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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催化裂化装置增设烟气净化设施与原料适

应性改造项目为原有厂区内的技改扩建项目，环保设施设计单位为中国石

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15年5月编制完成项目设计方案。 

设计单位将本项目的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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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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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环评编制完成并获得批复后，建设单位于2017年4月正式开工建

设，施工单位为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8月，工程竣工。建设

单位开始投料试生产。项目施工、试生产过程，建设单位委托福建省环境

科学研究院开展了环境监理。 

建设单位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了环境

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及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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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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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竣工，开始投料试生产。 

根据新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7年10月1日起，建设单位应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2017年12月，建设单位委托有能力的机构开展验收监测工作，与三明市

国投环境科技研究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服务合同，对竣工环

保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等相关责任予以了约定。2018年1月，福建联合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正式委托验收监测报告编制技术单位三明市国投环境科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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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限公司对“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催化裂化装置增设烟气净化设

施与原料适应性改造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 

2018 年 1 月，三明市国投环境科技研究有限公司接到委托后，在建设

单位的召集下，与监测单位华侨大学环境保护设计研究所监测中心一同启

动验收相关工作，收集相关资料。并于 2018 年 1 月 14 日、2018 年 1 月 24

日~1 月 25 日、2018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2018 年 2 月 6 日多次组织技

术人员对该公司建设情况、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环境保护管理情况等有关

内容进行了现场勘查。2018 年 1 月 15 日，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组编制了验

收监测方案和验收检查方案，并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1 月 25 日组织实施

了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其中部分监测因子由福建省科瑞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废气中的镍及其化合物、废水中的总镍、雨水中的石油

类)和厦门鉴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废水中的总有机碳和石油类)进行检测分

析。 

2018 年 3 月，三明市国投环境科技研究有限公司根据验收监测结果、

检查结果和有关技术规范等编制完成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初稿，然

后，经验收监测报告编制技术单位和建设单位审核修改形成《福建联合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催化裂化装置增设烟气净化设施与原料适应性改造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2018 年 4 月 27 日，建设单位组织召开了《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催化裂化装置增设烟气净化设施与原料适应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工作现场检查和评估会，经认真查验讨论形成验收意见。根据验收意

见，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

不合格情形，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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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环保对策措施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建立环境管理职能部门 HSE 部，由副总

裁（2）领导，对公司范围环保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行使管理职能，职能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的有关环保法律、法规、政策和要求； 

2）制定本公司的环境保护规划和年度目标计划，并组织实施； 

3）制定本公司的环境管理制度，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制定本公司污染总量控制指标，环保设施运行指标，“三废”综

合利用指标，污染事故率指标等各项考核指标，分解到各车间，进行定量

考评； 

5）负责监督本公司“三同时”的执行情况。对本公司环境质量状况

和各环保设施运行状况的例行监测和检查工作，并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6）组织或协调污染控制、“三废”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技术攻关

课题研究，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水平； 

7）负责污染事故的防范，应急处理和报告工作； 

8）搞好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组织环保技术培训、竞赛、评比等工

作，提高全体员工环保意识和技能； 

9）负责环保资料的收集、汇总、保管、归档工作； 

10）完成公司环保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11）负责领导公司环境监测室工作，指导各车间环保小组工作； 

12）对本公司的绿化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提出建议； 

13）负责与各级环保部门的联络和沟通。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经形成公司、车间和班组各级环保管理

网络，并将 HSE 工作纳入整个生产管理系统，总经理担任 HSE 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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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每次在公司级的生产调度会上通报和讨论环保问题，每月一次 HSE 工

作例会，每季度一次 HSE 委员会会议。公司已制定了一系列环保管理制

度，对厂区和港库区环保管理、环保设施运行、废渣处置和环保监测都有

具体的管理规定。同时公司制定有环境保护工作条例以及环保经济责任考

核奖惩细则。各项环保管理制度有得到落实。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环保管理文件目录 

