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稷和纺织有限公司年后整理加工纺织品 500 万米生产线项目环

评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受让绍兴县海发绒业有限公司（绍环批【2012】238 号）批复的设备指

标，按照设备指标购置定型机 1 台，拉毛机 8 台、刷毛机 1 台、剪毛机 3 台、摇

粒机 36 台。项目建成后形成年加工拉毛、定型面料 500 万米的生产能力。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表 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保护目标名

称 

坐标/m 与租用厂区 

方位、距离 
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敏感程

度 X Y 

1 盛陵村 257918.79 3340297.22 N、115m 

环境噪声：2类区标准 

一般 

2 大山西村 258038.21 3340027.66 E、175m 一般 

3 盛陵村 257918.79 3340297.22 N、115m 

环境空气：二级标准 

 

一般 

4 盛陵幼儿园 257508.97 3340140.64 W、240m 一般 

5 大山西村 258038.21 3340027.66 E、175m 一般 

6 大和村 257763.45 3339040.05 SW、645m 一般 

7 九鼎村 256268.62 3340176.99 W、1.4km 一般 

8 白洋村 259192.06 3338946.11 SE、1.5km 一般 

9 附近河道 258066.55 3340035.03 E、190m 水环境：Ⅲ类标准 一般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⑴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的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和清污分流，厂区雨水经收集后排入附近河流。

项目定型机水喷淋废水与生活污水一起经污水处理站（隔油+气浮）处理达标后

接入排污管网，最后送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因此，对周围河道的水环

境基本无影响，周围水环境质量仍能达标。 

⑵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厂区地下水环境各项污染因子的浓度均满足《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企业对污水管网及处理装置采

取防渗处理，防止污水渗漏直接污染地下水，并定时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检修和

维护，确保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转，废水达标排放。另外企业应做好固废等的收



 

集贮存及处置工作，做好各类设施及地面的防腐、防渗措施，项目对周围地下水

环境基本无影响，不需进行地下水影响预测，周围地下水环境能维持现状等级。 

⑶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由预测结果可知，项目正常有组织非甲烷总烃废气地面小时最大落地浓度为

11.769ug/m3，最大占标率为 0.59%，无组织非甲烷总烃废气地面小时最大落地浓

度为 18.001ug/m3，最大占标率为 0.01%；正常有组织颗粒物废气地面小时最大

落地浓度为 11.769ug/m3，最大占标率为 4.16%，无组织颗粒物废气地面小时最

大落地浓度为 27.009ug/m3，最大占标率为 3.00%。因此，企业产生的非甲烷总

烃废气、颗粒物经收集处理后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同时，由上表可知，

项目在非正常情况下对下风向最大落地浓度贡献有明显增加，应杜绝非正常工况

排放的发生。 

项目燃气废气正常有组织 NOx 废气地面小时最大落地浓度为 7.373ug/m3，最

大占标率为 2.95%；正常有组织 SO2废气地面小时最大落地浓度为 2.694ug/m3，

最大占标率为 0.54%，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项目在拉毛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的绒毛尘经集气罩收集后（收集率 98%）由去

除率为99%的布袋除尘器收集后经每台风量为400m3/h的引风机引出后集中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预计对周围环境空气及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 

⑷声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主要噪声源强是生产设备及废气处理时引风机的噪声，项目实施后，生

产车间平均噪声级约为 80.0dB。通过对高噪声设备底座安装减振垫，车间门窗

采用隔声处理，经以上隔音、消声措施后，隔声量达到 30.0dB 以上，车间外排

噪声在 50.0dB 以下，经距离衰减和屏障衰减后厂区四周昼夜间外排噪声均能达

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 类标准，满足 2

类功能要求。 

保护目标前畈村距离项目生产车间最近距离为 115 米，距离衰减可达 49.2dB

以上，故项目生产设备对保护目标昼夜间的影响值远小于《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⑸固废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是废布料、绒毛收尘、定型废油、废包装材料和员工的

生活垃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采取表 2 中的处置方法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 

⑹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监测数据评价结果，项目地场地土壤环境各项污染因子的浓度值均满足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规定的第二

