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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编制背景

为贯彻《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

管理办法（试行）》关于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的要求，落实企业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

我司被列入绍兴市 2022年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录。同时为切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逐步改善企业土壤环境质量，保障企业人居及周边人居环境安全，促进企业经济

绿色发展和土壤可持续利用，结合企业土壤污染现状和经济发展特点实际情况，开展本

次土壤隐患排查工作。

1.2 排查目的和原则

1.2.1 排查目的

按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并结合企业生

产工艺及所用原辅材料等相关资料，旨在通过对企业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开展土壤污染

隐患排查，对发现的污染隐患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完成整改，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

漏、流失、扬散；并通过开展土壤及地下水初步采样监测，确认地块潜在环境污染特征，

判定是否存在污染。在隐患排查、监测等活动中发现土壤和地下水存在污染迹象的，参

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并

根据调查与风险评估结果采取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等措施。

1.2.2 排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场地的特征，进行潜在污染物排查工作，为场地管理提供

依据。

（2）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导则相关要求，规范场地环境排查过程，保证排查过

程的科学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排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准，使排查过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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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排查范围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2月，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纬七东路 5

号，总用地面积 72005.40m2（约 108亩），企业厂区平面布置图见 1.3-1。

图 1.3-1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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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编制依据

1.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年 24日修订，2015 年 1月 1日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 31日发布，2019年 1月 1

日施行）；

（3）《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 5月 28日起施行）；

（4）《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3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发

〔2016〕47号）

（6）《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

告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表的函》，浙江省生态环境厅，2019 年 6 月 17 日；

（7）《绍兴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绍政发〔2017〕15号）

（8）《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环境管理的

函》（绍市环函〔2020〕178号），2020年 10月 13日。

1.4.2技术规范及其他依据

（1）《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 第 1号）；

（2）《企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2016年 12月；

（3）《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4）；

（3）《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5）《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50000t/a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及联

产 80000t/a无水硫酸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浙江碧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2020

年 4月）；

（6）《关于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50000t/a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

及联产 80000t/a无水硫酸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虞环审[2020]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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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生态环境局，2020年 5月 9日；

（7）《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2022年 2月 27日）；

（8）《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50000t/a 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及联产

80000t/a无水硫酸钠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9）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项目有关其它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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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概况

2.1企业基本信息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2月，原名浙江新时代海创锂电科技有

限公司；为更好的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加快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布局，保障公司经营的

持续发展，企业陆续引进战略投资者浙江美都墨烯科技有限公司，与新时代集团浙江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股东结构变更为：浙江美都墨烯科技有限公司、新时

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上虞海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绍兴涌金电池材料有限

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

限公司，兼并重组后，原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已审批项目“10.8kt/a前

驱体和 1.2kt/a正极材料项目”由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营运。

企业于 2017年，拟对原有项目进行技改，实施“年产 50000吨动力锂电池正极材

料前驱体及联产 80000吨/年无水硫酸钠项目”，并委托浙江碧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进行环评报告编制工作，2020年 4月，浙江碧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浙江美

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50000t/a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及联产 80000t/a无水硫酸

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 年 5 月 9 日，以虞环审[2020]76

号文《关于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50000t/a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及联产

80000t/a无水硫酸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对本项目进行批复。浙江美都海

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更名为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2.2建设项目概况

企业目前项目为“年产 50000吨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及联产 80000吨/年无水

硫酸钠项目”。

2.3原辅料及产品情况

项目进行分期建设，共分二期，具体建设内容见表 4.1-1，至 2022年 6月，企业目

前已完成一期建设内容，同时计划对原有闲置厂房进行拆除重建，建设二期工程配套厂

房。公司产品产量情况见表 2.3-1。原辅料使用情况见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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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方案

产品名称 原有（t/a） 一期（t/a） 二期（t/a） 总规模（t/a） 现建成规模（t/a）
三元前驱体 4000 9000 37000 50000 13000
产品名称 / 二期（t/a） 总规模（t/a） 现建成规模（t/a）

无水硫酸钠（元明粉） / 80000 80000 0

表 2.3-2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

序号 原材料消耗 规格
包装/贮存方

式
环评审批用量（t/a） 现有设备达产消耗量（t/a）

1 硫酸镍 电池级 袋装 83390.96 21666.67
2 硫酸钴 电池级 袋装 33695.78 8666.67
3 硫酸锰 电池级 袋装 19959.69 5189.52
4 氢氧化钠 32.0% 储罐 138957.84 36129.04
5 氨水 18％ 储罐 109.14 28.38
6 硫酸 30% 储罐 323.87 84.21

