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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背景

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作为农业大镇，农作物及秸秆等农业废弃资源较为丰富。

按照传统农业生产习惯，芦笋等农作物将可食用部分出售后，其余秸秆、根茎等

作为废物抛弃。一方面存在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容易对当地地表水、大气环境造

成的环境污染。

为加快农作物资源利用，农业部出台《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做好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19]20号）等文件，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农

用优先、就地就近、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技支撑，以完善利用制度、出台扶

持政策、强化保障措施为推进手段，激发秸秆还田、离田、加工利用等环节市场

主体活力，建立健全政府、企业与农民三方共赢的利益链接机制，推动形成布局

合理、多元利用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为此，建设单位于 2019年 5月成立上海洪效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洪效科技”），拟投资建设芦笋根、秸秆（废弃物）综合治理及利用项目，

对崇明本地特产——芦笋的秸秆和根茎加以利用。该项目获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

府大力支持，于 2019年 7月获得立项审批（审批文号：沪崇府办函[2019]170号）。

批复建设内容为：建设年处理芦笋秸秆、芦笋废弃物 7.5万吨的芦笋秸秆压榨和

年提炼 2500吨芦笋原浆，以及年产量达 10000吨的芦笋啤酒生产线各一条。于

2019年 11月获得建设审批（审批文号：沪崇府复[2019]72号）。批复内容为“原

则同意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及相关技术控制指标等”。

建设单位于 2019年 12月委托上海建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芦笋根、

秸秆（废弃物）综合治理及利用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设计年处理芦笋（废

弃物）1.3万吨，生产芦笋原浆 2160吨及牲畜饲料 12000吨。于 2020年 4月 27

日取得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芦笋根、秸秆（废弃物）综合治理及利用

（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沪崇环保管[2020]17号）。目前一期

项目正在建设中，其中生产厂房和辅助用房均已建成，2#厂房内芦笋浓缩原浆生

产线主体设备已安装完成。

按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及满足市场的需求，现公司决定开展芦笋根、秸秆（废

弃物）综合治理及利用（二期）项目（以下简称“二期项目”）的建设，二期项

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原批复一期项目内容进行调整，取消一期项目中牲畜饲

料产品的生产；同时新增年产芦笋原浆 340吨/年、芦笋啤酒 6000kl/年。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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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厂年处理芦笋（废弃物）1.5万吨，年产芦笋原浆 2500吨/年、芦笋啤酒 6000kl/

年。

由于一期项目生产线配套环保设施均未建成，不具备投产和验收条件，待二

期项目建成后，全厂一同投产并开展后续验收工作。

1.2 项目概况

二期项目主要利用一期项目建设的厂房进行芦笋浓缩原浆（扩大产能）和芦

笋啤酒的生产，不新增建筑物。同时取消一期项目中牲畜饲料加工生产线及其配

套设施，调整生产设备布局、环保设施等。调整后全厂共设置啤酒生产线一条，

年产芦笋啤酒 6000kl/a，芦笋浓缩液生产线一条，生产规模 2500t/a。

二期项目新增员工 8人，调整后全厂职工人数共 38人。崇明区芦笋废弃物

资源丰富，3月~12月均为芦笋生长时期，因此 3~12月均能连续正常生产，1~2

月停产检修，年工作时间 300天，实行一班制，每天工作 8小时，夜间不进行生

产作业，仅需连续开启设备的发酵罐和污水处理站设备运行。厂区内设浴室，不

设宿舍、食堂。

项目总投资 498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6%。

1.3 规划相容性

项目建设内容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限制类或者

淘汰类产品及工艺。不属于《上海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指导目录和布局指南》

（2014版）中限制类或淘汰类项目。本项目不属于《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 限制和淘汰类（2020年版）》中的限制类或淘汰类项目。与区域环境功能

区划的相符，与所在地规划相符。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上海市产业政策和环境

保护要求。

1.4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本项目位于崇明区，项目评价基准年为 2020年，本次评价优先选用上海市

崇明区生态环境局 2021年 5月 20日发布的《上海市崇明区 2020年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进行区域达标评价。根据《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2011年修

订版）》，项目所在地区环境空气功能区划属于二类区，经判定，2020年上海市

崇明区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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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污染物的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于项目厂址及下风向设置 2个补充监

测点；监测结果统计分析，所有监测因子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附录 D的参考限值。其中，H2S、NH3和非甲烷

总烃的最大浓度占标率分别为 0%、0%和 43.5%。

（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上海市崇明区 2020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0年，崇明区 26个市

考核断面（含 4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水质考核目标，断面达标率 100%；区级