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和管控值。企业对污水管网及处理装置采取防渗处理，防止污

水渗漏直接污染土壤。另外企业应做好固废等的收集贮存及处置工作，做好各类

设施及地面的防腐、防渗措施，项目对周围土壤环境基本无影响，周围土壤环境

能维持现状等级。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表 2     项目污染防治措施 

  类型 

内容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

果 

大气污

染物 

燃气定

型机 

定型废气 

工艺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 套水喷淋

+间接冷却+静电+除雾四级高效处理装置处理

达标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项目需对定型

机废气收集系统进行改造，定型的出口端上方

加装引风机，风机风量提升至 20000m3/h，同

时要求企业对定型废气采用负压收集，确保定

型废气收集率达 98%以上。 达标排放。 

天然气燃

烧废气 

燃气废气经收集后与定型废气一起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拉毛机 绒毛尘 

绒毛尘经集气罩收集后（收集率 98%）再由去

除率为 99%的布袋除尘器处理达标后再由每台

风量为400m3/h的引风机引出集中通过15米高

排气筒排放。 

规范化排放口 
废气规范化排放口设置：即设采样孔，并设立

明显的排污标志牌。 
/ 

水污 

染物 

生产、生

活 
综合废水 

项目的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和清污分流，厂区雨

水经雨水管道收集后排入附近河道。项目定型

机水喷淋废水与生活污水一起经污水处理站

（隔油+气浮）处理达标后接入排污管网，最

后送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 

达标排放。 

废水规范化排放口 
即设置采样口，设立排污标志牌，安装流量计；

对雨水排放口设置标志牌。 

固体 

废物 
生产 一般固废 

废布料、绒毛收尘、废包装材料分类收集后堆放在

室内，及时出售给物资回收公司回收利用。 

不会造成二次

污染，无害化



 

危险固废 
定型废油收集后委托绍兴鑫杰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处置。 

处置 

生活 生活垃圾 
袋装收集后放到指定地点由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处置。 

噪声 

⑴选购生产设备时选用低噪声高效设备。 

⑵合理布局，把生产设备集中设置在生产车间的中间。 

⑶在噪声大的所有设备底座安装减振装置或减振垫。 

⑷对门窗采用隔声处理，风机进出口安装消声器。 

⑸同时还必须加强管理，降低人为噪声。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

管理制度，以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生产噪声，同时确保环保措施发

挥最有效的功能；加强职工环保意识教育，提倡文明生产，防止人为

噪声；对于流动声源（汽车），应强化行车管理制度，严禁鸣号，进入

厂区低速行使，最大限度减少流动噪声源。 

外排噪声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

（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 

危 险 固

废贮存、

转 运 的

防 治 措

施 

贮存：废油盛放于密封桶内，应在厂内设置专门的封闭储存场所，并做好防渗、

防风、防雨、防晒等措施。 

转运：企业向当地环保部门申报固体废弃物的类型、处置方法，如果外售或转移

给其他企业，必须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在

转移危险废物前，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经批准后，产生单位

应当向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联系单。产生单位应当在危险废物转移

前三日内报告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并同时将预期到达时间报告接受地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运输采用密闭式运输车，运输过程车厢严禁敞开，禁止车厢破损、

密闭性能不好有可能导致撒漏的运输车辆运输固废；车辆行驶路线应尽量绕开居住区，

尤其是密集居住区，减少车辆运行对居住区的影响。在具体运营中还应严格按照《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条例》进行操作，并给运输车辆安装特殊识别标志。 

其他 

①提升生产装置水平，加强管道接口的严密性，杜绝“跑、冒、滴、

漏”现象；   

②污水处理站、化粪池地面要做好防水、防渗漏措施；  

③防止地面积水，在易积水的地面，按防渗漏地面要求设计；  

④加强检查，防水设施及地埋管道要定期检查，防渗漏地面、排水

沟和雨水沟要定期检查，防止出现地面裂痕，并及时修补。 

⑤做好危险废物堆场的防雨、防渗漏措施，危险废物按照固体废物

的性质进行分类收集和暂存，堆场四周应设集水沟，渗沥水纳入污

水处理系统，以防二次污染。 

预防对地下水、

土壤的污染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绍兴稷和纺织有限公司年后整理加工纺织品 1500 万米生产线项目租赁位于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街道盛陵村绍兴县金盛纺织厂空置厂房实施，项目建设符合国

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符合绍兴市柯桥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符合环环评[2016]150 号中“三线一单”的要求，项

目选址基本合理；项目清洁生产措施可行；项目在积极落实本环评提出的各项污

染防治措施和清洁生产措施后，项目“三废”排放满足总量控制要求，对周围环境

影响较小，对保护目标影响较小；项目地声环境仍能满足功能要求，环境空气质



 

量、水环境质量仍能维持现有等级；综上所述，项目符合环保审批各项原则，从

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在拟建地实施是可行的。 

（六）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

要时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要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需查阅本项目环评文件简本，可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索要，查阅环评文件简本时限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审批该项目的环保主管部门：绍兴市柯桥区行政审批局 

联系电话：0575-84125977 

建设单位：绍兴稷和纺织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建清               联系电话：13706751946 

环评单位：浙江天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波                 联系电话：0575-84114911。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所在地周围居民及周围相关企事业单位。 

主要事项：会将所回收的反馈意见的原始资料存档备查，认真考虑公众意见；

或者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其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有关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的

说明进行审议，判断其合理性并提出处理建议；并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附具对

公众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

要求的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意见。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 年 7 月 8 日～2020 年 7 月 15 日 

（十）绍兴市环保局柯桥分局有关审批科室的联系方式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            联系电话：12369 

（十一）在报送绍兴市环保局柯桥分局备案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向公众公开的方式和时间 

公众可在环评报告备案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将在环评单位进行公开供查

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