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

企业名称：东营科宏化工有限公司

监测单位：山东汇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例行监测）；山东汇

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VOCs泄漏监测）；山东汇海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地下水监测）

备案日期：2022年 1月 11日



东营科宏化工有限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国家重点监

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技术指南》的规定，制定本企业自行监测方案。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东营科宏化工有限公司 行业类别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曾用名 注册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00561436832D

企业规模 小型
对应市平台自

动监控企业

中心经度 E 118°51'25.52" 中心纬度 N 38°5'9.10"

企业注册地址

山东省东营东营港经济开发

区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北一

路 17号

邮编 257091

企业生产地址

山东省东营东营港经济开发

区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北一

路 17号

邮编 257091

法定代表人 徐帅 企业网址

企业类别 废水,废气 所属集团

建成投产年月 管理级别 县(市、区属)

许可证编号 91370500561436832D001P
许可证发证日

期
2021-12-21

控制级别 废气:国控省控市控  其它 废水:国控省控市控  其它

环保联系人 王修春 联系电话 0546-8879912

传真 联系人手机 18561217681

电子邮箱 kehongchem@126.com

企业生产情况

东营科宏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紧邻东营综合保税区。山

东省东营市是我国 “黄蓝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交集区和优先发展区，是国家

级石油化工产业基地。

公司成立于 2010年 9月。一期项目 13000吨／年烷基酚装置于２011 年 12月建

成投产，现已达产达标，成为国内最大的烷基酚生产基地。二期项目 3000吨/年

2,4-二叔戊基苯酚装置和 10000吨/年邻（对）叔丁基环己醇、6000 吨/年乙酸邻

（对）叔丁基环己酯装置，目前运行正常。

企业污染治理

情况

废水：酯化车间的工艺废水，前期雨水、地面清洗水、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站处

理后外排至开发区污水管网；

废气：（酚类、非甲烷总烃）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经二次冷凝集中处理后，通



过排气筒外排；

废渣：废活性炭、废酸性树脂和废氢氧化铝、废加氢催化剂一起委托德山东康明

环保有限公司处理。

污染物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

组织尾气冷凝回收治理设施，现运行状态稳定；

无组织废气回收处理设施，现运行状态稳定；

污水处理设施，现运行状态稳定。

   企业污染治理情况

（1）、废气

烷基酚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酚类及非甲烷总烃；该项目大气污染物经过冷凝器

活性炭吸附装置（活性炭吸附对不凝气中的非甲烷总烃、酚类的吸附效率为

90%）处理后经 35米 DN200的排气筒外排。

2.4-

二叔戊基苯酚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酚类及非甲烷总烃；该项目大气污染物经过

活性炭吸附装置（活性炭吸附对不凝气中的非甲烷总烃、酚类的吸附效率为

90%）处理后经 35米 DN150的排气筒外排。

酯化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加氢反应不凝气，乙酸邻（对）叔丁基环己酯精馏不

凝气，醋酸精馏产生少量的醋酸废气。

加氢反应不凝气经过活性炭吸附（吸附效率

90%）后排入尾气吸收塔处理排放。乙酸邻（对）叔丁基环己酯精馏不凝气经活

性炭吸附（吸附效率 90%）后排入尾气吸收塔处理排放。醋酸精馏产生少量的醋

酸废气直接排入尾气吸收塔处理。尾气吸收塔醋酸去除效率为

99%，酚类和醇类去除效率为 50%，则废气污染物分别为酚类和醇类。最后尾气吸

收塔尾气最后通过 18米高的排气排放。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原来环评批复执行 GB16297-

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表二中 2级标准值，现执行 DB37/T2801.6-

2018《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六部分有机化工行业》执行表 I中 I时段的排

放限值。三个项目的排放均未超过标准限值。

三个项目、罐区及装卸车的无组织排放废气经尾气吸收装置进行喷淋吸附及

UV光解后，通过污水站排气筒进行外排。

  （2）、废水

醇酯化项目主要工艺废水主要为中和废水和水洗废水，其余两个项目均无工艺废

水产生；厂区产生的其他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地面冲洗水、前期雨水及事故水。

现厂区建有日处理能力 50吨的污水预处理站，处理工艺主要是 A/O生化工艺，

生物法处理废水，处理达标后废水经厂区东侧的污水在线检测房排放至东营港经

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原来环评批复执行标准 CJ343-

2010《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现在污水排放至园区管网执行

GB/T31962-201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3）噪声

同类设备中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大功率机泵加隔声罩，进行消音处理；对发声设

备采取防震、消声、隔音等措施；合理布置高低噪声设备，对强噪声源加设消音

罩的设施；在震动剧烈的设备的基础上加设减振器，通过以上措施降低噪声污染。

公司厂界噪声满足 GB12348-

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标准要求。



（4）固废

东营科宏化工有限公司固废主要有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委托东营港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公司每年危废全部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处置。危废储存

