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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性能稀土抛光粉产业升级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技术规范要求，2020 年 1 月 21 日，包

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了“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高性能稀土抛光粉产业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会，参加会议的有项目建设单位-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环保验收监测单位-包头市智广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验收报

告编制单位-内蒙古赛奥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并邀请

了 3 名专家，会议成立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对该项目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

查，听取了验收监测单位及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调查情况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

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产业园

区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院内。 

《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高性能稀土抛光粉产业升

级改造项目》工程于 2017 年 3 月开工建设，工程于 2019 年 6 月初

竣工并开始调试及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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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1000t/aTFT 基板专用抛光粉生产线；2400t/a 铈基粉生

产线；1200t/a 民用玻璃清洗研磨剂生产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环保审批情况： 

（1）2017 年 4 月由河南源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负责编制完成

《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高性能稀土抛光粉产业升级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2017 年 6 月 9 日，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环

保局（环保）以《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高性能稀土抛

光粉产业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对环评报告进行了

批复，批复文号：包开环审字[2017]22 号。 

（三）投资情况 

实际总投资 5179.2867 万元，其中环保投入 32.6158 万元, 占总

投资的 0.6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主要为本次扩建工程及新建配套设施，具体情况

见表 1。 

表 1 扩建项目验收范围一览表 

分类 项目名称 验收内容 

主体

工程 

2 号生产车间 

扩 建 项 目 年 产 TFT 基 板 专 用 抛 光 粉

1000t/a，民用玻璃清洗研磨剂 1200t/a，铈基粉

2400t/a 高性能稀土抛光粉生产线，2 套辊道窑，

占地面积 7704m2。 

变电站 新建变电站 32 m2。 

公用

辅助 

工程 

给排水 
给水：高新区市政给水管网。 

排水：废水排入新南郊污水处理厂。 

供电 
1000KVA 变压器,用电量 93575 千瓦,电源由

包头市稀土高新区 11 万千伏变电站引高压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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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干线供应,通过厂区变配电室为各用电部门供

电，占地面积 140m2。 

天然气 园内管网接入。 

循环水泵房 占地面积 24m2。 

 空压站 提供压缩空气，占地面积 48m2。 

 研发楼 用于产品的研发，三层，占地面积 1620m2。 

环保

工程 

废气处理 

TFT 基板专用抛光粉工艺中氟化反应工序产

生的废气经喷淋水系统处理后达标排放， TFT 基

板专用抛光粉工艺、民用玻璃清洗研磨剂工艺、

铈基粉生产工艺中的干燥、焙烧工序废气由管道

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同一根 15m 高排气简达标

排放，除尘灰收集后作为原料回用；各生产线粉

碎分级、包装工序无组织逸散粉尘收集后作为产

品回收利用。  

废水处理 

生活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新南郊污水处

理厂，生活污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 

固体废物处理 

扩建项目生产线均涉及烧成工序,运行过程中

会产生废钵,产生的废钵装于编织袋中,存放于内

的一般固废暂存区, 定期由包头市九鑫源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回收处置； 

扩建项目生活垃圾送到厂区内垃圾桶,定期由

环卫部门收集统一送往垃圾填埋场处置。 

噪声治理 

空压机、风机等高噪声设备做基础减震处理,

除尘管道出口安装消声器,设计隔音操作室,利用

建筑物阻隔噪声的传播等。 

绿化 绿化面积 10500m2。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变动内容见表 2。 

表 2 项目变动情况 

序号 环评要求及环评批复 实际建设情况 

1 

扩建项目需要建造 3t/h

燃气热水锅炉一座，且有锅

炉排污水排出 

未建设 3t/h 燃气热水锅炉，

不产生锅炉排污水。 

2 
车间建设回转窑、辊道

窑用于工序加热烘干。 

车间未建设回转窑，建设辊

道窑两座且都配备布袋除尘设

施，除尘布袋收集的粉尘回收到

调浆工序。 

3 纯水制备系统产生的浓 未建设纯水制备系统，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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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作为厂区洒水抑尘。 生浓盐水。 

4 

项目产生的废钵属于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定期由环卫

部门清运。 

项目产生的废钵装于编织袋

中 ,存放于厂内的一般固废暂存

区,定期由包头市九鑫源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回收处置。 

5 

项目涉及到的氢氟酸化

学品在《建设项目环境风险

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04)