断面，庙镇港-老陈海公路桥断面的水质为最优，新开港-长兴江南大道桥断面的

水质相对较差。按单因子评价，崇明区级断面中北湖-湖东、北湖-湖西、北湖-

湖中心为 IV类水，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未达到功能区类别要求，主要超标因

子为化学需氧量和总磷；除此之外，其他断面均达到功能区类别要求，达标率为

91.2%。6个水环境质量评估断面按照Ⅲ类功能区标准为基准计算，水环境质量

评估断面综合污染指数在 0.36-0.46之间，平均综合污染指数为 0.43，与上年相

比略有改善。按单因子评价，2020年崇明区水环境质量评估断面均达到功能区

类别要求。

对于本项目的纳污水体农业灌渠，在项目排污口及周边共布设 12个地表水

监测点（其中 6个底泥监测点）。评价结果显示，地表水各监测因子标准指数均

小于 1，表明监测期间各断面监测因子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III类标准要求。底泥各监测因子均达到《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表 1和表 2相应风险筛选值。

上述评价结果表明，本项目所在崇明区部分区级断面不达标，但是本项目周

边区域地表水相关因子环境质量良好，满足上海市的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3）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对项目地块内 3个地下水监测点位采样分析结果表明：氟化物、硝酸盐、亚

硝酸盐、挥发酚、氰化物、六价铬、铅、镉、铁达到Ⅰ类标准；硫酸盐、总硬度、

钠、砷达到Ⅱ类标准；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汞达到 III类标准；pH值、高锰

酸盐指数、锰达到 IV类标准；氨氮、总大肠菌群达到 V类标准，造成该情况可

能与区域农业生活、历史长期沉积以及地下水流通性较差有关。

（4）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 2021年 5月 20日发布的《上海市崇明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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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0年，崇明区区域环境噪声昼夜时段的等效声级均达

到二级，评价为较好，与上年相比均有所下降，等级不变；道路交通噪声昼夜时

段的等效声级均达到一级，评价为好，与上年相比均有所下降，等级不变。2020

年功能区环境噪声，崇明区除 1类、2类功能区出现 6个点次超标外，1类、2

类、3类功能区每季度昼夜时段的等效声级均值达到相应功能区类别要求。

在本项目地块四周厂界以及敏感目标处共设置 6个监测点位。根据监测结果，

项目厂界和敏感目标处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区标

准的要求。因此，本项目地块声环境质量满足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

1.5 环境保护措施及达标分析

（1）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将外购的麦芽原料人工倒入投料斗，由于公司选用的麦芽

原料在进厂前已进行预除尘处理，故麦芽拆包投料过程中仅产生少量麦芽粉尘。

由于输送设备和粉碎机等均为密闭设备，且粉碎过程为湿式作业，故输送和粉尘

过程不产生粉尘。麦芽粉尘经设置在投料口上方集气罩收集后由密闭管道进入布

袋除尘器处理，再通过 15m高 4#排气筒高空排放。

发酵过程利用酵母将醪液中的可发酵糖分转化为酒精（乙醇）和二氧化碳过

程中产生发酵废气。发酵废气主要为二氧化碳夹带少量乙醇，经发酵罐呼吸阀进

入发酵废气洗涤装置处理，再通过 15m高 4#排气筒高空排放。

芦笋浓缩原浆生产线蒸发浓缩和脱气过程产生异味物质（臭气浓度），污水

处理站运行过程中产生异味物质（硫化氢、氨、臭气浓度）。芦笋浓缩原浆生产

线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臭气经密闭管道收集送入碱洗塔+除雾器+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最后通过 15m高 3#排气筒高空排放。

调整后，在锅炉房内设置 2台蒸汽发生器（3t/h），燃料采用清洁能源液化石

油气。两台蒸汽发生器为生产线提供蒸汽过程中产生的燃烧废气（烟尘、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分别经 15m高 1#、2#排气筒高空排放。蒸汽发生器

燃烧采用烟气循环低氮燃烧技术，可有效减少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

经上述收集处理措施处理后，1#、2#排气筒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387-2018）中表 3气态燃料锅炉

标准限值。3#排气筒硫化氢、氨排放浓度和速率以及 3#和 4#排气筒排放的臭气

浓度符合《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表 1、表 2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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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气筒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排放浓度和速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1/933-2015）表 1标准限值。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麦芽投料过程中未被收集的粉尘，本项目加强生产

