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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

计 划》 和《漯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相关要求，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预

防， 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根据2022年5月14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文件公

布《漯河市2022年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的通知》确定舞阳威森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在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内。

根据责任书的要求，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按照《工业企业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 等要求完成土 壤

隐患排查工作。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开展此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

，我公司成立隐患排查小组对厂区进行了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在项目设计

资料、生产现状分析、污染物排放及环保措施、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措施分析

的基础上，对可能涉及土壤污染的工业活动和设施进行了隐患识别和措施排

查，同时就排查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意见，编制完成了《舞阳威森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1.2

针对可能涉及土壤污染的工业活动和设施进行现场核查，从环保工程

（风险管控）措施及运行管理制度两方面，确定各重点关注排查对象及潜在

污染物质的土壤污染风险防控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对已存在泄漏污染或重大

污染风险隐患的设施或生产节点进行记录、建立清单，为下一步整改方案的

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 和《漯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要求，加强土壤风险管控，加强对土壤重点企业监管。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公



布2022年漯河市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的通知，按照《工业企业土

壤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的要求，开展

土壤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

1.3

通过对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资料收集、人员访谈，排查范围

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内各区域及设施信息，确定重点场所和重点

设施设备，即可能或易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的场所和设施设

备。

按照《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

南》的相关要求，并结合企业生产工艺及所用，原辅材料等相关资料，对企

业展开综合性的污染隐患排查，主要涉及生产区、原材料及固体废物堆存地

区、储放区和转运区、危险废物仓库等重点区域，主要对易产生土壤或地下

水污染的区域或设施进行详细排查：

1.3.1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域或生产设施：

1.3.2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储存或堆放区域：

1.3.3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转运、传送或装卸

区域；

1.3.4贮储或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各类罐槽或管线；

1.3.5三废处理位置或排放位置。

1.4

1.4.1.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

2015年01月01日起实施）；



1.4.1.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八号， 2019 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

1.4.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8.1.1）；

1.4.1.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2016〕 31 号） ；

1.4.1.5《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生态环境部令第 3 号，

2018年 08 月 01 日起实施）；

1.4.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4.30）；

1.4.1.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20.1.1）；

1.4.1.8《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 》（国环〔2021〕

第 1 号）；

1.4.1.9《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 （环发[2008]39 号） ；

1.4. 1. 10 《 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 》（ 豫政〔2017〕13 号）；

1.4.1.11《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建立 2019 年土壤污染重点监管

单位名录的通知》 （豫环办〔2019〕 25 号）；

1.4.1.12《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漯河市2019年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名录的通知》 （漯环〔2019 〕62号）；

1.4.2

1.4.2.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1.4.2.2《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2020)；

1.4.2.3《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

（GB36600-2018）；

1.4.2.4《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



1.4.2.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HJ25.1- 2019）；

1.4.2.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1.4.2.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 年版） ；

1.4.2.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 （HJ819-2017）；

1.4.2.9《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

知》 （安监总管三〔2011〕 95 号） 。

1.4.2.10《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

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09〕 116 号）；

1.4.2.1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 目

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 （安

监总管三〔2013〕3 号）；

1.4.2.1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8218-2018）；

1.4.2.13《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令第 40 号）；

1.4.2.14《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45 号颁布，国务院令

653号及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1.4.2.15《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XG2013）；

1.4.2.16《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5085.7-2019） ；

1.4.2.17《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298-20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 （HJ81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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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位于漯河市舞阳县产业集聚区青岛路南段化工园，

是张家港威胜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3日，注册

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是一个由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农科院的8名博士硕士团队

创建的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致力于抗疟原料药、抗老年痴呆原料药、有机钙、镁食

品添加剂等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公司不断致力于医药、食品添加剂相关新产品和新技

术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拥有医药食品行业专业的技术人员，先进的检测实验仪器设

备，在产品及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方面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2.2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金坤，该公司位于舞阳县产业集聚区

青岛路南段化工园，占地面积35075.7㎡（52.6亩），生产本芴醇、5-溴-7-氮杂吲哚、

三甲基溴化亚砜、苏糖酸镁、苏糖酸钙等产品。该公司2014年5月4日取得了河南省环

境保护厅《关于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年产200t本芴醇类产品、15t青蒿素类产品、

10t长春胺类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豫环审【2014】166号文件）。2017