所列化学品中,因此,项目存在

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结

合项目所处环境敏感程度,扩

建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

级为二级,项目存在的主要环

境风险为氢氟酸在运行过程

中的泄露。 

项目不涉及氢氟酸使用，生

产工艺氟化过程改为加入由2号

车间稀土合金工艺产生的含氟废

气经喷淋塔喷淋处理产生的含氟

水进行氟化反应,使碳酸稀土转化

成氟碳酸稀土。 

6 

项目涉及到的氢氟酸化

学品为危险化学品，需建设

氢氟酸库，用于贮存氢氟

酸。 

项目不涉及氢氟酸使用，未

建造氢氟酸库。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重大变动清单，验收组认为上

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扩建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

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新南郊污水处理厂。 

生活污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

级标准要求。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包括：工艺产生的废气；原料库储存及运输原料产

生的无组织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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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艺中产生的废气 

1、 TFT 基板专用抛光粉生产线 

氟化反应废气: 

该工序氟化物排放浓度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1-2011)中新建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小于 7mg/m3标准的要求,

达标排放。 

氟化合成反应时伴有二氧化碳气体产生,随着二氧化碳气泡的扩

散,会带出一些氟化氢气体,经风机抽送至喷淋水废气处理系统,由于

此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化氢气体,氟化氢气体极易溶于水,废气处理

采用水吸收法。类比同类项目,稀土抛光粉生产工艺中氟化反应工序

采用水喷淋处理法,因此本项目采用水喷淋吸收法处理氟化氢气体可

行。 

氟化合成反应罐为密闭容器,反应过程无无组织废气排放。 

辊道窑焙烧工序废气： 

本工序主要废气为燃烧天然气废气、粉尘,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1-2011)中的新建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车间粉尘： 

① 气流粉碎分级工序 

本项目气流粉碎分级机自带一台布袋收粉器(属于产品收集袋),

分级过程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 

② 混合、包装工段 

项目混合、包装工段设有 3 台混料机,均自带一台布袋收粉器(属

于产品收集袋),混合、包装过程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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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约 80%的粉尘在车间内沉淀下来;

经预测计算,粉尘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远远小于 1mg/m3,粉尘中氟化

物(以氟计)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远远小于 0.02mg/m3,满足《稀土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表 6 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边界大

气污染物浓度限值”(颗粒物 1.0mg/m3,氟化物 0.02mg/m3)。 

2、 铈基粉生产线 

焙烧废气： 

煅烧工序利用辊道窑进行煅烧,设有两套辊道窑,每座辊道窑配备

2 根烟囱,排气筒高均为 15m,一根排放烟气(设在窑头预热段),一根排

放废热(设在窑头冷却段中部),废气及废热蒸汽经风机抽送排放;产生

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SO2、NOX。均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6451-2011)中新建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的要求。 

车间粉尘： 

① 气流粉碎分级工序 

本项目气流粉碎分级机自带一台布袋收粉器(属于产品收集袋),

分级过程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 

② 混合、包装工段 

项目混合、包装工段设有 3 台混料机,均自带一台布袋收粉器(属

于产品收集袋),混合、包装过程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 

以上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约 80%的粉尘在车间内沉淀下来;

经预测计算,粉尘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远远小于 1mg/m3,满足《稀土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表 6“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

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颗粒物 1.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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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用玻璃清洗研磨剂生产线 

干燥焙烧工序废气： 

本工序主要废气为燃烧天然气废气、粉尘。废气经布袋除尘器

(处理效率 99%)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简排放,度气满足《稀土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的新建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要求。无组织废气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

中表 6 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颗粒物

1.0mg/m3,氟化物 0.02mg/m3)。 

车间粉尘： 

① 气流粉碎分级工序 

本项目气流粉碎分级机自带一台布袋收粉器(属于产品收集袋),

分级过程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 

② 混合、包装工段 

项目混合、包装工段设有 3 台混料机,均自带一台布袋收粉器(属

于产品收集袋),混合、包装过程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 

以上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逸散,约 80%的粉尘在车间内沉淀下来;

经预测计算,粉尘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远远小于 1mg/m3,粉尘中氟化

物(以氟计)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远远小于 0.02mg/m3,满足《稀土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6 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

限值”(颗粒物 1.0mg/m3,氟化物 0.02mg/m3)。 

综上所述，工艺产生的废气，TFT 基板专用抛光粉工艺中氟化

反应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喷淋水系统处理后达标排放，TFT 基板专用

抛光粉工艺、民用玻璃清洗研磨剂工艺、铈基粉生产工艺中的窑头

废气由管道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同一根 15m 高排气简达标排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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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灰收集后作为原料回用:各生产线粉碎分级、包装工序无组织逸散