设备和环保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严格控制无组织排放。

（2）废水

本项目排放废水主要是煮沸蒸汽冷凝废水、CIP清洗废水、发酵废气洗涤废

水、芦笋清洗废水、芦笋汁蒸发冷凝废水、冷却水塔排水、制水尾水、反冲洗废

水、蒸汽发生器排水、质检后道清洗废水、碱洗塔废水、车间、设备冲洗废水、

生活污水。除制水尾水用于车间、设备冲洗外，其余所有污废水均汇入厂区污水

处理站（调节池+水解酸化+活性污泥+MBR膜+除磷装置）处理。本项目排入污

水处理站废水量共21585.7m3/a，其中生活污水1231.2m3/a，工艺废水20354.5m3/a。

经上述工艺处理后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

表 2一级标准，通过厂区污水总排口排入农业灌渠。项目实施后，废水实现稳定

达标排放。

（3）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①芦笋啤酒生产线麦芽投料过程产生的杂

物和除尘器清理固废、啤酒酿造过程产生的含水固体废物（麦糟、热凝固物、废

酒花、废酵母）；②芦笋浓缩原浆生产线产生的芦笋分拣杂质、含水芦笋渣、废

包装材料；③辅助设施（质检室、制水系统）、环保设施（污水处理站、活性炭

吸附装置）以及设备维保（废润滑油、含油抹布）产生的固废以及生活垃圾。

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量共 12211.1974t/a，其中一般工业固废 12204.3714t/a，

危险废物 1.126t/a，生活垃圾 5.7t/a。

其中麦糟、热凝固物（蛋白质）、废酒花、废酵母、芦笋分拣杂质、芦笋渣

产生后即装桶密封后外运，外售给动物饲料厂家，日产日清，不在厂区内储存。

其余一般固体废物在 6#厂房的一般固废暂存间（10m2）暂存后委托专业单位处

置。危险废物在 6#厂房的危废暂存间（5m2）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

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一般固废暂存间应具备防风、防雨、防渗措施，满足关于

加强本市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环境管理的通知》（沪环保防〔2015〕419

号）要求。危废贮存场所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4-2001）

及其修改单和《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要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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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地坪、警示标志牌等。生活垃圾由厂区配套垃圾

桶收集。项目固废暂存点设置符合相关要求。

综上，项目能确保固废得到 100%合理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固

废污染防治控制对策可行。

（4）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来自生产工艺系统和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设备，如空压机、

冷却塔、泵、冷冻机组和蒸汽发生器等，噪声源强在 70~80dB（A）之间，大部

分设备均安装在室内。

本项目对噪声源的主要控制措施包括：

①采用低噪声生产及辅助设备，设置减振基础；

②将主要噪声较大的空压机、泵、冷冻机组、蒸汽发生器等设置在车间内，

充分利用厂房隔声，同时采用防震、减震等措施；

③冷却塔、风机等室外设备尽可能远离厂界布置。风管连接采用软性接头，

泵的进出口设软接头，空压机组的排气口设消声器等。

根据噪声影响预测结果分析，采取上述综合降噪措施，项目四周厂界处噪声

贡献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1类区

标准的要求，说明本项目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是合理可行的。

1.6 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

1.6.1 大气环境

根据估算模式计算结果，本项目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为 5.56%（颗粒

物，无组织），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本项目

大气环境为二级评价。评价范围为以全厂厂区地块为中心，以 5km为边长的矩

形作为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不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本项目建成后不改变

周边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对项目所在区域和敏感目标的环境空气影响较小，对区

域大气环境影响可以接受。本项目不设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1.6.2 地表水环境

本项目建成后，全厂产生的污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DB31/199-2018）表 2一级标准后排入厂区东北侧河道农业灌渠。

基于崇明一维感潮河网水动力水质模型，考虑项目不同水期（枯水期、丰水

期）以及工况情况（正常工况、非正常工况），对项目尾水排放的 CODCr、NH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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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TN水环境影响进行了模拟预测，得到以下结论：

