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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项目概况

天津市外环化工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醇醚溶剂、医药原料、染料化工助剂经

营，具有自主进出口权的贸易型企业。2009年，该公司投资 4987万元在天津市

滨海新区大港区中塘镇工业示范东区建设“天津市外环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品仓储

物流项目”，于 2009年 12月委托天津市环境影响评价中心编制完成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2010年 1月 15日通过天津市大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批复文号：

大港环管[2010]第 3号）。该项目 2010年 2月开工建设，2011年 5月项目主体

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贮运工程等建设内容均建设完成（未建内容不再建

设）并投入试生产。

该项目占地面积 16666.7m2，建筑面积 8498.5m2，主要建设储罐区、仓库区

和配套辅助设施，其中储罐区建设内浮顶型化学品储罐 8座、废水罐 1座；仓储

区建设化学品仓库 4座；配套辅助设施包括装卸区、办公区及 2座消防水罐。主

要储运化学品为乙醇、异丙醇、正丙醇和乙二醇乙醚，设计货物周转量为 18万

t/a。受国内市场需求的影响，该项目产能一直不能满足环保验收监测条件要求，

未履行环保验收手续。目前建设的 8座内浮顶型化学品储罐部分闲置，全厂货物

周转量约 7896t/a，企业因经营需求急需办理本项目环保验收手续，因此经建设

单位委托根据项目产能情况分期验收。本次进行第一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验收范围为现状建成内容及当前货物周转量情况下的废气、废水、噪声、固

体废物及风险防范设施。

本项目试生产期间，天津市外环化工有限公司依据该项目环评报告中提出的

要求，及环境保护部环办环评函[2017]1529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指南 污染影响类（征求意见稿）》中“验收自查”的内容对本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生产工艺有无重大变更，环境保护措施是否落实到位等进行了自查。

按照国家环保部和天津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相关要求，委托天津津

滨华测产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保护竣工的验收监测工作。华测公

司于 2017年 9月 26日赴项目现场进行踏勘，在确认该公司已落实了环评报告中

提出的建设阶段各项要求的基础上，编制了《天津市外环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品仓

储物流项目（第一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方案》，并于 2017年 10月 20~21

日、2018年 3月 1日~2日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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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监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的决定》；

●环境保护部环办环评函[2017]1529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5年 6月 9日修订；

●津环保监测[2007]57号《关于发布〈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的

通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环境保护部令 第 39号；

●《天津市外环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品仓储物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天津市环境

影响评价中心，2009年 12月；

●天津市大港区环境保护局文件，大港环管[2010]第 3号“关于天津市外环化工

有限公司化学品仓储物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10年 1月 15日；

●天津市外环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预案编号：

TJWHHG-YJYA-02；

●天津市外环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与本项目有关的基础性技术资料及其它各种

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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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区中塘镇工业示范东区安港三路 33号，厂

区东邻天津市石化装备部，南邻天津市鸿达世纪安全卫生评价监测有限公司，西

邻安港三路，隔路为快乐门业有限公司，北邻天津华孚石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厂区按使用功能分为储罐区、装卸区、仓储区和辅助生产及行政管理区 4部分。