2.4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本项目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工艺技术路线，前驱体项目采用可溶性镍钴锰盐 溶液，

用碱类作为沉淀剂进行共沉淀反应，经过陈化、洗涤、烘干后得到前驱体 成品。是一

种经典的成熟的工艺技术方案。

共沉淀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无水硫酸钠产品采用MVR对三元前驱体生产过程产生的高盐低杂质母液进行浓缩、

除重金属、脱氨、蒸发结晶、脱水、烘干、包装制备。

企业三元前驱体生产工艺流程描述如下：

将 CoSO4、NiSO4、MnSO4原料加入纯水配备成金属含量 90~120g/L的三元溶液，

与 32%氢氧化钠及 10%氨水（氨水在反应中主要作为络合剂使用）并流加入反应釜进行

连续反应，严格控制搅拌速度、反应温度、pH 值及各溶液流量，以控制产品不同批次

间的粒度分布，得到粒度均一、分布范围很窄的产品。反应完成后，物料经管道输送至

立式离心机进行离心，离心过程中不定时的加入物料，经离心后的物料的含水率约为

10%。离心合格后，再进行盘式干燥（温度 110~130℃），产生的粉尘直接经布袋+水膜

除尘回收，产品经混合均匀后，进行包装后即为成品，可入库。

三元前驱体洗涤工序产生的母液和洗涤水单独收集，进入本项目新增废水预处理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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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洗涤水滤液经过回用水系统反渗透浓缩后，浓缩液与母液合流进入蒸氨除重系

统，淡水进入纯水系统；合流后的母液经汽提脱氨处理，回收 8%氨水，脱氨出水经高

效沉降脱除重金属杂质，出水进入MVR 系统进行联产无水硫酸钠。MVR过程产生的

冷凝水进入纯水系统，纯水系统一级反渗透浓水排入厂区污水站集中处理达标后纳管排

放。

企业原有三元前驱体（4kt/a）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4-1，一期三元前驱体（9kt/a）

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4-2，二期三元前驱体（17kt/a）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4-3，二期三元

前驱体（20kt/a）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4-4，二期废水预处理（污水硫酸钠生产）（对应

三元前驱体原有 4kt/a、一期 9kt/a、二期 17kt/a、二期 20kt/a）工艺流程见图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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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原有三元前驱体（4kt/a）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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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一期三元前驱体（9kt/a）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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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二期三元前驱体（17kt/a）生产工艺流程图（暂未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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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 二期三元前驱体（20kt/a）生产工艺流程图（暂未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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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二期废水预处理（污水硫酸钠生产）（对应三元前驱体原有 4kt/a、一期 9kt/a、二期 17kt/a、三期 20kt/a）工艺流程图（暂未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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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详见表 2.5-1。

