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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

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

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

现将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

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说明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

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

境保护篇章，在环境保护篇章中基本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

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

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

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

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 2018年 11月 22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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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桂环审〔2018〕229号文），2021年 8月底 1、2号高炉系统

及其配套设施基本建设完成。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要求，2021年 9 月，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组织开展验

收工作，并委托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承担验收监测工作；2021

年 11月 16日～2022年 12月 26日，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陆

续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因防城港为边境地区，受疫情影响导致验收

监测滞后）；2023 年 1 月，《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完成。

2023年 1月 12日，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成立了验收组，验收组由广西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建设单位）、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监测单位）、柳钢

环保公司、柳钢强实公司、柳钢新材料公司等单位代表和 5名技术专

家组成。

验收组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以及企业自主验收相关要求，经认真讨论形成

如下验收意见：

除原料场部分料棚建设由于地基沉降等原因有所滞后外，防城港

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基本落实了项目环评及其批复中对废气、

废水、噪声治理设施、固体废物贮存利用设施、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地下水污染防治设施、在线监测设施等各项环境保护设施的要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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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废气、废水、厂界噪声均满足相应排放标准要求，

项目投产后未改变区域环境空气、地下水、土壤、声环境、近岸海域

等环境质量，项目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接受。综上，本项目已

建设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

1.4 公众反馈以及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针对项目建设的反馈或投

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防城港钢铁基地设立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由主管总经理具体组

织领导，实行逐级负责制，公司设立环保部是全厂环保管理的职能机

构，环保科主要承担日常环保管理工作，配置 3名专职环保技术人员。

另外，各分厂根据污染程度、环保工作量的大小，设置专（兼）职环

保技术人员，其中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均设置环保

科，分别配置 1名专职环保员，协助环保部完成环保工作。

防城港钢铁基地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包括制定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等，环境保护

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公司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厂区内建有档案室，环

保档案资料齐全，管理规范。

此外，防城港钢铁基地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由各生产单位专职

人员负责，各项环保设施均按实际情况建立了运行档案记录，包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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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记录本、巡检记录、作业日志、运行日志、废水分析日报表等。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防城港钢铁基地为防止突发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编制了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综合应急预案报

告》、《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资源调查

报告》，以及各厂部级应急预案、环境污染因子应急预案、现场处置

预案等专项预案，详见下表 2.1－1。

防城港钢铁基地已将各项应急预案在防城港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备案编号：450602-2021-009-H），并按计划开展了应急演练。

表 2.1—1 防城港钢铁基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综合预案名称 序号 现场处置预案名称

焦化厂综合应

急预案

1 焦化单元煤气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2 焦化单元荒煤气放散现场处置预案

3 焦化单元粗苯槽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4 焦化单元酸碱罐区泄漏现场处置应急预案

5
焦化单元焦炉装煤、推焦、干熄焦除尘设施故障或停电造成污染治

理设施停运现场处置预案

6 焦化单元回收氨水（低浓度氨水）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7 焦化单元焦油罐区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8 酚氰废水系统故障现场处置预案

烧结厂综合应

急预案

1 烧结单元煤气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2 烧结单元氨水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3 烧结单元硫酸铵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4 烧结单元油品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5 烧结单元污染控制措施故障现场处置预案

炼铁厂综合应

急预案

1 炼铁厂高炉单元煤气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2 高炉单元高炉油品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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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预案名称 序号 现场处置预案名称

3 高炉单元各除尘设施故障现场处置预案

炼钢厂综合应

急预案

1 炼钢厂煤气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2 炼钢厂除尘设施故障现场处置预案

3 炼钢厂油品现场处置预案

棒线厂综合应

急预案

1 棒线厂煤气泄漏、火灾、爆炸事故场处置预案

2 棒线厂油品现场处置预案

冷轧厂综合应

急预案

1 冷轧厂天然气、氢气的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2 冷轧厂油品/危废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3 冷轧区域酸碱液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4 冷轧废水处理站废水异常排放现场处置预案

5 冷轧酸再生站粉尘超标排放现场处置预案

动力厂综合应

急预案

1 动力厂煤气区域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2 动力厂化学品泄漏处理预案

3 高炉、焦炉、转炉煤气柜及管道煤气泄漏、火灾爆炸现场处置预案

4 中央水处理停电及设备故障现场处置预案

物流部综合应

急预案

1 物流部油库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2 物流部乙炔库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3 物流部船舶溢油现场处置预案