粉尘收集后作为产品回收利用。 

（2）原料库储存及运输原料产生的粉尘 

本项目碳酸稀土、氟化稀土等原料均为编织袋装，由汽车直接

运至封闭式厂房内原料暂存间，汽车在厂房内卸车，以消除因卸车

造成的大量无组织扬尘，本项目产生少量的无组织粉尘，人工收集

后继续作为原料利用。 

（三）噪声 

扩建项目主要噪声源为空压机、风机、水泵、焙烧炉窑、粉碎

机等。噪声声级在75~105dB(A)之间。为了保护工人听力,为工人创

造较为安静的工作环境,设计釆取以下降噪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

空压机、风机等高噪声设备做基础减震处理,除尘管道出口安装消声

器,设计隔音操作室,利用建筑物阻隔噪声的传播等。同时将高噪声设

备布置在室内,利用厂房的屏蔽及隔声效果进一步降低设备噪声的传

播,减小对厂界及外环境的影响。通过采取上述综合措施, 可保证厂

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二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 

1、生活垃圾 

扩建项目职工人数60人,生活垃圾产生量按照1kg(人/天)计算,生

活垃圾产生量为21.9ta,生活垃圾送到厂区内垃圾桶,定期由环卫部门

收集统一送往垃圾填埋场处置。 

2、烧成过程产生的废钵 

扩建项目生产线均涉及烧成工序,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废钵,废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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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量约1825个/年。产生的废钵装于编织袋中,存放于内的一般固废暂

存区, 定期由包头市九鑫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回收处置。 

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情况见表。 

表 3.5-1  固体废物种类、产生量及最终去向 

序

号 

固废名

称 
来源 

年产生量

（t/a） 
固废性质 

风险

防控

措施 

处置方法 

1 废钵 
烧成工

序 
1825个/a 

一般I类工

业固废 

 由定期由包头市九

鑫源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回收处置 

2 
生活垃

圾 

日常生

活 
21.9 / / 

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处理 

 

2#厂房西南角 10m2 的一般固废暂存区，用于存放烧成工序产生

的废钵等，以便将不同的废物分开储存。 

（五）其它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1、源头控制措施 

①实施清洁生产，是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产生和扩散的措施，

本项目实施清洁生产措施，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②防泄露（包括跑、冒、滴、漏）措施 

管线铺设尽量采用“可视化”原则，即管道尽可能地上铺设，做

到污染物“早发现、早处理”，以减少由于埋地管道泄漏而可能造成

的地下水污染。 

（2）防渗处理 

本项目生活用水全部来自园区给水管网，不取用地下水，不会

对区域地下水的水位、水量产生影响。项目生产车间地面全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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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防渗处理。一般固废暂存间等地面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Ⅰ类场进行设计。 

（3） 其他设施 

①废气排放口主要污染物及排放口情况说明 

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的废气分别由一根 15m 高的排气筒集中排

放。废气监测按照规范要求建设了监测平台和爬梯。处理装置进出

口均设置了监测孔，监测孔的位置符合规范对前后管段的要求，排

放口污染物采用手工监测。 

②废水排放口 

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通过废水排放口排往新南郊污水处理

厂，排放口设置符合要求，排放口污染物采用手工监测。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法规并结合公司生产实际编制了《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通过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建设环保局（环保）备案登记。公司成立了公司环境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指挥小组，安排了专门的应急救援值班人员。 

针对项目存在的主要环境风险物质-天然气在运行过程中的泄露

进行了风险评估，并制定了防控措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排放废水 pH值在 7.98-8.03 之间、COD 最大排放浓度为

23mg/L、氨氮最大排放浓度为 0.173 mg/L、总磷最大排放浓度为

0.03 mg/L、总氮最大排放浓度为 0.45 mg/L、氟化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1.96 mg/L，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达到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排放浓度限值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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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气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17.5mg/m3、氟化物最大排

放浓度为 0.15 mg/m3，排放浓度达到了《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1-2011）表 5 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三）厂界噪声昼间监测结果在 50.3~56.2dB（A）之间，夜间

监测结果在 41.2~46.9 dB（A）之间，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二类标准，实现了达标排放。 

（四）本项目环评报告明确了大气污染物 SO2和 NOx 总量控制

指标，总的有组织排放量为：颗粒物 0.5525t/a， SO2 0.2686t/a，

NOX 3.2230t/a。NOX 、SO2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符合环评预测值。 

五、验收结论 

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高性能稀土抛光粉产业升级

改造项目不存在重大变更，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

批复提出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达标排放，达到竣工环保验

收要求。验收组经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高性能稀土抛光粉产业升级改造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竣

工验收条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一）进一步做好固体废弃物的现场储存和委托处置管理工

作。 

（二）做好废气排放日常运行台账记录的保管工作，确实做到

扩建项目废气达标排放。 

（三）按规范完善环保设施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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