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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1、企业名称、地址、坐标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贵州）有限公司位于贵州省龙里县谷脚工业园区（谷脚

镇岩后村），地理坐标为 E106°51′45.76″，N26°32′46.97″。

2、企业用地历史、行业分类、经营范围

科之杰占地 29333.3m2（44亩），原为耕地，后期混凝土外加剂企业建成为

工业用地，2011年科之杰收购并利用。行业类别为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主要

生产 5万吨羧酸系减水剂。

3、企业用地已有的环境调查与监测情况

一直未进行土壤监测。

4、企业周边敏感点

1）企业周边主要的敏感点情况见表 1。

表 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及保护级别

保护

内容
保护目标

方位及距离 保护

对象
保护级别

方位 距离（m）

环境

空气

腊树湾（8户，32人） NW 4000
环境

空气

及人

群健

康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20
12）二级

横房子（15户，60人） NNE 285
湾坡（30户，120人） E 660
山王庙（20户，80人） SE 790
大凹（25户，100人） SSW 800
基业钢构公司（100人） S 20

富华药业（40人） S 1030

水环境

谷脚干沟 SE 3000

地表

水水

质

《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GB3838-20
02）III类

黄泥哨小溪 SW 8000

鱼梁河、汪家大井 W 9000

《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GB3838-20
02）Ⅱ类

声环境

基业钢构公司（100人） S 20
声环

境

GB3096-2008
2类

湾坡（约 30人） 运输沿线居民
GB3096-2008

4a类
生态 旱地、植被 厂区周边 / /

2）企业与汪家大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置关系

根据与汪家大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置关系图（详见附件 2），科之杰位于

汪家大井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汪家大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属于地下水类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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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科之杰不抽取地下水，且不产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只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加强企业管理，做好重点区域防渗，防止污染地下

水和土壤。

5、企业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

2020 年 06 月 09 日 领 取 排 污 许 可 证 ， 编 号 为 ： 证 书 编 号 ：

91522730680176359K001V。

二、地勘资料

企业地下水流向为西北向东南，本项目使用自来水使用，不抽取地下水使用。

根据《科之杰新材料集团（贵州）有限公司地下监测井打井情况说明》，科之杰

于 2017年 10月委托第三方在 1号车间东侧进行打井，施工打井至 250m以上，

一直未出水。直接利用该井作为厂区地下水监测井，该地下水井深度已达到

250m，采样期间若无水，说明厂区所在区域地下水埋藏较深，故分析地块对地

下水影响较小；若能进行采样，按照本方案监测指标开展分析。

三、企业生产及污染防治情况

1、企业生产概况

2013年建成年产 5万吨羧酸系减水剂项目，企业主要生产 5万吨羧酸系减

水剂。项目原生产所用原料为生产所用原料主要为聚醚、甲基丙烯磺酸钠、丙烯

酸、马来酸酐、过硫酸铵、片碱和水。后其工艺进行了改进，现生产所用原料主

要为聚醚、丙烯酸羟乙酯、过氧化氢、巯基乙醇、片碱和水。原生产线的环境影

响评价已经于 2011年 5月由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编制完成，并于 2011年

9月由黔南州环境保护局以《关于对<贵州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年产 5万

吨羧酸系减水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黔南环审[2011]79号）批复。

1）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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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羧酸系减水剂母液合成工艺流程图

2）项目原料消耗表：

表 2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最大储存量 备注 储存位置

1 聚醚 t/a 15000 50
固体（如异丁烯醇

氧乙烯基醚等）
3、4号仓库

2 丙烯酸 t/a 2100 10 液体、罐装 2号车间

3 丙烯酸羟乙酯 t/a 400 5 液体、桶装 5号仓库

4 过氧化氢 t/a 80 0.5 液体、桶装 5号仓库

5 葡萄糖 t/a 500 5 固体、袋装 3号仓库

6 白砂糖 t/a 200 2 固体、袋装 3号仓库

7 麦芽铺 t/a 100 2 固体、袋装 4号仓库

8 片碱 t/a 3000 10 固体、袋装 4号仓库

2、企业总平面布置

企业建筑物布置呈东西走向，办公楼以布置在厂区的东北部，生产车间布置

在厂区的西部；发电房西侧的 3个储罐和 3号仓库旁的 7个储罐均已废弃不再使

用。平面布置图如下：

3、各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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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情况表

序

号

重点场所、重点

设施设备名称
具体情况

重点单元类

型

1 1号车间

半成品储罐区及反应釜区；半成品储罐区，罐体为

立式接地式，周边已设置围堰，且设置1个地下收集

池；反应釜区，罐体为立式架空式，周边已设置围

堰，且设置1个地下收集池；

一类单元

2 2号车间

丙烯酸储罐区及葡萄糖溶解罐区，丙烯酸储罐区，

罐体为立式接地式，周边已设置围堰，且设置1个地

下收集池。葡萄糖溶解罐区，罐体为立式接地式，

周边已设置围堰，且设置1个地下收集池。

一类单元

3
1号及2号之间的

露天储罐区

半成品储罐区，罐体为立式接地式，周边已设置围

堰。
一类单元

4 5号仓库 过氧化氢、巯基乙醇储存车间 一类单元

5 3、4、6号仓库 固体原辅材料车间 二类单元

6 燃油锅炉储罐区 燃油油罐区，罐体为立式接地式，周边已设置围堰。 一类单元

7 危险废物暂存间 暂存危险废物，主要是危险化学品的废桶及包装 一类单元

一类单元：内部存在隐蔽性重点设施设备的重点监测单元。

二类单元：除一类单元外其他重点监测单元。

注：隐蔽性重点设施设备，指污染发生后不能及时发现或处理的重点设施设备，如地下、半

地下或接地的储罐、池体、管道等。

重点设施现场照片：

1号及 2号之间的露天储罐区 2号车间

1号车间罐区 2号车间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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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车间收集池-1 1号车间收集池-2