气体厂综合应

急预案
1 气体厂火灾爆炸处置预案

（3）环境监测计划

防城港钢铁基地按照项目环评及排污许可相关要求，制定了环境

监测计划，并按计划定期开展监测，监测情况以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

形式上报至排污许可管理平台。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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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桂环审〔2018〕229号文），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

年产铁水 850万 t、钢坯 920万 t、钢材 919万 t。此外，《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建设有关问题

的意见》（发改办产业〔2015〕1381号）函复国土资源部明确：“防

城港钢铁基地项目是按照发改产业〔2012〕1508号文件核准批复要

求，在淘汰广西地区和武钢集团 1070万 t 炼钢产能的基础上建设千

万吨级钢铁厂，符合当前产能置换的政策要求，不属于应清理的产能

严重过剩项目。”

目前，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已制定产能淘

汰方案，具体详见下表 2.2－1，并已于 2021年 8月 2日公示于广西

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

表 2.2－1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产能淘汰方案

企业

名称

冶炼设备情况

拆除到位时间
类别（高

炉/转炉/
电炉等）

型号（容

积/容量

等）

单位（立方

米/吨/千伏

安等）

设备

数量

退出产能

（万吨/
年）

广西已淘汰 394万吨炼铁能力和 570万吨炼钢能力

1号高炉系统（含 1座 3800m3

高炉和 2座 210吨转炉）投产

前

柳州

钢铁

股份

有限

公司

高炉 1500 立方米 1 炼铁 133 2号高炉系统（含 1座 3800m3

高炉和 1座 210吨转炉）投产

前转炉 40 吨 3 炼钢 210

高炉 2000 立方米 1 炼铁 170 3号高炉系统（含 1座 3000m3

高炉和 1座 210吨转炉）投产

前

转炉 120 吨 1 炼钢 140

转炉 150 吨 1 炼钢 170

小计 累计再淘汰炼铁 303万吨、炼钢 520万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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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名称

冶炼设备情况

拆除到位时间
类别（高

炉/转炉/
电炉等）

型号（容

积/容量

等）

单位（立方

米/吨/千伏

安等）

设备

数量

退出产能

（万吨/
年）

1.累计再淘汰炼铁 303万吨、炼钢 520万吨，符合工信厅联原函〔2019〕114号文件要求。

2.按照项目建成投产情况，分步淘汰和拆除，确保不新增产能。

3.项目实际建设的炼钢能力为 840万吨，核准批复文件剩余的 80万吨炼钢产能及超额淘汰的 20
万吨炼钢产能共 100万吨炼钢产能将用于后续项目建设。

图 2.2－1 产能淘汰方案公告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综合大气和卫生防护距离设置防护距离为

2200米，炼铁车间外 1200米，炼钢车间外 50米，经调查，上述范

围内已无环境保护目标，满足卫生防护距离及环境防护距离的要求。

目前厂区红线范围内已经完成了拆迁，红线外二期用地范围内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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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文屋等村，但环境防护距离内现状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

敏感目标，厂区西、南两面为海域，北侧为规划工业用地、港口用地

及海域，东侧为规划工业用地，现阶段本项目大气和卫生防护距离范

围内没有敏感目标。

考虑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设完成后对周边地下水的影响，厂区周

边村屯敏感目标主要包括赤沙（2100人）、万头（205人/43户）、

秧地岭（95人/23户）、文屋（60人）、拉鸡（315人/60户）、香

车（277人/58户）、砂田墩（53人/17户）共 7个村屯。项目对位处

项目场地地下水系统上游补给区的铁凌谭（410人）、对面江（200

人）、板寮村（810人）以及十二岭（300人）等 4个村屯点影响较

小，但这 11个村屯点均在企沙临海工业园搬迁安置的计划内。11个

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中仅砂田墩、十二岭完成搬迁，其余 9个环境保

护目标暂未搬迁。

与环评期间相比，验收期间主要敏感目标砂田墩、坳顶村、十二

岭完成搬迁，验收期间主要敏感目标分布图见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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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主要敏感目分布图

3 整改工作情况

1)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开展过程中，现场调查发现部

分废气排放源不够规范，具体体现在未悬挂排放源标志牌、未配备供

电电源箱等。目前，项目各废气排放源基本已完成规范化整改，并悬

挂废气排放源标志牌，配备供电电源箱。

2) 根据《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意见》要求：“建议后续完善近岸海域的环境质量监测”，本项目

已根据 2023年 1月 13日至 14日的小潮期，安排采样监测。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 13日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1.2  施工简况
	1.3  验收过程简况
	1.4  公众反馈以及及处理情况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  整改工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