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备案表

项目名称：钛通冶金年产 2 万吨精密铸造项目

建设单位（盖章）：承德钛通冶金有限公司

填报日期： 2018年 11月 12日



填表说明

1、此表由建设单位填写，填表人应仔细阅读《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支持全省扶贫脱

贫攻坚深化环评制度改革提升审批效率的实施意见》（冀环评函

[2018]541 号）以及关于印发《河北省环评审批改革备案试点工作指

南（试行）》的通知，（冀环评函[2018]661 号）中文件的规定，知晓

相关权利和义务。

2、此表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2016

年部令第 41 号）的规定，同时应满足（冀环评函[2018]541 号）、冀

环评函[2018]661 号文件中的规定要求。

3、建设单位自觉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4、填报内容要真实、准确、完整，禁止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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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钛通冶金年产 2 万吨精密铸造项目

建设地点
承德市隆化县韩麻营东兴

村 占地面积(m
2
) 8000.4

建设单位 承德钛通冶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志峰

联系人 李传铜 联系电话 15097808765

项目投资

(万元)
3689.3

环保投资

(万元)
200

立项审批部

门
隆化县行政审批局 批准文号

隆审批投资备

[2018]212 号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19 年 1 月

建设性质 新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中“60 黑色金属铸造 其他”项目，应编制环评报告表。

根据冀环评函[2018]541 号、冀环评函[2018]661 号文件

要求：“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需

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可简化为填报《环境影

响登记表》并实行备案管理，不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五十、核与辐射”所涵盖的

项目。“根据《环境影响登记表》法定备案程序在网上电

子信息平台无法录入或备案的，可以进行纸质文件受理

和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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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及规模

项目占地 12 亩，总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包含铸

造、成品车间和室外循环冷却水塔等。项目利用集团公

司厂房，不涉及厂房土建工程。铸造车间内的西侧，由

北向南安装 4台 2吨中频电炉（2用 2备）；变压器布置

在西侧车间外，紧隔中频炉操作间；变压器西侧建造密

闭式纯净水循环冷却水塔；车间东北角设置炉前化验室；

车间南侧设置工人休息室；西南侧安装回火炉；东南侧

安装推杆式自动化热处理线，其余场地按要求划分为浇

注区、精装区、产品存放区等。厂房设置 20吨天车和 5
吨电葫芦以供吊装使用。年产磨球、衬板、破碎设备磨

损件等铸件 2万吨。项目劳动定员及工作班制为 50人，

全年工作日 300天，8小时三班制。

原辅材

料用量

年使用废钢或钛渣生铁 1.4万吨、铬铁 0.6万吨、其
他铁合金 0.1万吨/年，合计原料用量 2.1万吨/年；年用
新鲜水量约 300吨（冷却水循环使用）、用电量 3000万
度。

周围环

境概况

项目选址位于隆化县韩麻营东兴村，地理坐标为北
纬 41°13′56″，东经 117°48′37″。该项目厂区北侧距东兴
村 385m；东侧临山，南侧隔山 430m为黑石头村；西侧
距杨家沟村 635m。

工艺流程及

污染流程

废钢铁或钛渣生铁与铬铁按一定比例加入中频炉熔
化，将熔化后的合金钢水倒入磨具成型，再进行简单热
处理，达到提高硬度、消除内应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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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生产流程图

1、废气
施工期：不涉及土建施工，施工期仅为设备安装，

且在封闭车间内作业，基本无废气产生。
营运期：中频电炉熔炼、保温废气，产品表面打磨

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粉尘。
2、废水

施工期：不涉及土建施工，施工期仅为设备安装，
且在封闭车间内作业，基本无施工废水产生。

营运期：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工艺冷却水和办公
生活污水。
3、噪声

施工期：设备安装噪声。
营运期：生产设备运行噪声。

4、固体废物
施工期：本项目不涉及土建施工，无施工固体废物

产生。
营运期：包括中频电炉熔炼产生的废炉渣、浇铸铁

水包产生的废铁渣、打磨废铁屑、不合格产品及生活垃
圾。
5、生态影响

项目施工期、营运期不新增占地，基本无水土流失
情况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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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境影