间按照 GB18597-

2001《危险废物储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修改单的要求进行规范化设置。

备注

我公司积极主动开展固定污染源例行监测，严格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要求委托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监测。我公司还开展

VOCs泄漏点监测和修复，设备与管线组件动静密封点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严格按照

相关标准执行，其中泵（轴封）、压缩机（轴封）、搅拌器（轴封）、阀门每季

度一次，法兰、连接器等每半年一次；公司每周委托山东汇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一次废水检测；公司每月委托山东汇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有组织废气检

测及废水检测；公司每季度委托山东汇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无组织废气检测、

废水水质检测、噪声检测；公司每半年委托山东汇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有组

织废气、地下水检测。



二、监测内容

废气自行监测内容表

监测项目

监测内容
排放口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标准限值 监测方法 分析仪器 备注

挥发性有机物 DA001
烷基酚装置废气

排放口
1月/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7/2801.6-2018)
60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

测

酚类 DA001
烷基酚装置废气

排放口
1半年/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7/2801.6-2018)
15 mg/m3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

测

挥发性有机物 DA002 酯化废气排放口 1月/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7/2801.6-2018 )
60 mg/N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

测

酚类 DA002 酯化废气排放口 1半年/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DB37/2801.6-2018 

)

15 mg/Nm3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

测

甲苯 DA003
储运及污水废气

排放口
1半年/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15 mg/N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

测

挥发性有机物 DA003
储运及污水废气

排放口
1月/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100 

mg/N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

测

苯 DA003
储运及污水废气

排放口
1半年/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4 mg/N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

测

氨 DA003
储运及污水废气

排放口
1半年/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20 mg/Nm3
次氯酸钠-水杨

酸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

测

监

测

指

标

二甲苯 DA003 储运及污水废气 1半年/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20 mg/N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



排放口 放标准(GB 31571-

2015)

测

酚类 DA003
储运及污水废气

排放口
1半年/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8 mg/Nm3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

测

硫化氢 DA003
储运及污水废气

排放口
1月/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3 mg/Nm3 气相色谱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

测

臭气浓度 DA003
储运及污水废气

排放口
1半年/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800(无量

纲)

三点比较式臭

袋法

水循环真空泵 

无油压缩机

手工监

测

酚类 DA004
戊基装置废气排

放口
1半年/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DB37/2801.6-2018)
15 mg/Nm3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

测

挥发性有机物 DA004
戊基装置废气排

放口
1月/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7/2801.6-2018)
60 mg/N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

测

污染物排放方式

及排放去向

排放方式：有组织排放

排放去向：大气环境

采样和样品保存方

法

采用连续采样(非连续采样至少 3个）方法，保证采样过程的可靠性，及样品保持运输过程中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委托有资质

的机构处理，并监督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按照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参照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执行；

监测质量控制措施
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检测，公司从采样监督、分析监督、监测数据质量上进行监测质量控制。公司监督委托的机构按照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组织实施质量控制。

监测结果

公开时限

手工监测数据在收到监测报告后立即填报道山东省污染源共享系统，针对监测项目，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

息公开办法》的要求，根据监测频次及时在国家排污许可信息系统中公开相关监测结果



备注

废水自行监测内容表

监测项目

监测内容
排放口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标准限值 监测方法 分析仪器 备注

pH值 DW002 废水总排口 1月/次

废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31962-

2015)

6.5--

9.5(无量

纲)

玻璃电极 酸度计
手工监

测

悬浮物 DW002 废水总排口 1月/次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31962-

2015)

400 mg/L 重量法 电子天平
手工监

测

五日生化需氧

量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季度/次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31962-

2015)

350 mg/L 稀释与接种法 生化培养箱
手工监

测

化学需氧量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周/次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 31962-

2015)

500 mg/L 比色法
水质在线监测

仪

手工监

测

总有机碳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30 mg/L

非分散红外吸

收

非分散红外吸

收 TOC分析

手工监

测

总铜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0.5 mg/L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分光分度计

手工监

测

总锌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2 mg/L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

测

监

测

指

标

总氮（以 N计）
DW002 废水总排口 1月/次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 31962-
70 mg/L

紫外分光光度

法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手工监

测



2015)

氨氮（NH3-N）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周/次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 31962-

2015)

45 mg/L 比色法
水质在线监测

仪

手工监

测

总磷（以 P计）
DW002 废水总排口 1月/次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31962-

2015)

8 mg/L
铝酸铵分光光

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手工监

测

氟化物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15 mg/L

氟试剂分光光

度法
分光分度计

手工监

测

硫化物 DW002 废水总排口 1月/次
油化学工业污石染源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1 mg/L

亚甲基蓝光分

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

光妒忌

手工监

测

石油类 DW002 废水总排口 1月/次
油化学工业污石染源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15 mg/L 红外光度法 红外侧油仪