序 号 文 件 名 
1 HSE 委员会章程 
2 运行安全委员会章程 
3 总裁班子和部门 HSE职责 
4 操作完整性管理系统要素 6.5--环境保护 
5 环境保护工作管理标准 
6 环境监测管理标准 
7 三废及噪声防治管理标准 
8 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管理标准 
9 LDAR 泄露检测与修复管理程序 
10 挥发性有机物（VOCs）核算管理标准 
11 事件管理标准 
12 事故隐患治理项目管理标准 
13 风险识别与评估指南 
1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总体预案 
16 -大气污染应急预案 
17 -水体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18 -海上溢油事件应急预案 
19 -危险废物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20 -放射性事件应急预案 
21 -炼油一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22 -炼油二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23 -烯烃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24 -聚烯烃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25 -芳烃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26 -环氧乙烷/乙二醇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27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28 -储运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29 -码头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 

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情况：本项目催化裂化再生烟气净化设施由第三

方技术机构负责运行、维护，各项管理制度已上墙，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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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废水处理、固废处置等运行、维护，均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台账。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编制完成并备案（备案登记编号

为：350505-2017-019-H））。预案中明确了区域应急联动方案。已定期组织

了应急演练。 

2）按规范要求建设配套事故废水截留、导流管网和控制措施。装置

围堰高度 150mm，事故废水依托厂区现有事故应急系统和事故池收集、暂

存和处理。装置各生产区域、罐区及雨水总排口按照标准规范的要求已配

套相应的检测、报警设施。 

（3）环境监测计划 

建设单位委托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了环境监理工作，编制了环

境监理报告。根据施工阶段和试生产阶段环境监理报告，建设单位按照环

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按

计划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面，施工和试生产过程，监测的各污染物可

实现达标排放，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属于改建项目，总量控制指标在企业内部调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企业实际总量控制因子COD、氨氮和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均不会突破原环评批复量，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监测期间，本催化裂化装置满负荷生产，废水污染物COD、氨氮排放量很

小，且均在依托的现有污水处理余量范围内；二氧化硫排放量大大削减，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也小于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对本催化裂化装置改造后全厂各总量控制因子的总量控制指标分

析，本催化裂化装置改造后全厂废水总量控制因子 COD、NH3-N 和废气总

量控制因子 SO2 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均小于原炼油乙烯一体化项目环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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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总量控制要求，不需要另行调剂。本次验收监测期间，催化裂化装置满

负荷生产，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约 102.4t/a，新增排放量为 19.24t/a，低于

217.60t/a，约占本项目批复的总量指标的 8.8%。但企业实际生产过程，装

置处于动态平衡，根据验收监测核算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理论上控制生产

负荷在 98%以下(即年处理量控制在 226 万吨以下)时，本项目催化裂化装

置氮氧化物排放可实现无新增排放量，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根据环评报告分析，本项目实施后SO2减排量为783.7t/a，NOx排放增

加217.60t/a。联合石化锅炉脱硝改造项目（该项目环评已批复，在建过程

中）实现“以新带老”、削减NOx排放量303.92 t/a。由此，从全厂总量控

制来看，NOx排放总量是减少的。 

目前厂区锅炉脱销项目尚未建成，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本催化裂

化装置年处理量控制在226万吨以内的情况下，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无

新增量，本改扩建项目投运后满足全厂总量指标控制要求。在厂区内锅炉

脱销项目建成运行后，企业全年满负荷生产，也能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根据环评及批复，本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催化裂化装置边界外延150m

范围。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落在公司范围内，主要为企业

厂区内的其它装置、厂内道路，没有居住区、医院、学校、食品加工等环

境保护目标。 

根据环评批复要求，建设单位应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审[2006]606号

文要求，协助地方政府做好卫生防护距离规划控制工作，卫生防护距离内

不得建设居住区、医院、学校、食品加工等环境保护目标。联合石化公司

积极协助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卫生防护距离规划控制工作。 

2.3 其它措施落实情况 

（1）“以新带老”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本项目改扩建前，催化裂化装置产能为190万吨/年，且装置存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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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①根据福建联合石化催化裂化装置现有废气中二氧化硫、烟尘排放