表 2.5-1 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序号 名称 理化性质 毒性毒理

1 液碱

纯品为无色透明液体。相对密度

1.328-1.349,熔点 318.4℃,沸点 1390℃。纯液

体烧碱称为液碱,为无色透明液体。工业品多

含杂质,主要为氯化钠及碳酸钠等,有时还有

少量氧化铁。当溶成浓液碱后,大部分杂质会

上浮液面,可分离除去。

本品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粉

尘刺激眼和呼吸道，腐蚀鼻中隔;皮
肤和眼直接接触可引起灼伤，误服

可造成消化道灼伤，粘膜糜烂、出

血和休克。

2 氨水
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臭味，

分子量 35.05，相对密度 0.91，溶于水、醇。

易分解放出氨气，温度越高，

分解速度越快，可形成爆炸性气体。

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

和爆炸的危险。

3 硫酸钴

玫瑰红色单斜晶体，分子量 281.15，熔

点 96℃~98℃，沸点 420（-7H2O），相对密

度 1.948，溶于水、甲醇，微溶于乙醇。

本品粉尘对眼、鼻、呼吸道及

胃肠道粘膜有刺激作用。引起咳嗽、

呕吐、腹绞痛、体温上升、小腿无

力等。皮肤接触可引起过敏性皮炎、

接触性皮炎。

4 硫酸镍

绿色结晶，正方晶系，分子量 262.86，
沸点 840℃，相对密度 2.07，易溶于水，溶

于乙醇，微溶于酸、氨水。

吸入后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对

本品敏感的个体，可引起哮喘和肺

嗜酸细胞增多症，可致支气管炎。

粉尘对眼睛有刺激性。皮肤接触可

引起变应性皮肤损害，主要表现为

皮炎和湿疹。皮损多局限于局部，

亦可蔓延至全身，常伴有剧烈的瘙

痒，故称为“镍痒症”。摄入大量

本品可引起恶心、呕吐和眩晕。镍

及其盐类为确认的职业性致癌物。

5 硫酸锰

硫酸锰(化学式MnSO4，式量 151.00)，
其一水合物为微红色斜方晶体，相对密度为

3.50，熔点为 700℃，易溶于水，不溶于乙

醇。

因为易潮解，适用范围受到限

制。硫酸锰不燃，具刺激性。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有害，具刺激作用。

长期吸入该品粉尘，可引起慢性锰

中毒，早期以神经衰弱综合征和神

经功能障碍为主，晚期出现震颤麻

痹综合征。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

可造成污染。

2.6污染防治措施

2.6.1废水治理措施

本项目三元前驱体生产过程产生的工艺废水主要为离心洗涤工段产生的母液滤液

（W1）及洗涤滤液（W2）。该两股工艺废水中污染物含量较高，送至相应预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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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母液滤液（W1）中含有大量的硫酸钠、氨及少量重金属杂质，收集后去脱氨系统，

经汽提脱氨回收~8%氨水，脱氨出水经除重金属系统沉重处理后，去MVR蒸发系统联

产生产无水硫酸钠，MVR蒸发冷凝水（W4）部分直接回用至生产，部分去纯水系统制

纯水。

洗涤滤液（W2）中含有少量硫酸钠、氨及重金属杂质，收集后去回用水系统，经

反渗透处理，淡水去纯水系统制纯水，浓水去脱氨系统，与母液滤液混合，汽提脱氨回

收~8%氨水，并经除重金属系统处理，出水去MVR蒸发系统联产生产无水硫酸钠，MVR

蒸发冷凝水（W4）部分回用至生产，部分去纯水系统制纯水。

纯水系统采用反渗透+EDI工艺，对MVR蒸发冷凝水、回用水系统淡水进一步提纯，

制备满足工艺要求的纯水，而系统产生的反渗透浓水（W3）水质简单，污染物含量较

低，钴、镍满足车间排放口标准，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经集中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

此外，为降低MVR蒸发能耗，企业考虑在前两期工程中，将部分脱氨沉重出水在

重金属达到车间排放标准后直接排入厂区污水站处理排放。仅在第二期工程实施后才将

全部脱氨出水送入MVR蒸发装置联产生产无水硫酸钠。

2.6.2废气治理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废气主要为氨气和粉尘。

（1）含氨废气：本项目三元前驱体生产过程，反应工序、洗涤工序及母液滤液脱

氨处理工序均会产生含氨废气，废气经风管收集，接入喷淋吸收塔（填料塔）进行吸收

（水喷淋+稀酸喷淋+水喷淋）达标后，通过排气筒外排。此外，本项目废水预处理脱氨

工序会产生少量氨不凝气，不凝气以无组织形式排放，产生量较小，在此不做定量计算。

（2）粉尘：本项目三元前驱体产品及无水硫酸钠联产产品的干燥、包装工序均会

产生产品颗粒物粉尘。干燥工序经风管统一收集后，接入布袋除尘装置+水膜除尘装置，

高效除尘后经排气筒外排。包装工序采用移动式除尘器进行处理，包装隔间内排放。

2.6.3噪声治理措施

企业噪声源为各类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企业加强噪声设备的管理，稳定运行。在

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选用低噪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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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固废治理措施

项目生产产生的固废主要为过滤渣和沉重渣，共用工程产生的固废主要有废 RO膜、

废活性炭、污水处理污泥、滤布、滤纸、废试剂瓶、废包装、生活垃圾。

企业按要求设置 1个一般固废暂存间和 1个危废暂存间用于存放相关固废。

企业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见表 2.6-1。

表 2.6-1 企业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表单位：t/a
序

号
固废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属性 废物代码

一期产生

量
利用处置方式

1 过滤渣 配料 固态 危险废物
HW49

900-041-49 3.71

委托绍兴市上虞众联环

保有限公司处置

2 沉重渣 除重金属 半固态 危险废物
HW46

261-087-46 22.58

3 废 RO膜
纯水、回用

水系统
固态 危险废物

HW49
900-041-49 1.3

4 废活性炭 废水处理 固态 危险废物
HW49

900-039-49 1.3

5 污水处理污泥
*

污水集中

处理
半固态 危险废物

HW46
394-005-46 0

6 滤布、滤纸
反应及废

水预处理
固态 危险废物

HW49
900-041-49 6.5

7 废试剂瓶 分析 固态 危险废物
HW49

900-047-49 5.2

8 废包装
内包装 固态 危险废物

HW49
900-041-49 24.7

外包装 固态 一般废物 / 2.6 物资回收公司回收

9 生活垃圾 日常 固态 一般废物 / 191.4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注：企业一期试生产期间，废水水质较好，暂不产生污泥