手工监

测

挥发酚 DW002 废水总排口 1月/次
油化学工业污石染源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0.5 mg/L 分光光度法 分光分度法计

手工监

测

可吸附有机卤

化物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5 mg/L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仪

手工监

测

总氰化物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1-2015)
0.5 mg/L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法计

手工监

测

总钒 DW002 废水总排口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放标准(GB31571-

2015)

1 mg/L

钽试剂

(BPHA)萃取分

光光度法

分光分度计
手工监

测

化学需氧量 DW002 雨水排放口 1天/次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40 mg/L 重铬酸盐法 水质分析仪

手工监

测

氨氮 DW002 雨水排放口 1天/次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2 mg/L 比色法 水质分析仪

手工监

测

石油类 DW002 雨水排放口 1天/次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1.0 mg/L 红外光度法 红外测油仪

手工监

测

PH DW002 雨水排放口 1天/次
雨水排入城镇下水道质

标(GB6920-1986)
9(无量纲) 玻璃电极法 玻璃电极法

手工监

测

悬浮物 DW002 雨水排放口 1天/次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400 mg/L 重量法 重量法 手工监



质标准(GB/T 31962-

2015)

测

污染物排放方式

及排放去向

排放方式：工艺废水经厂内污水站处理后外排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采样和样品保存方

法

委托有资质相关公司，采用连续采样方法，保证采样过程的可靠性，及样品保持运输过程中不受外界因素干扰；采用连续采

样(非连续采样至少 3个）方法，保证采样过程的可靠性，及样品保持运输过程中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处理，

并监督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按照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参照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执行；

监测质量控制措施
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检测，公司从采样监督、分析监督、监测数据质量上进行监测质量控制。公司监督委托的机构按照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组织实施质量控制。企业建立内部检测质控体系，同时委托有资质单位按照频次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

公开时限

收到监测报告后立即填报道山东省污染源共享系统，针对监测项目，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的

要求，根据监测频次及时在国家排污许可信息系统中公开相关监测结果。针对监测项目，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

及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根据监测频次及时在国家排污许可信息系统中公开相关监测结果

备注

无组织自行监测内容表

监测项目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标准限值 监测方法 分析仪器 备注

臭气浓度 厂界上风向 1季度/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20(无量纲) 三点比较式臭

袋法

水循环真空泵 

无油压缩机
手工监测

监

测

指

标

氨 厂界上风向 1季度/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1.5 mg/m3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手工监测



硫化氢 厂界上风向 1季度/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0.06 

mg/m3
可见分光光度

可见分光光度

计
手工监测

挥发性有机物 厂界上风向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2.0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苯 厂界上风向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1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甲苯 厂界上风向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2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二甲苯 厂界上风向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2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苯并[a]芘 厂界上风向 1年/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0.000008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颗粒物 厂界上风向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1.0 mg/m3 重量法 分析天平 手工监测

臭气浓度 厂界下风向 1 1季度/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20(无量纲) 三点比较式臭

袋法

水循环真空泵 

无油压缩
手工监测

氨 厂界下风向 1 1季度/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1.5 mg/m3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紫外可见光分

分度计
手工监测

硫化氢 厂界下风向 1 1季度/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0.06 

mg/m3
可见分光光度

可见分光光度

计
手工监测

苯 厂界下风向 1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1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甲苯 厂界下风向 1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2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二甲苯 厂界下风向 1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2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苯并[a]芘 厂界下风向 1 1年/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0.000008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挥发性有机物 厂界下风向 1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2.0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颗粒物 厂界下风向 1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1.0 mg/m3 重量法 分析天平 手工监测

臭气浓度 厂界下风向 2 1季度/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20(无量纲) 三点比较式臭

袋法

水循环真空泵 

无油压缩
手工监测

氨 厂界下风向 2 1季度/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1.5 mg/m3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手工监测

硫化氢 厂界下风向 2 1季度/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0.06 

mg/m3
可见分光光度

可见分光光度

计
手工监测

苯 厂界下风向 2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1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甲苯 厂界下风向 2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2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二甲苯 厂界下风向 2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2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苯并[a]芘 厂界下风向 2 1年/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0.000008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挥发性有机物 厂界下风向 2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2.0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颗粒物 厂界下风向 2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1.0 mg/m3 重量法 分析天平 手工监测

臭气浓度 厂界下风向 3 1季度/次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

厂（站）挥发性有机物

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20(无量纲) 三点比较式臭

袋法

水循环真空泵 

无油压缩
手工监测

氨 厂界下风向 3 1季度/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1.5 mg/m3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手工监测