储罐区布置于厂区西北部，配备相配套的卸车泵区，罐区内设置化学品储罐 8

座，废水罐 1座，物料总罐容 2800m3，装卸区由软管装卸车区和回车场组成。

卸车区位于罐区南侧，紧邻厂区西侧安港三路，由于安港三路为本项目外部交通

的主要道路，本项目在布局上沿安港三路厂界布置物流出入口，出入口处设置地

磅及计量室各 1座。卸车台为贯通式，卸车台南侧布置足够的回车场地，可满足

罐车装卸要求。本项目仓储区包括 4座仓库，布置于厂区中部，分别为甲类、乙

类、丙类、丁/戊类各 1座，甲类库和乙类库设置于相对的北侧。本项目行政管

理区位于厂区南侧，并于安港三路靠南侧布置人流出入口。辅助生产区的变电室

和消防泵房，均设置于综合楼内东侧，消防水罐位于综合楼东面。本项目地理位

置图及厂区总平面图详见附图 1、2。

3.2 工程建设内容

3.2.1项目整体建设情况

天津市外环化工有限公司投资 4987万元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区中塘镇工

业示范东区建设化学品仓储项目。仓储涉及化学品包括乙醇、异丙醇、正丙醇和

乙二醇乙醚，场地占地面积 16666.7m2，总建筑面积 8498.5m2。厂内建设内浮顶

型化学品储罐 8座，包括 700m3储罐 2座、300m3储罐 4座、100m3储罐 2座，

罐容合计 2800m3，此外建设 15m3的事故水池 1座，300m3废水罐 1 座，535m3

消防水罐 2座；设置化学品仓库 4座，分别为甲类、乙类、丙类、丁/戊类各 1

座；配套装卸区、办公区，装卸区建设 1套油气回收装置。本项目工程内容与环

评对比情况见表 3.2-1。

表 3.2-1 主要工程内容一览表

类别 功能区 名称 环评阶段内容 实际建成 变化情况

主体

工程
储罐区

乙二醇乙醚

储罐
2座 700m3内浮顶储罐 功能及位置未变 目前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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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功能区 名称 环评阶段内容 实际建成 变化情况

无水乙醇

储罐
2座 300m3内浮顶储罐 功能及位置未变

储存物质变化，目

前储存 95%乙醇

异丙醇

储罐
1座 300m3内浮顶储罐 功能及位置未变

储存物质变化，目

前储存 95%乙醇

正丙醇

储罐

1座 300m3内浮顶储罐 功能及位置未变 目前闲置

1座 100m3内浮顶储罐 功能及位置未变
储存物质变化，目

前储存无水乙醇

95%乙醇

储罐
1座 100m3内浮顶储罐 功能及位置未变 同环评

仓储区

甲类仓库

灌装乙醇、异丙醇、正

丙醇小包装桶（200L）
及桶装储存。将罐区的

化学品通过管道输送到

仓库内专门设置的灌装

区，区域通过隔断与仓

库其它区域隔离，灌装

区内设置 6套灌装设

备，单套灌装设备液体

输送能力为 3m3/h，其

中乙醇（含无水乙醇和

95%乙醇）灌装设备 4
套，异丙醇、正丙醇各

1套。灌装过程中挥发

的气体经过收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气筒（P1）
排放

罐区到仓库灌装

区的化学品输送

管道已建成（闲

置），6套灌装设

备、集气装置及

其排气筒取消建

设，无灌装工序。

甲类仓库位置及

储存物质未变，

仍为乙醇（95%
乙醇、无水乙

醇）、异丙醇、

正丙醇甲类化学

品

灌装设备、排气筒

取消建设，不产生

灌装废气，甲类库

其他建设内容同

环评

乙类仓库

灌装乙二醇乙醚小包装

桶（200L）及桶装储存。

将罐区的化学品通过管

道输送到仓库内专门设

置的灌装区，区域通过

隔断与仓库其它区域隔

离，灌装区内设置 2套
灌装设备（1用 1备），

单套灌装设备液体输送

能力为 3m3/h。灌装过

程中挥发的气体经过收

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

气筒（P2）排放

罐区到仓库灌装

区的化学品输送

管道已建成（闲

置），2套灌装设

备、集气装置及

其排气筒取消建

设，无灌装工序，

乙类仓库位置及

储存物质未变，

仍为乙二醇乙醚

乙类化学品

灌装设备、排气筒

取消建设，不产生

灌装废气，乙类库

其他建设内容同

环评

丁/戊类仓库

均为 3层建筑，目前仅

建设一层仓库，远期建

设二、三层。暂无丙类、

丁、戊类货物储存，如

需使用，需另行申请并

履行相应的环保审批手

续

丁/戊仓库、丙类

仓库均为 1层建

筑，用于存储食

品添加剂等非危

险品物料，已做

登记表备案，见

附件 6。

针对使用情况，已

重新履行环保手

续。
丙类仓库

辅助 装卸区 汽车装卸车 设置装卸车车位 3个 设置装卸车车位 增加 1个装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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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功能区 名称 环评阶段内容 实际建成 变化情况

