清洗回收生产线。



污染防治措施及防治效果

1.污染物产生情况

废水主要有水幕废水、废油漆桶清洗废水、生活污水、初

期雨水等；

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倒残、溶剂清洗、喷漆及烘干等工

段废气

项目工业副产物有残液（渣）、废清洗溶剂（含清洗溶剂、

碱液、经溶剂清洗进入废溶剂的残液）、废钢桶、漆渣（含废油

漆桶撕碎、清洗废水和清洗剂处理产生）、废活性炭、污泥、废

抹布（机修等）、生活垃圾。

2.污染防治设施及工作原理

废水：项目将废水采用分质处理，将含二甲苯、石油类等

的有机物废水经气浮+水解酸化处理后和生活污水、初期雨水进

行接触氧化池生化处理，处理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

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由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如泰

运河。

项目撕碎、倒残、吸残、整边整形、清洗废气采用 RTO 处

理，设计处理能力 15000Nm
3
/h；撕碎产生的金属粉尘采用水幕

处理；喷漆及烘干废气采用过滤毡+金属丝网过滤器+活性炭吸

附处理，活性炭催化燃烧再生。

建设项目危废暂存场所设置于厂区的北侧（150m2）。项目

产生的的危险固废如残液、渣、废溶剂、漆渣、废活性炭等委

托中节能连云港有限公司处置；废钢桶外售处理，一般固废如



生活垃圾等由环卫统一清运后卫生填埋。

3.污染防治效果（监测数据）

公司的各项环境指标均严格按照备案过的环境监测方案执行，

委托江苏中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第三方代为检测。



预防和处理污染事故和其它突发性事件的方案和资金保障计划

1.废物分析的主要仪器、设备及分析项目

PH 计、电子分析天平、水质测试仪

2.安全、保卫措施

施行安全责任制，各岗位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值班人

员对定时定岗人员进行不定时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解

决，公司领导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3.内部检查监督管理措施

为加强储存区、生产区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确保安全设

施正常，且被正确使用。

危险废物贮存安全措施

（1）进入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的安全措施：贮存危险

废物仓库，设置 24 小时监控系统；对进、出的危险废物进行连

续出入库记录；处置设施周围设置人工障碍物，如栅栏等；严

格控制闲人进入。

（2）易燃、不相容废物的安全措施：确保上述废物远离火

源的措施，在贮存和处置易燃、不相容废物的场所设置“禁止

吸烟”标识或“严禁烟火”标识；设置隔离的吸烟区域；防止

不相容废物混合贮存，以免产生如起火、爆炸、释放有害气体

等剧烈反应。

生产区安全措施

生产场地属禁火区，应远离明火区。生产区严禁烟火和设

置明显警示牌并按规定设置灭火器材。厂区设防火通道，防火



通道必须沿生产区环形布置，通道宽度必须达到两辆消防车停

车位置，禁止在通道内堆放物品，以保证道路通畅。消防器材

实行定员管理，定期检查，过期更换。所有上岗人员必须严格

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厂区电器一律采用防爆型设备，电工不准

带电作业，有紧急情况需有专人做好应急保护措施。合理安排

生产的周期，以减少瞬时污染物发生量。

4.人员培训及持证上岗情况

公司所有员工上岗前，需进行岗前培训，了解各项制度，

规范，操作方法，应急措施等，考核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司

机、铲车司机、电焊工等特殊工种人员，需取得国家通用特殊

作业上岗证后才可上岗。

5.意外突发事故应急措施

建立应急预案，并按预案要求建立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及应

急救援队，明确职责及分工。应急预案的范围应包括停水、停

电、火灾等公用设施突发事件，也包括设备故障、程序故障、

事故性排气、固废泄露与散失等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的突发性时

间。

当发生意外突发事故时，应按事故分级按程序立即向公司

领导报告，开展救援工作。按需要第一时间向环保、交警、110、

120 等报案，并检查意外突发事故所造成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为防止事故现场气体或粉尘达到爆炸浓度划出警戒范围，杜绝

一切火种，尽最大可能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组织现场人员

疏散，与此同时迅速组织力量抢救遇险人员，将伤员送往医院



观察治疗。在有关人员到达现场后，作好与专业事故处理人员

的配合准备工作。

事故处理完毕，对现场进行监测，确保水、气、土壤等均

处于安全状态。

执行事故报告制度，向有关单位上报事故情况。

公司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演练工作。

应急预案已向环保主管部门备案。

6.环境监测措施

公司的各项环境指标均严格按照备案过的环境监测方案执

行。

7.发生意外突发事件，消除污染的资金保障措施

已购置保额为 100 万元的环境污染责任险，作为公众环境

事故的资金支持。



周边环境简述及地理位置图

公司厂址为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具体位于

南通柏海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南侧，新能源公司东侧，如东进

口欧再生资源加工区西侧。



厂区布局说明及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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