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单位：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荣

编制单位：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砚

项目负责人： （验监）证字第 201558111 号

报告编制人： （验监）证字第 201558111 号

报告审核： （验监）证字第 201557080 号

报告审定： （验监）证字第 200616007 号

建设单位：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13776987910 电话：15895421114

传真：/ 传真：0512-67591568-8038

邮编：226407 邮编：215100

地址：如皋港经济开发区粤江路 10 号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澄阳路 3286 号



目 录
一、前言.....................................................................................................1
二、验收监测依据.....................................................................................5
三、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8

3.1 工程基本情况.....................................................................................................8
3.2 生产工艺简介...................................................................................................22
3.3 环评结论及环评批复意见...............................................................................47
四、污染物的排放及防治措施.............................................................. 50

4.1 废气排放及防治措施.......................................................................................50
4.2 废水排放及防治措施.......................................................................................54
4.3 噪声及其防治措施...........................................................................................56
4.4 固体废弃物及其处置.......................................................................................56
五、验收项目变动情况.......................................................................... 58

5.1 生产工艺或原辅材料变动情况.......................................................................58
5.2 污染物防治措施变动情况...............................................................................58
5.3 项目其它变动情况...........................................................................................60
六、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64

6.1 废气排放标准...................................................................................................64
6.2 废水排放标准...................................................................................................66
6.3 厂界噪声评价标准...........................................................................................66
6.4 总量控制指标...................................................................................................66
七、验收监测内容...................................................................................67

7.1 废水监测...........................................................................................................67
7.2 废气监测...........................................................................................................68
7.3 噪声监测...........................................................................................................69
八．监测结果与评价...............................................................................70

8.1 监测期间工况...................................................................................................70
8.2 废气监测结果与评价.......................................................................................72
8.3 废水监测结果与评价.......................................................................................83
8.4 噪声监测结果与评价.......................................................................................89
九、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90
十、环境管理检查...................................................................................91

10.1 环境保护制度建立、执行情况.....................................................................91
10.2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检查.............................................................................. 92
十一、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95

11.1 结论..................................................................................................................95
11.2 建议..................................................................................................................96
十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97
附图及附件...............................................................................................98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10400 吨单水氢氧化锂、300 吨三羟甲基丙烷三（2-甲基-1-氮杂环丙烷丙酸酯）、10

吨盐酸异丙嗪新建；年产 1650 吨甲磺草胺、100 吨奥芬达唑改扩建；副产 345 吨氢氧化锂溶液、20800 吨碳酸钙及广

灭灵、氯气站、环保设施（RTO 废气焚烧炉、废液焚烧炉、MVR 高盐废水预处理装置）提升改造项目；年产 60 吨氯苯

达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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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江苏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如皋市如皋港经济开发

区粤江路10号，主要从事低毒的农药、兽药和医药原药的生产与销售。公

司原有项目包括唑草酮、甲磺草胺和广灭灵农药原药，芬苯达唑、奥芬达

唑和氟苯咪唑兽药原药，以及西咪替丁、法莫替丁、氯苯达诺和右美沙芬

医药原药。目前除法莫替丁装置尚未建设外，其他产品正常生产。

为了在确保现有产品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满足国内外市

场的需要，宝众宝达对广灭灵装置进行技术改造，并在原有甲磺草胺、芬

苯达唑和奥芬达唑装置的基础上通过“填平补齐”或者“新增生产线”的模式

进行扩能；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对公司产品结构进行丰

富完善，新增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盐酸异丙嗪等兽药和医药原药装置，以

及三羟甲基丙烷三(2-甲基-1-氮杂环丙烷丙酸酯)交联剂生产装置和单水氢

氧化锂生产装置。

此外，为解决现有“三废”处理设施不能稳定运行、能耗过高的问题，

宝众宝达新建一台 RTO 焚烧炉用于对各车间和部分公辅、环保设施洗涤预

处理后的废气进行集中焚烧处理，确保有机废气的达标排放；同时将原有

三效蒸发除盐装置和卧式废液焚烧炉分别替换为同处理能力的 MVR 蒸发

除盐装置和立式废液焚烧炉，并在污水处理站的生化处理工段前增加臭氧

氧化工序以提高对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的处理，从而确保处理设施的正

常运行并降低能耗。

由于市场行情的好转，公司决定对年产 60 吨氯苯达诺项目恢复生产。

原有项目以及本次验收项目基本情况详见表 1-1。

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完成《江苏宝众宝达药

业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单水氢氧化锂、300 吨三羟甲基丙烷三(2-甲基-1-