年12月22日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编号：914111215897233904001P。2019年4月

通过了《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年产200t本芴醇类产品、15t青蒿素类产品、10t

长春胺类产品项目》的自主验收。2020年5月27日取得了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舞阳

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年产15吨5-溴-7-氮杂吲哚、600吨三甲基溴化亚砜、50（50）L

-苏糖酸镁（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漯环监审[2020]13号）。2021年11

月通过了《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年产15吨5-溴-7-氮杂吲哚、600吨三甲基溴化

亚砜、50（50）L-苏糖酸镁（钙）项目》的自主验收。



2.3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表

产品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规格 形态
总消耗量

来源
（t/a）

本芴醇

1.1 芴 ≥95% 固态 164 外省、汽运

1.2 冰醋酸 ≥99% 液态 38 外省、汽运

1.3
液氯 ≥99.6%、水份≤

0.05%

液态
146

外省、汽运

1.4 二氯甲烷 ≥99% 液态 26 外省、汽运

1.5 三氯化铝 ≥99% 固态 150.0 外省、汽运

1.6 氯乙酰氯 ≥99%，二氯含量

≤0.8%
液态 60.0 外省、汽运

1.7 硼氢化钾 ≥99% 固态 26.97 外省、汽运

1.8 氢氧化钠溶液
30% 液态 62.33 外省、汽运

1.9 二正丁胺 ≥99% 液态 57.35 外省、汽运

1.10 对氯苯甲醛 ≥99% 固态 61.7 外省、汽运

1.11
甲醇 ≥99%

液态
110.3

外省、汽运

1.12 乙酸乙酯 ≥99.9% 液态 78.8 外省、汽运

1.13 电（万 KWh） 110KV / 143 蔡庄变电站

1.14 蒸汽（t） 0.3~3.0MPa / 2304 集中供热

三甲基溴

化亚砜

2.1 二甲基亚砜 99%，水份

≤0.03%
液态 400 外省、汽运

2.2 溴甲烷 99% 液态 333.0 外省、汽运

2.3 甲苯 99% 液态 15.12 外省、汽运

2.4 甲醇 99% 液态 9.0 外省、汽运

2.5 原甲酸三甲酯 99%，水份

≤0.05%
液态 8 外省、汽运

2.6 水 / 液态 80 市政

2.7 电（万 KWh） 110KV / 100 蔡庄变电站



2.8 蒸汽（t） 0.3~3.0MPa / 3000 集中供热

5-溴-7-氮
杂吲哚

3.1 2-氨基-5-溴吡啶 99% 固态 19.5 外省、汽运

3.2
冰醋酸（乙酸） 99.6% 液态 11.1 外省、汽运

3.3 亚硫酸氢钠 99.0% 固态 7.3 外省、汽运

3.4 氢氧化钠溶液 30.0% 液体 115.45 外省、汽运

3.5 甲苯 99.0% 液态 4.18 外省、汽运

3.6 乙腈 99.5% 液态 2.22 外省、汽运

3.8 碘 99.5% 固态 12.87 外省、汽运

3.9 高碘酸钠 99.0% 固态 6.9 外省、汽运

3.10 硫酸 60% 液态 15.0 外省、汽运

3.11 二氯甲烷 99.0% 液态 6.384 外省、汽运

3.12 活性炭 医用级，200目 固态 1.2 外省、汽运

3.13 碘化亚铜 ≥98.0% 固态 0.08 外省、汽运

3.14 二异丙基胺 ≥99.2% 液态 11.7 外省、汽运

3.15 3-甲基丁炔醇-3 ≥99% 液态 9.9 外省、汽运

3.16 N-甲基吡咯烷酮 ≥99% 液态 30 外省、汽运

3.17 盐酸 37% 液态 16.54 外省、汽运

3.18 水 / 液态 660 市政

3.19 电（万 KWh） 110KV / 30 蔡庄变电站

3.20 蒸汽（t） 0.3~3.0MPa / 4500 集中供热

L-苏糖酸

镁

4.1 维生素 C 99% 固态 64.5 外省、汽运

4.2 纯化水 - 液态 966.0 自制

4.3 双氧水 27.5% 液态 128.8 外省、汽运

4.4 氢氧化镁 99% 固态 26.0 外省、汽运

4.5 活性炭 医用级 固态 12.88 外省、汽运



产品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规格 形态
总消耗量

来源
）（t/a）

4.6 无水乙醇 99%，水份≤0.8% 液态 9.66 外省、汽运

4.7 电（万 KWh） 110KV / 100 蔡庄变电站

4.8 蒸汽（t） 0.3~3.0MPa / 4500 集中供热