2.7历史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信息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地块于 2021年，由所有权单位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名义进行土壤、地下水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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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查方法

3.1资料收集

本次排查收集了如下资料。

表 3.1-1 收集的资料一栏表

资料名称 收集情况 备注

（1）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表）等  有  无 环评报告书

（2）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有  无 未提供

（3）安全评估报告  有  无 未提供

（4）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表  有  无 排污许可证

（5）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有  无 企业提供

（6）平面布置图  有  无 企业提供

（7）营业执照  有  无 企业提供

（8）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有  无 企业提供

（9）土地登记信息、土地使用权变

更登记记录
 有  无 无

（10）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有  无 未提供

（11）危险化学品清单  有  无 企业提供

（12）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有  无 企业提供

（13）环境统计报表  有  无 企业提供

（1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有  无 环保“三同时”竣工自主验收报告

（15）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有  无 未发生

（16）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有  无 未发生

（17）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记录  有  无 未开展

（18）调查评估报告或相关记录  有  无 未开展

（19）土地使用权人承诺书  有  无 企业提供

（20）其它资料  有  无 企业危废管理计划

3.2人员访谈

为了更好的了解场地的历史情况，对熟悉企业生产活动的管理人员和职工进行了访

谈，访谈问题与情况具体总结见表 3.2-1。

表 3.2-1 人员访谈资料一栏表

序号 访谈问题 访谈总结概括

1 企业最早是什么时候在该地块上进行生产的？ 2021年

2 目前企业职工人数 200余人

3 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料、油品的地下储罐

或地下运输管道？

不存在产品、原辅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

地下运输管道

4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

存池? 地下有地下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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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地块内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是否

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6 本企业的三废治理情况?
废水经污水站处理后纳管排放，废气经处

理设施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固废收集后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7 本企业是否利用地下水和地表水? 不利用地下水和地表水

8 本企业是够开展过土壤和地下水调查和检测工

作?
本企业成立至今未开展过土壤、地下水自

行监测工作

3.3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确定

我公司于 2022年 7月进行现场踏勘，重点对 2个三元前驱体生产车间、污水预处

理区、污水站、危废暂存间、储罐区以及事故应急池等重点场所、设施进行现场调查踏

勘。通过实地踏勘和讨论，最终识别了有潜在土壤污染隐患的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

详见表 3.3-1。

表 3.3-1 有潜在土壤污染隐患的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

序号 涉及工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 备注

1 液体储存 污水站 /
2 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管道运输、传输泵 /
3 货物的存储和运输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 /
4 生产区 生产装置区 /

5 其他活动区
废水排水系统、应急收集设施、车间操作活动、一

般固废贮存场所、危险废物贮存场所
/

3.4现场排查方法

结合本企业生产实际开展排查，重点排查：

（1）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的设施，

包括二次保护设施（如储罐区设置围堰及渗漏措施、收集沟）、防滴漏设施（如小型储

罐、原料桶、污泥等采用托盘盛放），以及地面防渗阻隔系统（指地面做防渗处理，各

连接处进行密封处理，周边设置收集沟渠或者围堰等）等。

（2）是否有能有效、及时发现及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的设施或者措施。

如二次保护设施需要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地面防渗阻隔系统需要定期检测密封、防渗、

阻隔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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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4.1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隐患排查

4.1.1液体储罐区

4.1.1.1储罐类储存设施

储罐类储存设施包括地下储罐、接地储罐和离地储罐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罐体

的内、外腐蚀造成液体物料泄漏、渗漏。一般而言，地下储罐和接地储罐具有隐蔽性，

土壤污染隐患更高。

现场排查，现有储罐情况如下：

表 4.1-1 企业现有储罐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类型 数量

1 氨 水 6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个
2 双氧水 2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3 液镍 1# 69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4 液镍 2# 6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5 液钴 3# 6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6 液镍 4# 6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7 硫 酸 6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8 液碱 1# 10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9 液碱 2# 10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0 液碱 3# 10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1 液镍 5# 10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2 液镍 6# 10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3 液镍 7# 10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4 液镍 8# 10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5 液 氮 12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6 液 氧 17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7 液碱 1# 3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8 液碱 2# 3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19 液镍 1# 3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20 液镍 2# 30 m3 立式固定顶罐 1

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2 储罐类储存设施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地下储罐

1

●单层钢制储罐

●阴极保护系统

●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

井

●定期开展阴极保护有

效性检查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

土壤气监测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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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