氮杂环丙烷丙酸酯)、10 吨阿哌沙班、10 吨利格列汀、10 吨盐酸异丙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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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年产 1650 吨甲磺草胺、100 吨奥芬达唑改扩建；副产 2000 吨氢氧化

锂溶液、26700 吨碳酸钙、13000 吨工业副产石膏及广灭灵、氯气站、环

保设施（RTO 废气焚烧炉、废液焚烧炉、MVR 高盐废水预处理装置）提

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2016 年 10 月南通市行政审批局以

通行审批[2016]691 号文予以批复同意建设（见附件 1）。南通市环境科学

研究所公司于 2010 年 9 月完成《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吨西

咪替丁、20 吨法莫替丁、60 吨氯苯达诺和 60 吨右美沙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编制，2011 年 1 月南通市环境保护局以通环管[2011]011 号文予

以批复同意建设（见附件 2）。年产 5200 吨单水氢氧化锂、300 吨三羟甲

基丙烷三（2-甲基-1-氮杂环丙烷丙酸酯）、10 吨盐酸异丙嗪新建；年产

1650 吨甲磺草胺、100 吨奥芬达唑改扩建；副产 345 吨氢氧化锂溶液、10400

吨碳酸钙及广灭灵、氯气站、环保设施（RTO 废气焚烧炉、废液焚烧炉、

MVR 高盐废水预处理装置）提升改造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建设，并

于 2016 年 12 月竣工；年产 60 吨氯苯达诺项目于 2012 年 9 月开工建设，

并与 2012 年 11 月竣工，开始试生产，后因出口相关手续问题暂停试生产，

于 2016 年 12 月恢复试生产，2016 年 12 月进行了该项目试生产备案（见

附件 3）。年产 5200 吨单水氢氧化锂；副产 172.5 吨氢氧化锂溶液、10400

吨碳酸钙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建设，并于 2016 年 12 月竣工，2017 年

4 月进行了该项目试生产备案（见附件 4）。

受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委托，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

担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10400 吨单水氢氧化锂、300 吨三羟甲

基丙烷三（2-甲基-1-氮杂环丙烷丙酸酯）、10 吨盐酸异丙嗪新建；年产

1650 吨甲磺草胺、100 吨奥芬达唑改扩建；副产 345 吨氢氧化锂溶液、10400

吨碳酸钙及广灭灵、氯气站、环保设施（RTO 废气焚烧炉、废液焚烧炉、

MVR 高盐废水预处理装置）提升改造项目；年产 60 吨氯苯达诺项目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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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10400t单水氢氧化锂、300吨三羟甲基丙烷三(2-甲基-1-

氮杂环丙烷丙酸酯)、10吨盐酸异丙嗪新建；年产 1650吨甲

磺草胺、100吨奥芬达唑改扩建；副产 1040吨氢氧化锂溶液、

20800吨碳酸钙及广灭灵、氯气站、环保设施（RTO废气焚

烧炉、废液焚烧炉、MVR高盐废水预处理装置）提升改造项

目；年产 60吨氯苯达诺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10400t单水氢氧化锂、300吨三

