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衢州永正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300t/a 双极膜碳酸锂制备氢氧

化锂中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浙江衢州永正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300t/a双极膜碳酸锂制备氢氧化

锂中试项目

建设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华阳路 22号

项目性质：改扩建

总投资：550万元

建设内容与规模：企业拟投资 550万元，利用公司现有厂区（衢州市柯城区

华阳路 22号），新增部分设备，利用膜法生产电池级氢氧化锂，该项目中试试验

完成后预计产能为 300 吨/年电池级氢氧化锂。

二、项目周边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本项目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华阳路 22号现有厂区，周围主要敏感点分

布情况见表 1。

表 1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环境要

素
保护目标

保护对

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

位

相对厂界

距离/m

环境空

气

宣家村（行政村） 居民 约 500人

GB3095-2012

二级

北侧 800m

新铺村（行政村） 居民 约 450人 东北侧 1600m

新姜村（行政村） 居民 约 200人 东北侧 2300m

吕宅村（行政村） 居民 拆迁中 东南侧 520m

四都刘村（行政村） 居民 拆迁中 南侧 2100m

下刘村（行政村） 居民 约 600人 西南侧 1900m

山底村（行政村） 居民 约 1192人 西南侧 2600m

杨家突村（行政村） 居民 约 1200人 西南侧 2100m

黄家村（行政村） 居民 约 1030人 西南侧 1100m

十五里村（行政村） 居民 约 3136人 西北侧 1400m

后川村（行政村） 居民 约 1919人 西北侧 1800m

下卢村（行政村） 居民 已拆迁 南侧 350m

黄家街道（含拆迁安置的下卢村、

王千秋新村）
居民 约 2000人 西北侧 1500m

坑西村（行政村） 居民 约 600人 西北侧 2400m

西港社区 居民 约 2000人 西北侧 2000m

柯城区教工幼儿园南堂苑园区 人群 约 100人 东北侧 2340m



黄家小学 人群 约 200人 西南侧 1440m

楠方幼儿园 人群 约 100人 西北侧 2100m

水环境

沙溪沟

（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西南侧 1100m

江山港 西侧 2600m

乌溪江 东侧 5000m

项目所在区域附近地下水 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 /

声环境 厂界及周围 200米范围 GB3096-2008 3类标准 / /

土壤 厂区及周围 200米范围 GB36600-2018第二类建设用地标准 / /

三、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食堂废水通过隔油池隔油，其它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经衢州市城

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生产废水利用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无

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表 1 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后纳

管送至浙江巨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集中处理。本项目废水可全部达标纳管，不向

周围水体排放，因此对周围水体水质基本无影响。

2、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污染物扩散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范围，随着时间扩

大，但浓度减小。虽然对地下水的污染影响范围较小，仅局限在附近局部区域，

但污染影响毕竟是存在的，且地下水一旦遭受污染，自清洁条件较差，污染具有

长期性，因此建议业主首先确保污水处理设施安全正常运行，加强管理，确保不

发生泄露，其次，如在发生意外泄露的情形下，要在泄露初期及时控制污染物向

下游进行运移扩散，综合采取水动力控制、抽采或阻隔等方法，在污染物进一步

运移扩散前将其控制、处理，避免对下游地下水造成污染影响。

3、大气污染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投料过程产生的少量粉尘，反应过程产生的硫酸雾、

硫酸储罐呼吸废气及食堂油烟废气。投料粉尘经布袋除尘后15米高空排放；反应

过程产生的硫酸雾经喷淋塔喷淋处理后15米高空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

处理后屋顶排放。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推荐

模式中的AERSCREEN模型预测分析，项目产生的各大气污染物经处理后排放，

其有组织、无组织排放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均能达标。经进一步预测，各污染物

的最大落地点浓度能达到相应环境质量标准限值要求，对周围环境及敏感点的影

响较小，叠加其他在建项目污染源后，周围环境空气能满足功能区要求。因此，

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4、噪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经过预测，项目投产后，企业各厂界昼夜噪声贡献值均能达《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因此，本项目实施后对周边声

环境影响不大。

5、固废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包括一般工业固废及危险废物，投料粉尘直接

回用于生产，废包装袋属于一般工业固废，收集后外卖综合利用；废布袋、废树

脂、污水站污泥、滤渣属于危险废物，须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

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所产生的固废分类收集，堆放于专门的危险废物仓库

及一般固废暂存场所，并做到及时清运处置。经过上述处理后，项目产生的固废

基本上能做到综合利用，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四、主要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该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见表 2。

表 2 本项目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分类 措施名称 主要内容 预期效果

废气

投料粉尘
侧边集气罩抽风收集经布袋除尘处理后 15米

高空排放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表4 中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反应釜尾气
放空管收集后经喷淋塔喷淋处理后 15米高空

排放。

食堂油烟废气 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18483-2001）

废水

生活污水

食堂废水通过隔油池隔油，其它生活污水通过

化粪池处理达标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衢

州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 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

生产废水

利用现有污水站加药沉淀处理后纳入园区污

水管网送至浙江巨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3-2015）中表1污

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噪声

①选用低噪声设备，降低噪声源。

②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措施。

③加强管理，降低人为噪声，加强设备维护、

保养，防止设备异响，及时检修。

厂界四周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

固废

固废处置及去

向

废包装袋外卖综合利用。

无害化、资源化、安全化

废布袋、滤渣、废树脂、污水站污泥等危险废

物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理。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固废暂存

1、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应遵守《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以及危险废物暂存场所的其他

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危险废物必须履行申报制

度，建立台帐，做好交接、外运等登记，办理

转移联单。

2、对于一般工业固废的暂存场所，也应采取



防雨、防漏和防渗设施，以及防火消防设施，

同时，厂方应及时做好固废的清运工作。

五、环境影响评价基本结论

浙江衢州永正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300t/a 双极膜碳酸锂制备氢氧化锂中试项

目位于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在企业现有厂区内实施建设，项目建设符合衢

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政策，符合衢州

绿色产业集聚区高新片总体规划环评。企业在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要求和措施后，

排放的污染物符合国家、省、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污染物的排放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相关环境措施符合环

保要求，污染物能得到有效治理。项目建设符合建设项目环保审批原则，项目符

合资源利用上线、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及负面清单、环境质量底线，满足环评

[2016]150号中“三线一单”的要求；也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682号）“四性五不批”的要求。

因此，本报告认为，在全面认真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保管理和防范措

施后，并做好“三同时”及环保管理工作，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转，污染物达

标排放，项目从环保角度来说是可行的。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范围

主要针对项目建设地周边的居民、企事业单位等。

2、主要事项

（1）对区域现状环境质量的意见或看法

（2）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看法

（3）对建设项目的意见、看法或要求

（4）对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工作的要求或看法

七、公开的方式和时间

本次公示采取社区、街道等单位宣传栏现场张贴以及网站发布形式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2年 6月 30日~2022年 7月 14日。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个人或团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止）以信函、电话或其他方式与建设单位、环评单位、环保部门联系，建议团

体单位加盖公章，个人应具名并说明联系方式。公众可登录下方链接下载查阅环

评报告全文。公众若需补充了解相关信息，请在公示期间向环评单位联系索要。

环评单位将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

贵意见、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1）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浙江衢州永正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华阳路 22号

联系人：张金建 联系电话：0570-3889666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杭州博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 175号联锦大厦 A座 1601室

联系人：张杏青 联系电话：0571-85785049

（3）审批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衢州市生态环境局智造新城分局行政审批科

通讯地址：衢州市世纪大道 767号行政服务中心 3楼环保窗口

联系电话：0570-3888422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衢州永正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发布公示时间：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