储罐

●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

井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

土壤气监测
无 无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

施，确保正常运行
无 无

4

●位于阻隔设施（如水泥

池等）内的单层储罐

●阻隔设施内加装泄漏检

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

施，确保正常运行

1、企业位于水泥池内

的单层储罐，阻隔设

施内装有泄漏检测设

施

符合

2、储罐在水泥池内离

地
符合

3、企业定期检查泄漏

检测设施，确保正常

运行

符合

二、接地储罐

1

●单层钢制储罐

●阴极保护系统

●泄漏检测设施

●普通阻隔设施

●定期开展阴极保护有

效性检查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

施，确保正常运行

●日常维护（如及时解

决泄漏问题，及时清理

泄漏的污染物，下同）

无 无

2

●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

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普通阻隔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

施，确保正常运行

●日常维护

1、企业定期检查泄漏

检测设施，确保正常

运行

符合

2、罐区地面采取硬化

防渗处理，周边设立

导流沟和集水池

符合

3、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

施，确保正常运行

●日常维护

无 无

4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如物探检测、注水

试验检测等，下同）

●定期采用专业设备开

展罐体专项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二、离地储罐

1
●单层储罐

●普通阻隔设施

●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

泄漏迹象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包括完善工作程序，

定期开展巡查、检修以

预防泄漏事件发生；明

确责任人员，开展人员

培训；保持充足事故应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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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物资，确保能及时处

理泄漏或者泄漏隐患；

处理受污染的土壤等，

下同）

2 ●单层储罐

●防滴漏设施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泄

漏迹象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1、企业离地单层储

罐，架空设置，企业

制定有储罐管理计

划，定期对防滴漏设

施进行清空

符合

2、企业定期对储罐外

壁进行目视检查是否

有泄漏迹象

符合

3、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采用专业设备开

展罐体专项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如按

操作规程或者交班时，

对是否存在泄漏、渗漏

等情况进行快速检

查，下同）

●日常维护

无 无

4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4.1.1.2池体类储存设施

池体类储存设施包括地下或者半地下储存池、离地储存池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

两种情况：（1）池体老化、破损、裂缝造成的泄漏、渗漏等；（2）满溢导致的土壤污

染。一般而言，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具有隐蔽性，土壤污染隐患更高。

经现场排查，厂区地池体类储存设施主要包括废水收集池、应急池和污水站，参考

《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3 池体类储存设施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地下或者半地下储存池

1 ●防渗池体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

施，确保正常运行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地下水水池主

要为废水收集池、应

急水池，定期检查泄

漏检测设施，确保正

常运行

符合

2、企业定期对储罐外

壁进行目视检查是否

有泄漏迹象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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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2 ●防渗池体

●定期检查防渗、密封

效果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二、离地储存池

1

●防渗池体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检查
符合

2、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4.1.2散状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

4.1.2.1散装液体物料装卸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液体物料的满溢；（2）装

卸完成后，出料口及相关配件中残余液体物料的滴漏。

经现场排查，企业储罐均为底部装卸，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

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4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顶部装载

1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出料口放置处底部设置

防滴漏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

出说明标识牌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无 无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防渗效果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

出说明标识牌

●日常维护

无 无

二、底部装卸

1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自动化控制或者由熟

练工操作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

出说明标识牌，特别注

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

接处

1、企业储罐均为底部

装卸，由熟练工操作
符合

2、企业定期对储罐外

壁进行目视检查是否

有泄漏迹象

符合

3、设置清晰的灌注和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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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抽出说明标识牌，特

别注意输送软管与装

载车连接处

4、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2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正压密闭装卸系统；或

者在每个连接点（处）均

设置防滴漏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

出说明标识牌，特别注

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

接处 有效应对泄漏事

件

无 无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

出说明标识牌，特别注

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

接处

●日常维护

无 无

4.1.2.2管道输送

管道输送包括地下管道和地上管道。管道运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于管道的内、

外腐蚀造成泄漏、渗漏。一般而言，地下管道具有隐蔽性，土壤污染隐患更高。

经现场排查，企业管道主要为废水输送管道和物料输送管道，均为地上管道，参考

《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5 管道输送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地下管道

1 ●单层管道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

况（内检测、外检测及

其他专项检测）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

制定并落实管道维护方

案

无 无

2 ●双层管道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

施，确保正常运行
无 无

二、地上管道

1
●注意管道附件处的渗

漏、泄漏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

况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

制定并落实管道维护方

案

●日常目视检查

1、企业物料输送管道

和废水输送管道为地

上管网

符合

2、企业定期对管道开

展检测，制定并落实

管道维护方案

符合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23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3、企业定期对全厂管