羟甲基丙烷三(2-甲基-1-氮杂环丙烷丙酸酯)、10吨盐酸异丙嗪新建；

年产 1650吨甲磺草胺、100吨奥芬达唑改扩建；副产 1040吨氢氧化

锂溶液、20800吨碳酸钙及广灭灵、氯气站、环保设施（RTO废气焚

烧炉、废液焚烧炉、MVR高盐废水预处理装置）提升改造项目；年

产 60吨氯苯达诺项目项目的性质、规模未发生变化，本项目原辅材

料、生产工艺、污染物防治措施等情况发生变化，但未产生明显的环

境影响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1、生产工艺或原辅材料变动情况

1.1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化，原辅材料微有变化。

其中，单水氢氧化锂原辅材规格原先是定的 99.7%，试生产后选用规

格 99.3%，该变更主要是供应商提供原材料的变化，相应的原材料的

单耗微有变化，并不影响产品产能；

2、污染物防治措施变动情况

2.1 污水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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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工艺没有变动，仅预处理工序新增几股需要预处理

的废水，纳入预处理范围，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达到减排的

的目的。

2.2 尾气处理工艺

尾气处理工艺未变化，处理工序前后微调。

26#车间废气处理工序，原本是甲苯蒸馏不凝气、干燥废气

先经过活性炭吸附脱附碳床预处理后进后续的碱洗喷淋塔，实际

安装的设置是这三股废气先通过碱洗喷淋塔，然后再进入活性炭

吸附脱附碳床，最后进入 RTO 焚烧处理，该项变更可以减少系统

中酸性气体对活性炭床的腐蚀，增加该设施的使用寿命，因活性

碳床在设计时考虑放了余量，因此不会影响到污染物的处理效

果，大气污染物可达标排放。

3、项目其它变动情况（包括设备变化、平面处置等其它变化）

3.1 甲磺草胺 20#车间新增一台三合一（离心、洗涤、干燥）

取代之前离心、洗涤、烘干单独重复进、出料，减少操作步骤的

同时改善了现场的作业环境，对应的反应釜进行相应的调整，为

配合三合一设施的使用对应的反应釜的作用做了相应调整，该项

调整仅为了方便操作，总反应釜的容积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不会

导致该产品产能的变化。主要是提高自动化水平，改善作业环境，

减少人工的使用量。

3.2氯苯达诺在之前试生产的过程中反应釜的尺寸选择上进

行了一些调整，将原先在同一个反应釜中完成的内容，分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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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釜中完成，该项变更的目的是为了，对不同工序方便取样

检测，可以更好的控制各工序杂质的含量，因为总容量没有变化，

所以不会扩大该产品的产能。

3.3 盐酸异丙嗪甲醇回收釜减少一个，原本设计参照实验室

蒸馏时间设计，实际生产运行时，甲苯蒸馏时间相对设计值约减

少一半，因此可减少其中一个反应釜的使用，该变更不涉及到产

能的变化。

3.4 旋转窑自控系统升级，尾气处理系统的处理设施优化改

进，为进一步去除焚烧大气污染物达标的稳定性，将原有湿式除

尘改为布袋除尘+活性炭喷射装置提高污染物的处理效率，确保

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17 日



关于副产氢氧化锂溶液产量的情况说明

副产氢氧化锂溶液是单水氢氧化锂的副产品，是在生产的过程为

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定期通过排放氢氧化锂溶液来减少系统中的杂质，

确保氢氧化锂产品合格，而含氢氧化锂溶液有因为有其他的用途所以

被作为副产品出售。

在环评初期预估的杂质量相对将多，所以对应的副产量较多，而

实际生产过程中系统运行的情况比较好，原料中带入的杂质量较少，

所以需要外排的氢氧化锂溶液量比预估的情况要少，随着该产品运行

的时间越来越长，车间摸索出一些规律，在生产出合格产品的前提下，

可以对产生的氢氧化锂溶液按一定量进行回用，从而提高了单水氢氧

化锂的收率，这样导致副产氢氧化锂溶液的量为原来预估产能的一

半，从系统的运行情况来看这个系统运行效率提高，产能收率提高的

一种表现，同时并不涉及到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也是通过随着对设

备运行情况了解的加深，工人技术水平提高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