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表人（签字）：

现有工程排污许可管理类

别（改、扩建项目）
重点管理

经度 114.511194 纬度 38.386222 占地面积（平方米） 211750 环评文件类别

起点经度 起点纬度 终点经度 终点纬度
工程长度

（千米）

所占比例（%）

法定代表人 韩金书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姓名 梁静

信用编号 BH010586

联系电话 13473787280
职业资格证书

管理号

2015035130352014

130119000149

通讯地址

本工程

（拟建或调整变更）

①排放量

（吨/年）

②许可排放量

（吨/年）

③预测排放量

（吨/年）

6.231 1.935

0.802 0.265

0.854 0.168

5.195 1.701

1.285 0.369

0.467 0.134

0.088 0.044

101.031 299.301 32.237

567.792 1324.532 141.036

40.366 67.151 20.223

1.378 0.403

115.212 30.222

2.510 5.037

建设地点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河北行唐经济开发区（南区） 建设规模

填表单位（盖章）： 石家庄玉晶玻璃有限公司  项目经办人（签字）：

拟建项目建筑面积约17.7万平方米；采用一窑两线技术，建设1000t/d一窑两线汽车玻璃原片及光伏背板玻璃基片特种玻璃生

产线。主要建设内容：建设日熔化量1000吨玻璃熔窑一座，建设原料车间及上料系统，建设煤气车间及配套的煤气发生炉，

建有两个锡槽、两套退火窑及切割装裁设施；建设玻璃生产联合车间、各原料库房、储煤库、上煤皮带廊等，形成日熔化量

1000吨汽车玻璃原片及光伏背板玻璃基片特种玻璃生产线，年产玻璃708.1万重量箱。建设配套余热锅炉及发电机组、氮氢保

护气体站；建设脱硫脱硝除尘环保设施。

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基础信息表

环评信用平台项目编号

年产玻璃708.1万重量箱

项目名称
石家庄玉晶玻璃有限公司1000t/d一窑两线汽车玻璃原片及光伏背板玻璃基片特种玻璃生产

线项目

项目代码 2301-130125-89-02-123812

项目建设周期（月） 12 计划开工时间 2023年5月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 57 玻璃制造 预计投产时间 2024年5月

建设性质 改扩建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及代码 C3041 平板玻璃制造

现有工程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编

号（改、扩建项目）
91130125688224490T001P 项目申请类别 新申报项目

规划环评开展情况 有 规划环评文件名 河北行唐经济开发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规划环评审查机关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 冀环环评函[2021]782号

建设地点中心坐标

（非线性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地点坐标（线性工程）

总投资（万元） 108000.00 环保投资（万元） 2650.00 2.5

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91130100MA07MWQ22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91130125688224490T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河北行唐经济开发区（南区） 石家庄市桥西区西二环南路101号

主要负责人 宇文二科 环评
编制
单位

现有工程

（已建+在建）

总体工程

（已建+在建+拟建或调整变更）

④“以新带老”削减量（吨/年） ⑤区域平衡替代本工程削减量（吨/年）
⑥预测排放总量

（吨/年）

⑦排放增减量

（吨/年）

废水量(万吨/年) 0.000 0.000

COD 3.116 5.050 -1.181

氨氮 0.401 0.666 -0.136

总磷 0.292 0.730 -0.124

SS 2.598 4.298 -0.897

BOD5 0.642 1.012 -0.273

0.000

动植物油 0.234 0.367 -0.100

石油类 0.044 0.088

0.000 0.000

二氧化硫 46.123 87.145 -13.886

 废气量（万标立方米/年）

氮氧化物 283.775 425.053 -142.739

颗粒物 20.311 40.278 -0.088

挥发性有机物 0.689 1.092 -0.286

氯化氢 62.815 82.619 -32.593

氟化物 5.154 2.393 -0.117

建 设
项 目

建 设
单 位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废水

废气

区域削减量来源（国家、

省级审批项目）

编制主持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污染物

石家庄玉晶玻璃有限公司

15132160507



15.938 10.279

0.049 0.014

27.560 8.07

级别
主要保护对象

（目标）
工程影响情况 是否占用

占用面积

（公顷）

/

/

/

/

/

/

序号 序号 名称 灰分(%) 硫分(%)
年最大使用

量
计量单位

1 1 煤 5.97 0.26 62174 t/a

2 2 天然气 1752 万m
3
/a

3

4

5

6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

效率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物种类 排放量（吨/年）

99.00% 颗粒物 5 1.15 10.074

97.00% 二氧化硫 16 3.68 32.237

90.00% 氮氧化物 70 16.1 141.036

40.00% 氯化氢 15 3.45 30.222

40.00% 氟化物 2.5 0.575 5.037

0.00% 氨 5 1.15 10.074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毫克/立

方米）

颗粒物 0.5

颗粒物 0.5

颗粒物 0.5

硫化氢 0.06

非甲烷总烃 2

CO 10

氨 1

大气污染
治理与排
放信息

罐区无组织废气 《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8-2020)