2号车间收集池-1 2号车间收集池-2

4号车间 4号车间

危废暂存间 危废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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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仓库旁的 7个储罐（已废弃） 发电房西侧的 3个储罐（已废弃）

四、监测方案编制依据

1、《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五、监测执行标准及其限值

1、土壤执行标准及其限值

环境

要素
监测点位 采样类型 监测因子 执行标准

土壤

1号车间西侧 深层土壤

（GB3660
0-2018）表

1基本项

目（总共

45项）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1号车间东侧 表层土壤

2号车间西侧 深层土壤

2号车间东侧 表层土壤

2号车间南侧 深层土壤

5号仓库南侧 表层土壤

锅炉储油罐西侧 表层土壤

危废暂存间北侧 深层土壤

注：深层土壤监测点采样深度应略低于其对应的隐蔽性重点设施设备底部与土壤接触面。

2、地下水执行标准及其限值

环境

要素

监测

点位
监测因子 执行标准

地下

水

厂区

内井

口

色（铂钻色度单位）

《地下水质量

标准》

（GB/T14848-
2017）中Ⅲ类

标准

≤15
嗅和味 无

浑浊度/NTU ≤3
肉眼可见物 无

pH 6.5~8.5
总硬度（以 CaCO3计）/（mg/L.） ≤450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硫酸盐/（mg/L） ≤250
氯化物/（mg/L） ≤250

铁/（mg/L） ≤0.3
锰/（mg/L） ≤0.10
铜（mg/L） ≤1.00
锌/（mg/L） ≤1.00
铝/（mg/L）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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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mg/L） ≤0.00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0.3

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mg/L） ≤3.0
氨氮（以 N计）/（mg/L） ≤0.50

硫化物/（mg/L） ≤0.02
钠/（mg/L） ≤200

亚硝酸盐（以 N计）/（mg/L） ≤1.00
硝酸盐（以 N计）/<mg/L） ≤20.0

氰化物/（mg/L） ≤0.05
氟化物/（mg/L） ≤1.0
碘化物/（mg/L） ≤0.08
汞/（mg/ L） ≤0.001
砷/（mg/L） ≤0.01
硒/（mg/L） ≤0.01
镉/（mg/L） ≤0.005

铬（六价）/（mg/L） ≤0.05
铅/（mg/L） ≤0.01

三氯甲烷/（rg/L） ≤60
四氯化碳/（pg/L） ≤2.0

苯/（pg/L） ≤10.0
甲苯/（pg/L） ≤700

六、自行监测内容

序

号

污染源

类别/监
测类别

排放口编号/
监测点位

采样类型 监测因子
监测方

式

手工监测频

次
备注

1 土壤 1号车间西侧 深层土壤

（GB36600-2018）表

1基本项目（总共 45
项）

手工 1次/3年 委托监测

2 土壤 1号车间东侧 表层土壤 手工 1次/年 委托监测

3 土壤 2号车间西侧 深层土壤 手工 1次/3年 委托监测

4 土壤 2号车间东侧 表层土壤 手工 1次/年 委托监测

5 土壤 2号车间南侧 深层土壤 手工 1次/3年 委托监测

6 土壤 5号仓库南侧 表层土壤 手工 1次/年 委托监测

7 土壤
锅炉储油罐

西侧
表层土壤 手工 1次/年 委托监测

8 土壤
危废暂存间

北侧
深层土壤 手工 1次/3年 委托监测

9 地下水 厂区内井口 /

（GB/T14848-2017）
表 1常规指标（微生

物指标、放射性指标

除外）

手工 1次/半年 委托监测



七、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

1.合理布设监测点，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采样人员遵守

采样操作规程，认真填写采样记录，按规定保存、运输样品。同时，监测分析方

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部颁布的分析方法， 监测人员经考核持证上岗。所有

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2.监测方案在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实施。认真如实填

写各项自行监测记录及校验记录并妥善保存记录台帐，包括采样记录、样品保存、

分析测试记录、监测报告等。

3.土壤污染物手工监测质量保证措施：土壤监测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

要求，采样和分析过程严格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进

行。

4.地下水监测质量保证措施：地下水监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

求，采样和分析过程严格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进

行。

八、监测数据记录、整理、存档要求

1.同步记录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2.信息记录

（1）手工监测的记录

采样记录：采样日期、采样时间、采样点位、混合取样的样品数量、采样器

名称、采样人姓名等。

样品保存和交接：样品保存方式、样品传输交接记录。

样品分析记录：分析日期、样品处理方式、分析方法、质控措施、分析结果、

分析人姓名等。

质控记录：质控结果报告单。

（2）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记录监测期间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至少涵盖废气主要污染源相关生产设

施）运行状况（包括停机、启动情况）、产品产量、主要原辅料使用量、取水量、

污染治理设施主要运行状态参数、污染治理主要药剂消耗情况等。日常生产中上

述信息也需整理成台账保存备查。

3.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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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应编写自行监测年度报告，年度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b）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至少涵盖废气主要污染源相关生产设施）全年

运行天数，各监测点、各监测指标全年监测次数、超标情况、浓度分布情况；

c）按要求开展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

d）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

e）排污单位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附图 1：监测点位示意图

土壤监测点

地下水监测点



附件 2：与与汪家大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置关系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附件 3：科之杰新材料集团（贵州）有限公司地下监测井打井情况说明



- 2 -



- 3 -



- 4 -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