L-苏糖酸

钙

5.1 维生素 C 99% 固态 61.2 外省、汽运

5.2 纯化水 - 液态 966 自制

5.3 双氧水 27.5% 液态 124.0 外省、汽运

5.4 碳酸钙 99% 固态 34.0 外省、汽运

5.5 活性炭 医用级 固态 12.88 外省、汽运

5.6 无水乙醇 99%，水份≤0.8% 液态 9.66 外省、汽运

5.7 电（万 KWh） 110KV / / /

5.8 蒸汽（t） 0.3~3.0MPa / / 集中供热



2.4

2.4.1 项目本芴醇加工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见下图



2.4.2三甲基溴化亚砜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见下图。



2.4.3 5-溴-7-氮杂吲哚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见下图。



2.4.4苏糖酸镁（钙）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见下图。



2.5
排查对象一览表

排查区域 排查对象 重点设施 重点物质

一车间

各类储存罐、反应

罐、生产设备、输送

管道、车间地面及周

边等

真空泵

生产用各类有毒有害

原料、润滑油等

动力泵

缓冲罐

计量罐

反应釜

离心机

双锥干燥器

二车间
各类储存罐、反应

罐、生产设备、输送

管道、车间地面及周

边等

真空泵

生产用各类有毒有害

原料、润滑油等

动力泵

缓冲罐

计量罐

反应釜

离心机

双锥干燥器

三车间

各类储存罐、反应

罐、生产设备、输送

管道、车间地面及周

边等

储水罐

生产用各类有毒有害原

料、润滑油等

纯净水储罐

净水机组

精密过滤器

微孔过滤器

真空泵

动力泵

缓冲罐

计量罐

反应釜

离心机

双锥干燥器

其他辅助设施 辅助设施

液压车

润滑油
空压机

制氮机

叉车



蒸汽锅炉

废水处理

各类废水处理池、事

故池、消防池、沉淀

池、化粪池等

车间废水暂存池

生产用各类有毒有害

原料、润滑油等

事故池

消防水池

化粪池

废水处理池

危废区 危废区 危废暂存间 废活性炭、废UV灯管

等各类危险废物

储存区 原料仓库、成品仓库
原料仓库、成品仓

库
生产中涉及的各类有

毒有害原料

化验室 化验室 化验室 所用药剂、检验物及

生成物

2.6污染防治设施

2.6.1池体类储存设施

池体类储存设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主要有两种：（1）池体老化、破

损、裂缝造成的泄漏、渗漏等；（2）满溢导致土壤污染。本项目池体类储

存设施主要有乳油车间沉淀池、事故池、消防水池、化粪池、雨水收集池、

污水处理池等。本项目池体类储存设施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的重点见下表。

池体类设施的排查重点

设施及位置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车间位于厂区中部，

二车间、三车间位

于厂区北侧，邻近

人民路

防渗池体

池体防

渗、防

满溢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系

统，确保正常运行；有

效应对泄漏事件；定期

检查防渗、密封效果；

日常目视检查；日常维

护

泄漏检测设施

化粪池、位于厂区办公

楼后，污水处理池位于

厂区东南角

防渗池体

泄漏检测设施

消防水池位位于办公

楼东侧、事故池

位于厂区东南角

防渗池体

泄漏检测设施



2.6.2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液体物料的满

溢；（2）装卸完成后，出料口及相关配件中残余液体物料的滴漏。本项目

所有产品复配时均涉及散装液体物料的装卸，其散装液体物料装卸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重点见下表。

液体物料装卸平台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位置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顶部装载

一车间、二

车间、三车

间

二次保护设施

物料装

卸作业

区、地

面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日常

目视检查；设置清晰的灌注

和抽出说明标识牌；有效应

对泄漏事件；定期防渗效果

检查；日常维护。

出料口放置处底下设置防滴漏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二次保护设施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罐装设施和出料口放置处，地面为