15.085 -0.853氨 11.132

硫化氢 0.025 0.038 -0.01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一氧化碳 13.780 21.850 -5.71

                    影响及主要措施

生态保护目标
名称 生态防护措施

生态保护红线 无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自然保护区 无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表） 无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下） 无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风景名胜区 无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其他 无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4 煤气发生炉无组织废气

主要原料 主要燃料

名称 年最大使用量 计量单位 有毒有害物质及含量（%）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固定污染源一氧化碳排放标准》(DB13/487-2002)

排放标准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硅砂 210761 t/a

上料及料棚无组织废气

污染物排放

煤棚无组织废气

冷端无组织废气

量

排放口名称
车间
或生

项目涉及法律法
规规定的保护区

情况

主要原料及燃料
信息

无组
织

排放

序号

（编

排放口名称

1

5

2

3

污染物排放

排放标准名称

排放去向

序号 无组织排放源名称

排放速率

(千克/小时)

序号

（编

号）

污染物排放

排气筒高度

（米） 排放浓度（毫克/

立方米）
有组
织

排放
（主
要排
放

口）

排放标准名称
废水类别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排放量（吨/年）污染物种类

1
《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

准》(DB13/2168-2020)

排放浓度

芒硝

长石

石灰石

白云石

纯碱

1
触媒陶瓷纤维滤管除尘脱

硝一体化工艺
195熔窑烟气

t/a

t/a

t/a

t/a

t/a

7790

12165

57331

63119

2774

玻璃熔窑

生产设施

《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8-2020)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治理设施处理水

量(吨/小时）

COD 100 1.935

氨氮 13.7 0.265

SS 87.9 1.701

石油类 2.3 0.044

BOD5 19.1 0.369

动植物油 6.9 0.134

总磷 8.7 0.168

废物
类型

名称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

（吨/年）
贮存设施名称 贮存能力(吨/年)

自行利用

工艺

是否外委处

置

废包装袋 / 192.0 综合原料库 / / 是

硅砂杂质 / 38.0 综合原料库 / / 是

粉料杂质 / 8.4 综合原料库 / / 是

原料、切装工序

除尘灰
/ 40.9 除尘灰仓 / 返回原料系统 否

含铁杂质 / 6.5 综合原料库 / / 是

脱硫灰 / 2173.0 脱硫灰仓 / / 是

废耐火材料 / 4200.0 浮法联合车间 / / 是

软水制备废树脂 / 0.3 不暂存 / /

粉煤 / 369.0 煤场 / / 是

煤气发生炉灰渣 / 4122.0 炉渣堆场 / / 是

煤破碎、筛分除

尘灰
/ 3.3 除尘灰仓 / / 是

锡渣 / 3.4 不暂存 / / 是

除盐水制备废反

渗透膜
/ 1.0 不暂存 / / 是

废分子筛 / 1.5 不暂存 / / 是

废空气滤芯 / 0.1 不暂存 / / 是

废陶瓷纤维滤管 HW50 772-007-50 16.9 3#危废间 80 / 是

煤焦油 HW11 451-003-11 12.0 1#危废间 150 / 是

制氢废镍基催化

剂
HW46 900-037-46 3.2 3#危废间 80 / 是

在线监测废液 HW49 900-047-49 0.3 2#危废间 40 / 是

废润滑油 HW08 900-214-08 1.5 1#危废间 150 / 是

废油桶 HW08 900-041-08 0.5 1#危废间 150 / 是

3

4

9

10

11

12

13

14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4中二级标准，同时满足行唐县第二

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危险
废物

1

2

5

6

7

8

行唐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大清河流域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

（DB13/2795-

2018）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排放标准名称

受纳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

水量（吨/小时） 名称

化粪池、沉淀池

序号 产生环节及装置 危险废物特性
自行处置

工艺

1 原料拆袋 / /

2 原料筛分 / /

15 保护气制备 / /

4 /

6 机械设备维修 T，I /

水污染治
理与排放
信息（主
要排放
口）

固体废物
信息

或生
产

设施
排放
口

总排
放口
（间
接排
放）

总排
放口
（直
接排
放）

一般
工业
固体
废物

号）

序号

（编

号）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排放口名称 排放浓度

（毫克/升）

编号

名称

受纳污水处理厂排

放标准名称

功能类别

受纳水体 污染物排放

排放标准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排放标准名称

原料、切装工序除尘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水量（吨/小时）

排放量（吨/年）

排放量（吨/年）

排放量（吨/年）

污染物种类

污染物种类

污染物种类

厂区污水总排口1

3 原料筛分 / /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排放浓度

（毫克/升）

5

原料除铁

熔窑烟气脱硫

熔窑检修

软水制备

煤筛分

发生炉制煤气

煤破碎、筛分除尘

玻璃液成型

除盐水制备

保护气制备

熔窑烟气治理

发生炉煤制气

制氢

烟气在线监测

机械设备维修

/

/

/

/

/

/

/

/

/

/

T

T

T，I

T/C/I/R

T，I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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