情况，已不能满足2017年7月新标准(《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实

施后的标准限值要求；②受二再烧焦能力制约，CO未完全燃烧，在补充纯

氧的情况下，使得排放的CO浓度过高，造成污染和浪费；③余热锅炉过热

段负荷不足，过热蒸汽产量低，能耗高；④分馏塔、稳定塔塔盘分离效果

不好，组分重叠，干气含C3及以上组分。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实施本次催

化裂化装置增设烟气净化设施与原料适应性改造项目，可以得到有效解

决。 

本项目实施后，SO2减排量为783.7t/a，NOx排放量增加217.60t/a。新增

NOx排放量，其总量指标来源于本企业厂区的联合石化锅炉脱硝改造项目

（该项目环评已批复，在建过程中）实现“以新带老”、削减NOx排放量

303.92 t/a。由此，从全厂总量控制来看，NOx排放总量是减少的。目前，

联合石化锅炉脱硝改造项目尚未建成，但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核算(满负

荷生产)，本催化裂化装置NOx排放总量为102.4t/a，比烟气净化设计说明书

确定的100.7t/a增加1.7t/a，较本催化裂化装置改扩建前增加19.24t/a，小于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的总量控制指标217.60t/a(增减量 )；SO2排放总量为

5.8t/a，比烟气净化设计说明书确定的60.2t/a减少54.4t/a，较本催化裂化装

置改扩建前减少928.28t/a，实现减排。因此，本改扩建项目及厂区内锅炉

脱销项目实施后，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完全满足总量控制要求；厂区内锅

炉脱销项目建成投运前，本项目控制年处理规模在226万吨/年以内，本项

目的实施可以满足全厂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2）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1）厂区按照 GB/T50934-2013《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相关要

求和报告书提出的地下水防渗分区，采取分区防渗控制措施。 

2）本次对催化裂化装置的改造催化反应再生、分馏、吸收稳定装置

区均不涉及基础改造，整个催化裂化装置区现已铺设混凝土地面。 

3）本项目 PTU 污水处理装置属于重点污染防治区，根据施工阶段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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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理报告，本项目 PTU 污水处理装置污水池已按重点污染防治区的要求

采取防渗措施，防渗材料设计强度为 C30，抗渗等级为 P8。 

4）烟气净化设施部分属于一般污染防治区，根据施工阶段环境监理

报告，本项目烟气净化设施部分已按一般污染防治区的要求采取防渗措

施，防渗材料设计强度为 C25，抗渗等级为 P6。 

5）依托厂区内现有设置的 3 处地下水监控井，企业统一开展地下水水

质日常监控。 

（3）在线监测装置 

1）厂内现已在全厂废水总排放口规范化设置了一个排污口，安装了

流量计和 COD、氨氮在线监测设施，已与环保部门联网。 

2）本项目催化剂再生烟气处理设施出口安装了烟气流量、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在线监测设施，型号为 GMP-1000 型，已与环保部门

联网。 

（4）排污口规范建设情况 

本项目废水依托厂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排海。厂区现有废水

排放口已规范化建设，并安装了废水流量计量装置以及 COD、氨氮在线监

控装置。 

本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为催化裂化再生烟气，净化设施出口已规范化

设置了采样口，并设置了永久性采样平台，已安装了催化裂化再生烟气烟

气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在线监测监控装置。目前，已设置了

规范化废气排放口标志牌。 

固废仓库依托厂区现有设施，已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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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改工作情况 

项目建设及调试生产过程，通过环境监理工作开展及竣工环保验收调

查与监测，在监理和验收过程中，企业也自行开展了监测，对发现的环保

问题，建设单位一一进行了整改。完善了脱硫废水压滤泥饼的包装，加强

了对压滤污泥的全过程管控，防止二次污染。整改效果较好。 

提出验收意见后，建设单位进一步完善了危废暂存场所及相关台账记

录，在压滤机房旁边树立了危废警示标志牌，对压滤污泥等危废规范包装

、暂存，及时清运入库，并按要求委托有资质单位集中处置。整改效果较

好。 

本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与相关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无相关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