（1）正常工况下，由于项目排放水量很小、各方案污染物浓度增量都非常

有限，影响略大区域主要分布在排口所在河道以及相邻河道。项目拟建排口所在

河道以及相邻河道等主要影响河道统计表明，各方案条件下，项目尾水排放对周

边河道水质影响总体有限，对于 CODCr、NH3-N和 TP指标，各方案中均未出现

污染物最大增量浓度达到 5%占标率浓度的河段；CODCr污染物最大增量浓度达

到 0.5mg/L（2.5%占标率）的河道长度各方案中最大为 0.093km；NH3-N污染物

最大增量浓度达到 0.02mg/L（2%占标率）的河道长度各方案中最大为 0.254km；

TP污染物最大增量浓度达到 0.002mg/L（1%占标率）的河道长度各方案中最大

为 0.139km，叠加区域背景浓度，各预测因子均未出现超标河段；TN污染物最

大增量浓度达到 0.2mg/L的河道长度各方案中最大为 0.046km。

（2）非正常工况方案下，由于非正常工况排放浓度高，其污染物增量浓度

也高于正常工况。主要影响河道统计表明非正常工况下，项目排口（拟建、比选）

所在河道受影响较大，大多出现降低 1个水质类别，其中拟建排口所在灌渠

CODcr会出现降低 3个水质类别的情况；其余相邻河道总体上不会出现水质类

别降低，仅个别河道出现局部河段 CODcr水质降低 1个类别情况。

（3）项目拟建排口、合兴水厂、蟹塘取排水口等 3个关心断面水质影响统

计表明，正常工况对关心断面水质影响非常有限，非正常工况影响较大，各方案

中各断面最大 CODcr增量浓度为 27.096mg/L，NH3-N增量浓度为 0.451mg/L，

TP增量浓度为 0.089mg/L，TN增量浓度为 4.371mg/L。

综上，本项目对水功能区水质的影响轻微，处于可接受水平。由于非正常工

况下，项目尾水排放对周边河道产生影响，尤其是 CODcr水质影响较大，因此，

需要重视项目运营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尽可能降低非正常工况的发生。

1.6.3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对于固体废物的处置采取分类收集，分类处理。本项目含水固体废物

日产日清，外售给动物饲料厂家，其他一般固体废物委托专业单位处置，危险废

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本项目固废处置率为 100%，

各类固废处理处置方案合理可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1.6.4 声环境

本项目建成后，在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后，项目四周厂界昼夜间噪声贡献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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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类标准的要求。

不会对周边敏感目标的声环境造成影响而产生扰民现象。

1.6.5 地下水环境

本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护、污染监控、应急响

应”相结合的原则，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扩散、应急响应全方位进行控制。

本项目选取不易被发现的地下污水管线破裂的情况，污水渗漏污染地下水作

为事故状态源项，开展地下水分析。在污水管线破裂情况下，因潜水层渗透系数

较小，地下水流速度较慢，10000d内造成的 COD超标范围在 30.5m内，氨氮超

标范围在 25.3m内。项目周边无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及补给径流

区、分散式饮用水源地、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及以外的分布区，项目所在地不

属于地下水环境敏感区。因此，本项目对周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综上分析，

项目在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厂区各建筑物的防渗要求措施，重点区域加强巡视和管

理，严格污染控制和环境风险防范的情况下，对周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1.7 环境风险评价

根据本厂物料使用情况、生产工艺情况分析汇总，建设项目运行过程中涉及

到的危险物质主要有液化石油气、硝酸、硫酸、盐酸、次氯酸钠、危险废物，另

由于本项目产品为啤酒，其中含有酒精（乙醇），为风险物质，涉及到的危险物

质主要分布在液化气站、锅炉房、1#厂房、成品仓库、质检室、污水处理站、危

废暂存间。

为减缓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项目在锅炉房应设置可燃物泄漏自动检测报警装

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各构筑物防火间距满足相关防火设计规范；设有事故废

水拦截与收集系统；建设应急水池，其容积可以满足项目最大事故水单元收集要

求。操作人员应定期巡检，一旦发现泄漏，操作人员尽快确认泄漏部位和泄漏程

度，立即向上级和中控室报告，应急处理人员应穿戴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及时切断泄漏源进行堵漏。泄漏的液体被围堰或地

沟收集防止外流。

本项目在运营过程中涉及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和有毒化学品，企业应针对物

料特性，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配备

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因此必须在强

化生产安全与环境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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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预案适用范围、环境事件分类与分级、组织机构与职责、监控和预警、应急

响应、应急保障、善后处置、预案管理与演练等内容，体现分级响应、区域联动

的原则，与崇明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衔接，明确分级响应程序，合理编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至崇明区生态环境局备案。

企业应加强风险管理，认真落实各种风险防范措施。在环境风险事故发生后，

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及各项要求，可使风险事故对环境的危害得到有效控制，将事

故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综上，在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应急

预案备案等制度后，项目环境风险是可防控的。

1.8 总量分析

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为 VOCs、烟粉尘；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因

子为：CODcr、NH3-N。总量指标在崇明区内平衡。根据工程分析，二期项目建

成后，全厂废水排放总量为 21585.7t/a，按污水处理站出口浓度即 CODcr38mg/L、

NH3-N1.2mg/L计算总量。

本项目废气总量指标为：烟粉尘 0.1182t/a、VOCs 0.2272t/a；废水总量指标

CODcr0.8121t/a、NH3-N 0.0259t/a。

1.9 评价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用地规划；符合清洁生产

的管理要求；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较好，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后能够维持当地环

境质量，不改变当地环境功能。本项目排放的污染物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规定的

排放标准，可做到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本项目拟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合理可靠。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表明，本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项目有能

力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本项目具有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制定了可行的监

测计划。在落实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措施及风险防范的基础上，环境风险可防控。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评价，本项目建设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