防渗阻隔系统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二、底部装载

一车间、二

车间、三车

间

有二次保护设施

物料装

卸作业

区、地

面

自动化控制或者由熟练工操

作；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设置清晰的

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特

别注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设备

的连接处；有效应对泄漏事

件；定期防渗效果检查；日

常维护。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二次保护设施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正压密闭装卸系统；或者在每个连

接点均设置防滴漏设施

地面为防治阻隔系统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2.6.3传输泵

传输泵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驱动轴或者配件的

密封处发生泄漏；（2）润滑油的泄漏或者满溢。本项目物料输送泵土

壤污染隐患排查重点见下表。

输送泵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2.6.4货物的储存和运输

本项目不涉及散装货物的储存和运输，所有货物均为包装货物因

此，排查重点为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包装货物的开放式运输。

2.6.4.1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包装材质不合适造成

货物泄漏、渗漏。本项目包装货物为液态或黏性物质，其重点排查内

容见下表。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物料输送泵

有二次保护设施

输送泵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日

常目视检查；有效应对泄漏

事件；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日常维护。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件设置防滴

漏设施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组合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有二次保护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有效应对泄

漏事件；定期清空防滴漏设

包装货物为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防滴漏设施

液态或黏性 仓库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2.6.4.2包装货物开放式运输

包装货物开放式运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货物从包装中渗漏、流

失和扬散，造成道路及周边土壤污染。其排查重点见表。

包装货物开放式运输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施；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日常维护。
物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组合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道路两侧有二次保护设施

货物包

装，厂

区道路

日常目视检查；有效应对泄

漏事件；定期开展防渗效果

检查；日常维护。

防止雨水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2.6.5生产区

本项目生产加工装置为密闭式，在运行管理期间无需打开，物料主要

通过管道填充或排空，土壤污染隐患较低。其排查重点见表。

生产区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2.6.7其他活动区

2.6.7.1危险废物贮存库

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年修订）

的一般要求，对危险废物贮存库进行排查，其排查重点见表6-8。

危险废物贮存库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组合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组合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密闭设备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发生故障的

零部件、检测样品采集点等位置

生产区

制定检修计划；对系统做全

面检查；日常目视检查；定

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日常

维护。

二次防护设施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危险废物贮

存库

建造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也

可利用原有构筑物改建成危险废物

贮存设施

危险废

物储存

库的建

设情

况、危

险废物

的包

装、分

类储存

情况

危险废物贮存库地面防渗、

防溢流、防雨，各类危险废

物在消除易燃易爆危险后分

别进行合适的包装，分类存

放，并做好标识，出入登

记，定期由有资质的危废处

置单位转运处理，并做好转

运记录

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

体的危险废物必须进行预处理，使之

稳定后贮存，否则，按易爆、易燃危

险品贮存

常温常压下不水解、不挥发的固体

危险废物可在贮存设施内分别堆放

必须将危险废物装入容器内

禁止将不相容（相互反应）的危险

废物在同一容器内混装

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

防漏胶袋等盛装

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容器

内须留足够空间，容器顶部与液体

表面之间保留100毫米以上的空间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上必须粘贴符

合标准的标签

2.6.7.2废水排水系统

废水排水系统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管道、设备连接处、涵洞、

排水井、污水井、分离系统等地方的泄漏、渗漏。本项目涉及的废

水排水系统主要是油水分离设施、沉淀渣收集等，其排查重点见表。

废水排水系统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6.1.1设
组合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 / 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地上排水系

统

防渗阻隔设施 油水分

离设

施、排

水口等

目视检查、日常维护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水分

离设施、设施连接处、涵洞、排水口

等，防止渗漏



应急收集设施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组合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防渗事故池 防渗漏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日

常维护

2.6.7.3车间操作活动

车间操作活动包括在升降桥、工作台或者材料加工机器上的操

作活动，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的飞溅、渗漏和泄漏。本项目车

间操作活动土壤污染隐患排查重点见表。

车间操作活动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组合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车间操

作活动

日常目视检查；有效应对泄

漏事件；定期清空防滴漏设

施；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日常维护。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防滴漏设施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注意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漏、渗漏

的地方设置防滴漏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的经常活动的部件与

易发生飞溅的部件

2.6.8化验室

分析化验室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质的泄漏、渗漏、遗洒。本

项目实验室土壤污染隐患排查重点见下表。

化验室土壤污染防治排查重点

组合
施工设计 日常管理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重点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化验室
日常目视检查；定期清空防