道进行目视检查
符合

4、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4.1.2.3导淋

导淋（相关行业对管道、设备等设施中的液体进行排放的俗称）造成土壤污染主要

是排净物料时的滴漏。

经现场排查，企业无导淋工作，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

见下表。

表 4.1-6 导淋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1
●普通阻隔设施

●注意排液完成后，导淋

阀残余液体物料的滴漏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无 无

2
●防滴漏设施

●防止雨水造成防滴漏设

施满溢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及时有效

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4.1.2.4传输泵

传输泵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驱动轴或者配件的密封处发生泄漏；

（2）润滑油的泄漏或者满溢。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7 传输泵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密封效果较好的泵（例如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等）

1
●普通阻隔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

门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

案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无 无

2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

件设置防滴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

门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实施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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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排出雨水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

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密封效果一般的泵（例如采用单端面机械密封等）

1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

件设置防滴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

门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

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

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各个泵体均设

置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

时有效排出雨水

符合

2、企业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
符合

3企业定期对各泵进

行目视检查
符合

4、企业制定并落实日

常维护制度
符合

三、无泄漏离心泵（例如磁力泵、屏蔽泵等）

1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

门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4.1.3货物的储存和传输

4.1.3.1散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散装货物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散装干货物因雨水或者

防尘喷淋水冲刷进入土壤；（2）散装湿货物因雨水冲刷，以及渗出有毒有害液体物质

进入土壤。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8 散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

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干货物（不会渗出液体）的储存

1 ●注意避免雨水冲刷，如

有苫盖或者顶棚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干货物储存在

车间内，定期目视检

查是否存在泄漏情况

符合

2、企业定期对干货物

暂存场所进行维护
符合

二、干货物（不会渗出液体）的暂存

1 ●普通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1、企业干货物暂存在

车间内，定期目视检

查是否存在泄漏情况

符合

2、企业已建立防渗巡

查制度以及渗漏、泄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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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应急预案

三、湿货物（可以渗出有毒有害液体物质）的储存和暂存

1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防止屋顶或者覆盖物上

流下来的雨水冲刷货物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污泥堆场暂未建

设完成，白泥堆场做

好了防渗措施

符合

2、在发生滴漏后，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

施

符合

3、定期开展防渗效

果检查
符合

4、企业定期进行目

视检查
符合

5、制定并落实维护

制度
符合

4.1.3.2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传输

散装货物密闭式传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于系统的过载。散装货物开放式传输造

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系统过载；（2）粉状物料扬散等造成土壤污染。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9 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传输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密闭传输方式

1 ●无需额外防护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的连接处

●制定检修计划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制定相应的检

修计划
符合

2、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3、制定并落实维护制

度
符合

二、开放式传输方式

1 ●普通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1、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2、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4.1.3.3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包装材质不合适造成货物渗漏、流失或者

扬散。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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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包装货物为固态物质

1

●普通阻隔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适用于相关货物的储

存，下同）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1、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2、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二、包装货物为液态或者黏性物质

1 ●普通阻隔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1、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2、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2 ●防滴漏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

1、定期清空防滴漏设

施
符合

2、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危化品仓库、

危废仓库场，均做好

了防渗防漏工作

符合

2、危化品仓库管理人

员必须符合上岗资

格，具备应急处置能

力，定期开展应急演

练及培训

符合

3、化学品均放置于防

渗漏托盘上
符合

4、危化品仓库区域设

置吸附棉、消防沙、

危废收集桶等应急物

资

符合

6、仓库管理人员定期

开展应急演练及接受

化学品应急知识培训

符合

6、在发生滴漏后，定

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符合

7、定期开展防渗效果

检查
符合

8、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9、制定并落实维护制

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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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开放式装卸（倾倒、填充）

开放式装卸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在倾倒或者填充过程中的流失、扬散或者遗撒。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11 开放式装卸（倾倒、填充）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1 ●普通阻隔设施

●防止雨水进入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1、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2、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2
●防滴漏设施

●防止雨水造成防滴漏设

施满溢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在发生滴漏后，定

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符合

2、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3、制定并落实维护制

度
符合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检查
符合

2、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3、制定并落实维护制

度
符合

4.1.4生产区

生产加工装置一般包括密闭、开放和半开放类型。密闭设备指在正常运行管理期间

无需打开，物料主要通过管道填充和排空，例如密闭反应釜、反应塔，土壤污染隐患较

低；半开放式设备指在运行管理期间需要打开设备，开展计量、加注、填充等活动，需

要配套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规范的操作规程，避免土壤受到污染；开放式设备无法避免