公用

工程

区 4个，功能及位置

未变

车位

----
装卸区建设 1套
油气回收装置

新增油气回收装

置 1套

辅助生

产区

制氮间
丁/戊类库内西北侧隔出约 30m2房间作为

制氮间，内安装 1套制氮设备

新增，环评报告未

提及

消防泵房及

消防水罐

包括 1座消防泵房（设置消防水泵和柴油

泵各 1台）及 2座 535m3消防水罐
同环评

配电室 10KV变配电站 同环评

其他 装卸区南侧设置地磅及计量室 同环评

办公

设施

行政管

理区
综合楼

1座 3层（局部 2层）综合办公楼。目前仅

建设一层仓库，远期建设二、三层
同环评

综合楼内建设食堂和浴室，食堂仅供员工

就餐场所，不进行食品加工
同环评

环保

设施
储罐区

废水罐

300m3废水罐 1座，贮存罐区、装卸区的初

期雨水、消防及事故废水，以及仓库的消

防废水

同环评

事故水池

装卸区建有一座容积为 15m3的事故水池，

用于收集罐区和装卸区的初期雨水、消防

及事故废水，收集废水通过泵提升至 300m3

废水罐暂存

新增，环评报告未

提及

容器顶部保

护气

储罐内增加氮封措施，避免容器内物料与

空气直接接触，防止物料挥发、容器氧化，

以及容器的安全

新增，环评报告未

提及

表 3.2-2 储罐区储罐一览表

序

号

环评阶段内容 实际建

成内容容积（m3） 储存物料 数量 规格 材质 储罐形式

1 700 乙二醇乙醚 2 Φ9200×9425 Q-235A 内浮顶罐
目前闲置，

其他未变

2 300 无水乙醇 2 Φ6500×7500
Q-235A
0Cr18Ni9

内浮顶罐

目前储存

95%乙醇，

其他未变

3 300 异丙醇 1 Φ6500×7500 Q-235A 内浮顶罐

目前储存

95%乙醇，

其他未变

4 300

正丙醇

1 Φ6500×7500 Q-235A 内浮顶罐
目前闲置，

其他未变

5 100 1 Φ4500×5200 Q-235A 内浮顶罐

目前储存

无水乙醇，

其他未变

6 100 95%乙醇 1 Φ4500×5200 Q-235A 内浮顶罐 同环评

7 300 废水 1 Φ6500×7500 Q-235A -- 同环评

本项目储罐区布置于厂区的西北部，储存乙醇、异丙醇、正丙醇和乙二醇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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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均为常温常压储存，各自储罐、管道和输送泵针对各储存物质专一使用，以

保证物料输送过程的“干净”。在罐区内设置 1座 300m3废水罐，用于储存初期雨

水和装卸区的消防废水；罐区的消防废水将暂存在罐区防火堤以内，根据设计罐

区防火堤高度为 1m，其液体储存能力可以满足本项目设计的一次消防废水暂存

要求。

表 3.2-3 仓储区仓库一览表

序

号

环评阶段内容
实际建

成内容仓库名称 层数
建筑面

积（m2）
仓储物流 备注

1 甲类仓库 1 735

无水乙醇、

95%乙醇、

异丙醇、正

丙醇

内设两道防火墙，

将甲类仓库分成 3
个 252m2的区域

同环评

2 乙类仓库 1 954
乙二醇乙

醚

内设一道防火墙，

将乙类仓库分成 2
个 477m2的区域

同环评

3 丁/戊类仓库
1（远期建

设 2、3层）
954 暂无存放

内部暂不设置防

火墙

均为 1层建筑，

用于存储食品添

加剂等非危险品

物料，针对使用

情况，已重新履

行环保手续。

4 丙类仓库
1（远期建

设 2、3层）
405.4 暂无存放

内部暂不设置防

火墙

5 罩棚 1 1272 200L空桶 远期建设

已建成 4个
145.25m2小罩

棚，合计 581m2

综上，与环评报告工程内容相比，本项目储运化学品种类未变，为乙醇、异

丙醇、正丙醇和乙二醇乙醚；建设的 8座内浮顶型化学品储罐部分闲置（3座储

罐空置）；设计储罐区货物周转量为 18万 t/a，并将 80%的货物经分装后运出，

现全厂货物周转量为 7896t/a，分装设备不再建设，无分装工序，直接购入 200L

桶装货品暂存并销售，较环评阶段货物周转量大幅减少；由于无分装工序，相应

的分装过程中挥发废气、收集系统及其排气筒（P1、P2）均未建设；生产班次

变化，无夜班生产；目前大港中塘镇工业示范区已建有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天津

市滨海新区中塘污水处理厂”，该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该污水处理厂处理，

该项目不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较环评增加内容为新增内浮顶储罐氮封措施、油气回收装置及 1座 15m3的

事故水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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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故本项目未建内容拟再建设的，应重新履行