滴漏设施；定期开展密封和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防渗效果检查；日常维护。

关键点位置设置防滴漏设施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2.6.9环境管理记录

排查时，检查生产设备运行维护记录、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记录、

原料/成品储存记录、危险废物转运记录及厂区异常情况记录等资料，

排查人员详细记录异常情况。



占伟
2.7 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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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

为确定是否存在土壤污染，首先需要收集生产活动过程涉及的

物质、设施设备和运行管理等信息，通过充分的案头研究，确定物

质进入土壤的可能性以及分散方式，可能产生疑似污染的区域等。

3.2

通过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各车间和重点关注设备负责人、 环保管理人

员等补充了解企业生产、环境管理等相关信息，重点区域（包括涉及有 毒通

过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各车间和重点关注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原

材料及固体废物的堆存区、储放区和转运区等）；重点设施（包括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储罐、地下管线，以及污染治理设施等）

；包括设施设备运行管理，固体废物管理、化学品泄漏等情况，获

取企业重点关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管理措施，周边敏感目标，是否

出现过环境污染事故，并作为隐患排查的参考。

3.3

识别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编制土

壤 污染隐患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清单。若临近的多个重点设施

设备防渗漏、流失、扬散的要求相同，可合并为一个重点场所。

3.4

结合本企业生产实际开展排查，重点排查： 在发生渗漏、流失、

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的设施，包括二次保

护设施（如储罐区设置围堰及渗漏措施、收集沟）、防滴漏设施（如

小型储 罐、原料桶、污泥等采用托盘盛放），以及地面防渗阻隔

系统（指地面做防渗处理，各连接处进行密封处理，周边设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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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或者围堰等）等。

是否能有效、及时发现及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的设施

或者措施。如二次保护设施需要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地面防渗阻隔

系统需要定期检测密封、防渗、阻隔性能等。

4
4.1

4.1.1

4.1.1.1

根据现场排查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设置接地、离地储罐。造成

土壤污染主要情况为：罐体的内、外腐蚀造成液体物料泄漏、渗漏。储罐类

储存设施存在的土壤隐患排查情况表详见表。

设施名称 排查内容 现场情况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汇总

接地储罐 罐体的内、外腐蚀造成

液体物料泄漏、渗漏

无物料泄漏、渗漏情况，定

期派人巡检，定期检查。

1、日常维护； 2、定期检查罐

体； 3、定期检查防渗漏效果。

离地储罐 罐体的内外腐蚀造成液

体物料泄漏、渗漏

无物料泄漏、渗漏情况，定

期派人巡检，定期检查。

1、日常维护； 2、定期检查罐

体； 3、定期检查防渗漏效果。

4.1.2

4.1.2.1散状液体物料装卸

根据现场排查，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不涉及散装液体物料装

卸。

4.1.2.2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于管道的内外腐蚀造成泄漏、渗漏，物

料通过管道泵从槽罐车抽送至储罐内。管道运输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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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现场情况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汇总

物料运输地上管道 单层管道、无破损 1、定期检查管道；

2、2设专人进行日常巡检。

4.1.3

散装货物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散装干货物

因 雨水或者防尘喷淋水冲刷而流失进入土壤；（2）装湿货物因雨水冲刷而

流失，以及渗出有毒有害液体物质进入土壤。根据现场排查，原料专用运输

车 辆（密闭）运输至厂区内，转运中不涉及敞开式传送带或从车上直接倾

倒等

方式转移的情况，无溢流或扬撒。

固体物料包装储存的设

备设施

将包装物直接放置于密闭的设备中； 散装固体放置于水泥地面

使用特殊包装（如金属包装） 不涉及

具有防雨和防渗方向 能满足防渗漏要求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1）使用特殊

包装时，放置包装的区域保留有防渗下垫

面；（2）通过定期的监测和其它程序防

止泄漏。

不涉及

4.1.4
根据《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 要求：“工业生产须使

用防渗存储设施，防渗设施须安装在设备或活动的下方和周围，形成四周有

凸起的围堰，并确保具有足够的容纳空间。释放出的污染物必须定期清理。

还必须制定针对性的应急程序，发生意外事故时防止出现土壤污染。”企业

生产车间常进行一些临时存储和处理活动，需重点关注危险化学品临时存放

区，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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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类型 排查内容 现场情况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汇