物料在设备中的泄漏、渗漏，例如喷洒、清洗设备等。可参考表 A.4开展排查和整改。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12 生产区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密闭设备

1

●无需额外防护设施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

发生故障的零部件、检测

样品采集点等位置

●制定检修计划

●对系统做全面检查

（比如定期检查系统的

密闭性，下同）

●日常维护

无 无

2
●普通阻隔设施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

发生故障的零部件、检测

●制定检修计划

●对系统做全面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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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点等位置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二、半开放式设备

1 ●普通阻隔设施

●防止雨水进入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1、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2、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急预案

符合

2

●在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

漏、渗漏的地方设置防滴

漏设施

●能及时排空防滴漏设施

中雨水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在发生滴漏后，定

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符合

2、定期检查车间防渗

效果
符合

3、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4、制定并落实维护制

度
符合

三、开放式设备（液体物质）

1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四、开放式设备（粘性物质或者固体物质）

1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无 无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

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4.1.5其他活动区

4.1.5.1废水排水系统

废水排水系统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管道、设备连接处、涵洞、排水口、污水井、分

离系统（如清污分离系统、油水分离系统）等地方的泄漏、渗漏或者溢流。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29

表 4.1-13 废水排水系统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一、已建成的地下废水排水系统

1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

设施、油水分离设施、设

施连接处和有关涵洞、排

水口等，防止渗漏

●定期开展密封、防渗

效果检查，或者制定检

修计划

●日常维护

1、企业定期对现有排

水系统开展密封、防

渗效果检查

符合

2、制定并落实维护制

度
符合

二、新建地下废水排水系统

2

●防渗设计和建设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

设施、油水分离设施、设

施连接处和有关涵洞、排

水口等，防止渗漏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三、地上废水排水系统

3

●防渗阻隔设施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

设施、油水分离设施、设

施连接处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2、企业制定并落实维

护制度
符合

4.1.5.2应急收集设施

应急收集设施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设施的老化造成的渗漏、流失。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14 应急收集设施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1 ●若为地下储罐型事故应

急收集设施，参照 A.1.1 ●参考 A.1.1 无 无

2 ●防渗应急设施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维护

1、企业定期开展防渗

效果检查
符合

2、制定并落实维护制

度
符合

4.1.5.3车间操作活动

车间操作活动包括在升降桥、工作台或者材料加工机器（如车床、锯床）上的操作

活动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的飞溅、渗漏或者泄漏。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15 车间操作活动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1
●普通阻隔设施

●渗漏、流失的液体应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1、企业定期进行目视

检查
符合

2、制定并落实维护制

度
符合

3、已建立防渗巡查制

度以及渗漏、泄漏应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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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预案

2

●普通阻隔设施

●在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

漏、渗漏的地方设置防滴

漏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频繁使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3
●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

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

查

●日常维护

无 无

4.1.5.4分析化验室

分析化验室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质的泄漏、渗漏或者遗洒。

经现场排查，参考《排查指南》附录 A进行现场排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16 分析化验室土壤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企业现场排查情况 符合性情况

1

●普通阻隔设施

●关键点位设置防滴漏设

施

●渗漏、流失的液体得到

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维护和目视检查
无 无

2
●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得到

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检测密封和防渗

效果

●日常维护和目视检查

无 无

4.1.5.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和危险废物贮存库

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和危险废物贮存库均照要求设置。

通过对场地各个区域的排查和生产过程原辅料、产品的调查了解，场地潜在污染物

来源于染料生产过程、原辅料运输过程以及废水、废气处理产生的 pH、镍、钴、锰、

硫酸盐、石油烃（C10~C40）等，潜在的污染途径包括渗滤液管道输可能发生“跑、冒、

滴、漏”的现象，经降雨淋滤进入土壤。污染区域主要为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区域、危

废堆场等。

据现场勘察结果，场地土壤隐患排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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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台账

企业名称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

（签字）
排查时间 2022年8月

序号 涉及工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重

点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经纬度坐标，

或者位置描述等）
现场图片 隐患点 整改建议 备注

1 散装液体转运

与厂内运输

硫酸储罐管道输

送
硫酸储罐出料阀门

出现阀门松动，地

面有硫酸泄漏痕

迹，可能造成土壤

地下水污染

对全厂阀门进行

检查维护
/

2 其他活动区 废气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风机

风机产生废液由

管道直接流入地

面，虽已做好硬

化、收集、防渗防

漏等工作，但仍存

在一定隐患

对风机排液管进

行收集，送污水

站处理

/

3 其他活动区 废气处理设施 阀门

喷淋塔阀门松动，

有废液泄漏，可能

造成土壤地下水

污染

喷淋塔液位计短

接和底阀更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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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