响、采取的环

保措施及排

放去向

污染源 环保措施

废气
烟（粉）

尘

施工期：
本项目不涉及土建施工，施工期仅

为设备安装，且在封闭车间内作业，基
本无废气产生。
营运期：

（1）中频电炉熔炼、保温工序。4
台 2t中频电炉（2用 2备）配套脉冲布
袋除尘器 1台，每台电炉均设置移动伞
式除尘系统。烟气经支管道引入主通风
管道，到火花捕集器去除掉火花，同时
火花捕集器也是初级除尘器，可以将部
分粉尘去除，然后利用布袋除尘器进行
净化处理，后由风机将废气送入 15m
高排气筒排放。

项目熔炼、保温及浇铸过程中产生
大量烟（粉）尘，根据生产设备运行参
数估算，熔炼铁水电炉主要大气污染物
产生浓度为：烟（粉）尘 800-1000mg/m3。
烟尘经配套脉冲布袋除尘器收集处理
后（除尘效率 99%以上，引风机设计风
量 25000-35000m3/h、每天生产时间 24
小时，年工作 300天），经 15m排气筒
高空排放，烟尘外排综合浓度为
8-10mg/m3，估算烟（粉）尘排放量为
2.52t/a。由此可知，项目外排大气污染
物浓度能够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13/1640-2012）新建金
属熔化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2）铁型表面清理工序。该工序
利用表面处理设备，类似球磨机原理，
该设备打磨时为密闭状态，基本无粉尘
外排。

综上，经估算项目排放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为烟（粉）尘 2.52t/a、SO2 0t/a、
NOX 0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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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
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

施工期：本项目不涉及土建施工，
施工期仅为设备安装，且在封闭车间内
作业，基本无施工废水产生。

营运期：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工
艺冷却水和办公生活污水。项目工艺冷
却水，除少量随工艺蒸发损耗，其余大
部分进入循环冷却水塔，全部回用于冷
却工艺，不外排；办公生活污水集中收
集后，排入厂区化粪池，定期委托环卫
部门抽取处置，全部不外排。

固废
生活垃圾

生产垃圾

施工期：本项目不涉及土建施工，
无施工固体废物产生。

营运期：由项目生产工艺可知，其
固体废物包括中频电炉熔化产生的废
炉渣、浇铸铁水包产生的废铁渣、打磨
废铁屑、铁模覆砂产生的废砂料、不合
格产品及生活垃圾，其中废炉渣产生量
约 500t/a、废铁渣约 280t/a、废铁屑约
20t/a、不合格产品约 200t/a、生活垃圾
约 4.5t/a。生产设备液压装置使用的液
压油有损耗，需定期添加，装油容器由
供油厂家即时全部回收，无废油、废桶
产生；废炉渣外售至建材厂制砖，废铁
渣、废铁屑及不合格产品返回熔炼工艺
重新熔化；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并委托环
卫部门定期处置。以上固体废物妥善处
置率达到 100％，不随意堆弃、外排。

噪声 设备噪声

施工期：项目施工期产噪环节为设
备安装噪声及施工人员噪声，设备安装
工序全部位于封闭车间，加强日常管
理，其产生的噪声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
不良影响，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表 1中标
准要求。

营运期：项目新增设备全部位于封
闭车间运行，并安装减震、隔声措施，
对外界声环境影响较小，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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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影响
水土流失

项目建设区域内不存在敏感的生
态保护区域和敏感的生态保护目标。建
设单位通过加强厂区绿化、美化和水保
措施等，努力打造绿色企业形象。

项目总量

控制要求

根据《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并结合

该项目的排污状况，本项目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

烟（粉）尘 2.52t/a、SO2 0t/a、NOX 0t/a。

承诺：承德钛通冶金有限公司李传铜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建设项目符合冀环评函[2018]541号、冀环评函[2018]661

号文件中有关备案的要求，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

办法》及相关文件的规定，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承德钛通冶金有限公司李传铜承担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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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理位置示意简图：

项目平面布置简图：

项目所在位置

铸造生产车间

成品车间

辅助车间

除尘系统、冷却

塔所在位置



项目备案情况说明：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备案表备案管理办法》

（2016 年部令第 41 号）、《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支

持全省扶贫脱贫攻坚深化环评制度改革提升审批效率

的实施意见》（冀环评函[2018]541 号）以及关于印发

《河北省环评审批改革试点工作指南（试行）》冀环评

函[2018]661 号中文件的相关规定。承德钛通冶金有

限公司钛通冶金年产 2 万吨精密铸造项目已完成备

案。

承德市环境保护局隆化县分局

年 月 日



附件一：企业营业执照



附件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