硫化氢 厂界下风向 3 1季度/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0.06 

mg/m3
可见分光光度

可见分光光度

计
手工监测

苯 厂界下风向 3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1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甲苯 厂界下风向 3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2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二甲苯 厂界下风向 3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0.2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苯并[a]芘 厂界下风向 3 1年/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0.000008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挥发性有机物 厂界下风向 3 1季度/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

业(DB37/2801.6-2018)

2.0 mg/m3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手工监测



颗粒物 厂界下风向 3 1季度/次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

2015)

1.0 mg/m3 重量法 分析天平 手工监测

污染物排放方式

及排放去向

排放方式：无组织排放  排放去向：大气

采样和样品保存方

法

委托有资质相关公司，采用连续采样方法，保证采样过程的可靠性，及样品保持运输过程中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监测质量控制措施
企业建立内部检测质控体系，同时委托有资质单位按照频次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

公开时限

针对监测项目，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根据监测频次及时在国家排污许可信息系统中

公开相关监测结果

备注

周边环境自行监测内容表

监测项目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标准限值 监测方法 分析仪器 备注

总硬度 地下水监测口 1半年/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450 mg/L 滴定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氯化物 地下水监测口 1半年/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250 mg/L 滴定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监

测

指

标

六价铬 地下水监测口 1半年/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0.05 mg/L 分光光度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氨氮（NH3-N） 地下水监测口 1半年/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G

B/T14848-2017)
0.5 mg/L 分光光度计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pH值 地下水监测口 1半年/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6.5--

8.5(无量

纲)

玻璃电极 玻璃电极 手工监测

总大肠菌群 地下水监测口 1半年/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3 个/L 多管发酵法 生化培养箱 手工监测

石油类 地下水监测口 1半年/次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 2002)
0.05 mg/L 红外光度法 红外测油仪 手工监测

氟化物 地下水监测口 1半年/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1.0 mg/L

离子选择电极

法
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污染物排放方式

及排放去向

/

采样和样品保存方

法

委托有资质相关公司，采用连续采样方法，保证采样过程的可靠性，及样品保持运输过程中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监测质量控制措施
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检测，公司从采样监督、分析监督、监测数据质量上进行监测质量控制。公司监督委托的机构按照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组织实施质量控制。企业建立内部检测质控体系，同时委托有资质单位按照频次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

公开时限

针对监测项目，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根据监测频次及时在国家排污许可信息系统中

公开相关监测结果

备注

厂界噪声自行监测内容表



监测项目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标准限值 监测方法 分析仪器 备注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夜间) 东厂界 1季度/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

55 dB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手工监测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昼间) 东厂界 1季度/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

65 dB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手工监测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夜间) 西厂界 1季度/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

55 dB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手工监测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昼间) 西厂界 1季度/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

65 dB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手工监测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夜间) 南厂界 1季度/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

55 dB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手工监测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昼间) 南厂界 1季度/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

65 dB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手工监测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夜间) 北厂界 1季度/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

55 dB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手工监测

监

测

指

标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昼间) 北厂界 1季度/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

65 dB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 手工监测

污染物排放方式

及排放去向

/

采样和样品保存方

法

现场监测，委托有资质相关公司，采用连续采样方法，保证采样过程的可靠性，及样品保持运输过程中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监测质量控制措施
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检测，公司从采样监督、分析监督、监测数据质量上进行监测质量控制。公司监督委托的机构按照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组织实施质量控制。企业建立内部检测质控体系，同时委托有资质单位按照频次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

公开时限

针对监测项目，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根据监测频次及时在国家排污许可信息系统中

公开相关监测结果

备注



三、附件

图 1  监测点位示意图

    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比例，标明工厂方位，四邻，标

明办公区域、主要生产车间（场所）及主要设备的位置，标明各种

污染治理设施的位置，标明排放口及其监测点位的编号及其名称。

图 2  单位平面图



图 3  生产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应包括主要工序、工房、设备位置关系，注明厂区雨水、污水收集和运输

走向等内容）

图 4  生产工艺流程图

（应包括主要生产设施（设备）、主要原燃料的流向、生产工艺流程等内容）

图 5  排污许可

排污许可证编号 文件地址(右键选择“在新标签页中打开”可以查看文件)

91370500561436832D

001P

http://218.56.180.211:8420/zxjc//_data/2021/排污许可证

/20211227085329266_排污许可证.jpg

图 6  环评批复文件

环评批复文号 文件地址(右键选择“在新标签页中打开”可以查看文件)

东港环审

【2010】7 号

http://218.56.180.211:8420/zxjc//_data/2021/环评批复文件

/20210111134632672_烷基酚-环评环境影响报告批复-1.jpg

http://218.56.180.211:8420/zxjc//_data/2021/%E6%8E%92%E6%B1%A1%E8%AE%B8%E5%8F%AF%E8%AF%81/20211227085329266_%E6%8E%92%E6%B1%A1%E8%AE%B8%E5%8F%AF%E8%AF%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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