（签字）
排查时间 2022年8月

序号 涉及工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重

点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经纬度坐标，

或者位置描述等）
现场图片 隐患点 整改建议 备注

4 液体储存 冷却水池 冷却水池外墙

冷却水池外墙有

渗漏痕迹，外墙环

氧部分损坏，可能

造成土壤地下水

污染

对冷却水循环管

道以及阀门进行

维护，对冷却水

池外墙进行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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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隐患排查结论

根据此次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该企业内暂时不存在土壤污染情况，但现场

存在部分问题，公司需要按照要求积极整改。

5.2 隐患整改方案

（1）对全厂阀门进行检查维护。

（2）对风机排液管进行收集，送污水站处理；喷淋塔液位计短接和底阀更换。

（3）对冷却水循环管道以及阀门进行维护，对冷却水池外墙进行维护。

详细整改内容及要求见表 5.2-1。

表 5.2-1 整改内容及要求

整改对象 整改类型 存在问题 具体整改措施 整改期限

硫酸储罐管道

输送
工程整改

出现阀门松动，地面有硫

酸泄漏痕迹，可能造成土

壤地下水污染

对全厂阀门进行检查维护 半个月

废气处理设施 工程整改

风机产生废液由管道直接

流入地面，虽已做好硬化、

收集、防渗防漏等工作，

但仍存在一定隐患

风机排液管进行收集，送污

水站处理
一个月

废气处理设施 工程整改

喷淋塔阀门松动，有废液

泄漏，可能造成土壤地下

水污染

喷淋塔液位计短接和底阀更

换
半个月

冷却水池 工程整改

冷却水池外墙有渗漏痕

迹，外墙环氧部分损坏，

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

对冷却水循环管道以及阀门

进行维护，对冷却水池外墙

进行维护

三个月

5.3 建议

（1）建立土壤环境管理制度，对容易造成土壤污染隐患的生产活动提出明确要求，

落实完善厂区内各巡查制度，及时消除污染隐患；

（2）加强化学品药剂、储罐液体的转运过程中监督，建立应急机制，一旦发生扬

撒、包装破损等现象，及时采取措施集中收集，避免液态、固态物质进入土壤；

（3）加强生产监督管理，确保操作人员遵守操作规程。执行巡检制度，发现事故

隐患，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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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例行监测要求，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地下水水质的监测，建立隐患

排查档案，防治新增污染源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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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6.1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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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土壤污染隐患整改台账

土壤污染隐患整改台账

企业名称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

（签字）

所有隐患整改完成时

间
2022年9月15日

序号
涉及工业活

动

重点场所

或者重点

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

经纬度坐标，

或者位置描

述等）

隐患点 实际整改情况 整改后现场照片

隐患整

改完成

时间

备注

1
散装液体转

运与厂内运

输

硫酸储罐

管道输送

硫酸储罐出

料阀门

出现阀门松动，地面

有硫酸泄漏痕迹，可

能造成土壤地下水

污染

检查全厂阀门，紧固

螺丝，维修破损阀门

2022年
9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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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

（签字）

所有隐患整改完成时

间
2022年9月15日

序号
涉及工业活

动

重点场所

或者重点

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

经纬度坐标，

或者位置描

述等）

隐患点 实际整改情况 整改后现场照片

隐患整

改完成

时间

备注

2 其他活动区
废气处理

设施

废气处理风

机

风机产生废液由管

道直接流入地面，虽

已做好硬化、收集、

防渗防漏等工作，但

仍存在一定隐患

对风机排液管进行收

集，送污水站处理

2022年
9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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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

（签字）

所有隐患整改完成时

间
2022年9月15日

序号
涉及工业活

动

重点场所

或者重点

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

经纬度坐标，

或者位置描

述等）

隐患点 实际整改情况 整改后现场照片

隐患整

改完成

时间

备注

3 其他活动区
废气处理

设施
阀门

喷淋塔阀门松动，有

废液泄漏，可能造成

土壤地下水污染

喷淋塔液位计短接和

底阀更换

2022年
9月5日 /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39

企业名称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C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

（签字）

所有隐患整改完成时

间
2022年9月15日

序号
涉及工业活

动

重点场所

或者重点

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

经纬度坐标，

或者位置描

述等）

隐患点 实际整改情况 整改后现场照片

隐患整

改完成

时间

备注

4 液体储存 冷却水池
冷却水池外

墙

冷却水池外墙有渗

漏痕迹，外墙环氧部

分损坏，可能造成土

壤地下水污染

对冷却水循环管道以

及阀门进行维护，对

冷却水池外墙做防水

处理

2022年
9月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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