总

生产工艺

整个活动中在防渗设施中完

成；

车间设置硬化地面
1、地面为防渗阻 隔系统；

2、防止屋顶或者覆盖物上

流下来的雨水冲刷货物；

3、日常维护、巡检；

4、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

水进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

雨水，实现雨污分流。

有防雨水和防淋滤的措施；
车间内部能满足防雨淋、防渗

漏要求

应急情况下具有清理设备； 有应急设置物资：沙、手套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 （1）

定期进行防渗监测；（2）具

有

完善的日常管理措施。

厂区派专人负责定期开展巡

查，形成台帐记录

4.1.5

1、危险废物的暂存场所

对照《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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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公司危废仓库

已设置“三防”措施，不同种类危废已分类暂存，危废仓已设置导流槽、收

集池、照明设施、监控设施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等。

根据现场排查，固体废物堆放土壤隐患情况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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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堆放土壤隐患排查表

活动类型 排查内容 现场情况

固体废物堆放

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在密闭防渗空间： 固体废物收集在密闭防渗空间

具有防雨和防渗设施：

危废仓库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 （GB 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相关

要求，铺设有环氧地坪进行防渗处理： 各类

危险废物分开存放，并设有明显分区； 一般

固废暂存场所满足防雨要求。

具有墙壁和屋顶防止随风扩散： 置于仓库内部，能满足防风要求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1)定期检查

固体废物堆放点的防雨、防渗和防扩散

措施：（2)具危废仓库有相关台账记

录 有完备的档案记录和管理措施：

危废仓库有相关台账记录

2、废水收集和排放

公司雨污分流，生产废水进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送产业集聚区污水

处理厂处理。

序号 排查内容 现场情况

1 是否有废水收集、处置排放设施 含氨氮、COD、总氮生产废水、生活污水进公

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产业集聚区污水处

理厂处理后，进入河道断面。

2 管道材质是否满足要求 现场管道符合要求

3 是否有定期维修保养记录 不涉及管道维修，对设备设施有维护保养

4 管道是否可视化 分质管道

4.2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已开展巡检工作，已形成隐患排查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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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医药

张金臣、何红梅、张晓娟、张俊华 2021.9.15

储罐区域

储罐类储存

经排查： 公司储槽、阀门等均采用耐腐
蚀材料，并进行防腐防渗处理，储槽罐
均设置有液位计、切断阀等设施，并设
有围堰、事故池等应急收集设施，配备
有收集水泵； 设备、管道、阀门密闭性
良好， 日常做好巡检、维护工作，不会
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管道运输区
经查： 公司管道运输无破损，日常做好
管道的巡检排查和维护工作，不会对土
壤环境造成污染。

货物储存和运输区

公司产品包装袋直接自动包装好，经传
送带输送到火车站台，直接装车皮； 现
场汽运车辆经现场移动皮带传送车皮，
日常做好现场巡检、监督管理，不会对
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生产区 车间生产装置

本芴醇合成装置、三甲基溴化亚砜、5-
溴-7-氮杂吲哚合装置、苏糖酸镁（钙
）合成装置，设备均为密闭设备，连接
的管道、法兰、 阀门均采用耐腐蚀材料
，并进行日常巡 检、维护，不会对土壤
环境造成污染。

3 其他活动区域

污水站

污水处理站均有防渗措施， 日常班组、
维修对其进行日常巡查、维护，不会对
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危险废物的暂存间

危废间均采用封闭库房，专库专用，地
面已全部硬化，并采用环氧树脂进行防
渗处理，四周设置围堰，库内有溢流槽、
收集池等导排设施，配备有灭火器、消
防沙等应急措施，不会对土壤环境造成
污染。

5
5.1

5. 1.1 企业已对土壤隐患定期开展排查工作，设专人定期巡检；

5. 1.2 在巡检排查过程中若发现土壤已经受到污染，应制定相应处置方案避

免污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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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2. 1加强生产现场的巡检、巡查力度，发现土壤污染，应及时采取控制措施，

避免污染；

5.2.2 公司已编制的土壤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定期修订

责任制度，使各项环保工作有章可循。

5.3

5.3. 1应定期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自行监测，做好土壤保护工作；

5.3.2 对应急预案进行培训，落实应急演练，确保事故发生时应急处置得当。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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