环评手续，未建内容如下：甲类和乙类化学品分装设备及其排气筒、远期建设内

容（①建设 1 座 3层综合办公楼，目前仅建设 1 层仓库，远期建设 2、3层；②

建设 1座 3层丁/戊类仓库，目前仅建设 1层仓库，远期建设 2、3层；③建设 1

座 3层丙类仓库，目前仅建设 1层仓库，远期建设 2、3层）。

3.2.1第一阶段验收内容概况

该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贮运工程及环保工程等建设内容（未

建内容不再建设）均建设完成，根据企业目前产能情况分阶段验收。现状建设内

容为：内浮顶型化学品储罐 8座，包括 700m3储罐 2座（停用）、300m3储罐 4

座（1座停用）、100m3储罐 2座，罐容合计 2800m3，此外建设 15m3的事故水

池 1座，300m3废水罐 1座，535m3消防水罐 2座；设置化学品仓库 4座；配套

装卸区、办公区，装卸区建设 1套油气回收装置。储罐区主要储运化学品为无水

乙醇、95%乙醇，环评阶段储罐区货物周转量为 18万吨/年（其中无水乙醇 6万

吨/年、95%乙醇 3万吨/年、异丙醇 2万吨/年、正丙醇 6万吨/年、乙二醇乙醚 1

万吨/年），目前货物周转量为 7896吨/年（其中无水乙醇 2227吨/年、95%乙醇

2533 吨/年、异丙醇 557 吨/年、正丙醇 50 吨/年、乙二醇乙醚 200 吨/年、其他

2329吨/年）。

表 3.2-4 第一阶段主要工程内容一览表

类别 功能区 名称 目前建成内容 备注

主体

工程

储罐区

乙二醇乙醚储罐 2座 700m3内浮顶储罐 闲置

无水乙醇储罐 2座 300m3内浮顶储罐 储存 95%乙醇

异丙醇储罐 1座 300m3内浮顶储罐 储存 95%乙醇

正丙醇储罐
1座 300m3内浮顶储罐 闲置

1座 100m3内浮顶储罐 储存无水乙醇

95%乙醇储罐 1座 100m3内浮顶储罐 储存 95%乙醇

仓储区

甲类仓库
原分装工序取消，现为乙醇、异丙醇、正

丙醇桶装储存
--

乙类仓库
原分装工序取消，现为乙二醇乙醚桶装储

存
--

丁/戊类仓库 建设 1层仓库，桶装普通物料、非危险品

储存，针对使用情况，已重新履行环保手

续。

--
丙类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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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功能区 名称 目前建成内容 备注

罩棚 建成 4个 145.25m2小罩棚，合计 581m2 --

辅助

公用

工程

装卸区 汽车装卸车区 设置装卸车车位 4个 --

辅助

生产区

制氮间 设置 1座制氮间，为罐区提供氮气 --
消防泵房及消

防水罐

包括 1座消防泵房（设置消防水泵和柴油

泵各 1台）及 2座 535m3消防水罐
--

配电室 10KV变配电站 --

其他 装卸区南侧设置地磅及计量室 --

办公

设施

行政

管理区
综合楼

1座 1层综合办公区 --
综合楼内建设制氮间、消防泵房、食堂和

浴室等，食堂仅供员工就餐场所，不进行

食品加工

--

环保

设施

废气
装卸车区西侧设置油气回收装置 1套，处理后废气通过新建

1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
--

废水
储罐区设置 300m3废水罐 1座，15m3事故水池 1座，收集初

期雨水、消防及事故废水
--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减振、墙体隔声及距离衰减 --

固体废物
甲类库西南角设一间 5m2危废暂存间，储存本项目产生的危

险废物，定期委托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理
--

3.3 主要生产设备

表 3.3-1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

号

环评阶段工程内容 实际建

成内容名称 型号规格 材料 数量 位置

1 乙二醇乙醚

储罐

Φ9200×9425
V=700m3内浮顶罐

Q-235A 2

储罐区 同环评

2 无水乙醇

储罐

Φ6500×7500
V=300m3内浮顶罐

Q-235A 1

Φ6500×7500
V=300m3内浮顶罐

0Cr18Ni9 1

3 异丙醇

储罐

Φ6500×7500
V=300m3内浮顶罐

Q-235A 1

4 正丙醇

储罐

Φ6500×7500
V=300m3内浮顶罐

Q-235A 1

Φ4500×5200
V=100m3内浮顶罐

Q-235A 1

5 95%乙醇

储罐

Φ4500×5200
V=100m3内浮顶罐

Q-235A 1

6 废水罐
Φ6500×7500
V=300m3罐

Q-235A 1

7 汽车卸车泵
Q =150m3/h

H=25m，P=37kw
碳钢（组合） 4 装卸区 6台

8 汽车卸车泵
Q =150m3/h

H=25m，P=37kw
0Cr18Ni9 1 装卸区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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