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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新化工）位于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

区，是浙江日出化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位于浙江省化学原料药

基地临海园区，注册资金 1200 万元。企业厂区占地面积 12655m2，现有员工 50 人。公

司是联合国特许专业生产溴甲烷产品的企业。2010 年度荣列临海市政府第一批成长型小

企业培育对象。企业荣获 2014 年临海头门港新区医化行业综合考评“优秀企业”称号。

近年来公司已步入园区安全诚信 A 类企业和环保信用 AA 企业行列。 

建新化工现有主要产品为溴甲烷（1500t/a），该产品于 2007 年 12 月通过台州市生

态环境局（原台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并于 2009 年 6 月通过验收；年产 80 吨 JX080

及年产 JX050 项目于 2012 年 11 月通过环评审批，目前相关生产设备已安装，但未进行

过生产。 

目前国内溴甲烷有 3 个生产企业，分别连云港死海溴化物有限公司、昌邑市化工厂

和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作为该行业计划国际执行

机构，于 2008 年聘请有关技术和财务专家对中国溴甲烷生产企业的现场审计，3 家企业

溴甲烷总生产能力 7900t/a，其中建新化工溴甲烷生产能力（2400t/a）。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及中国的《甲基溴生产行业淘汰计划》，中国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溴甲烷受控用途生产 100%的淘汰。溴甲烷受控用途主要为粮食仓储、烟草育

苗以及农业作物种植前土壤的薰蒸，建筑物及工艺品的杀虫薰蒸。为防止有害生物通过

运输和进出口货物传入、传出、繁殖和扩散，许多国家采用溴甲烷进行薰蒸，称为 QPS

（Quanritine and Pre-Shipment，即检验检疫与装运前的用途）；溴甲烷的 QPS 和化工原

料的用途，属于议定书豁免范围。目前建新化工生产的溴甲烷主要用于检验检疫与装运

前用途和化工原料。 

根据企业发展规划和产品结构，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决定投资 750 万元，新增

土地 3592m2（原浙江鑫山科技有限公司厂区），新建 1 幢办公楼、1 幢丙类仓库和相关

辅助设施，淘汰 JX080、JX050 在建项目，对现有溴甲烷项目（1500t/a）生产线进行技

术改造，实施年产 300 吨三甲基溴化亚砜、50 吨甲基三苯基溴化鏻、2400 吨溴甲烷等

产品技改项目。本次技改项目实施后，形成年产 300 吨三甲基溴化亚砜、50 吨甲基三苯

基溴化鏻、2400 吨溴甲烷及联产 1419 吨硫酸钙的生产能力，发展企业溴甲烷的产品链，

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7000 万元，利税 2000 万元，创汇 5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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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大气[2018]5 号《关于生产和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建设项目管理有关工作的

通知》的相关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化工原料用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建设项目，

生产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允许用于企业自身下游化工产品的专用原料用途。本次技改项目

新增 900 吨溴甲烷，仅作为化工合成原料。部分新增溴甲烷作为三甲基溴化亚砜项目和

甲基三苯基溴化鏻项目的生产原料，多余部分溴甲烷将作为建新化工的溴甲烷下游规划

产品的原料，不对外销售。 

本次技改项目利用已建车间和部分设备，采用先进的生产装置，并在今后的实施过

程将进一步提升生产装置水平，提高管理水平，加大“三废”的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设施，

减轻对周边的环境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浙江省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需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和<关于修改《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1 号），

本项目为农药制造（溴甲烷）和医药中间体的生产，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项目属于[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和[C27]医药制造业；对照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项目属于“十五、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中“36 农药制造”和类别“十六、医药制造业”中“40 化学药品制造”类别，评

价类别为报告书。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64 号）：①第十二条。除依

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外，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建

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公示并征求

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二）

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显示屏）

发布，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获取的场所发布。②第十四条。建设单位应当对公众意

见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并将公众意见留存备查。受影响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有关内容质疑较多或者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有重大分歧意见的，建设单位还

应当采取召开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进一步向公众说明情况、听取意见，并

充分协商和论证。 

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在公司网站、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落张贴公示两种方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并征求

意见，最后形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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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 300 吨三甲基溴化亚砜、50 吨甲基三苯基溴化鏻、2400 吨溴甲烷等产品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拟投资 750 万元，

在现有厂区实施年产 300 吨三甲基溴化亚砜、50 吨甲基三苯基溴化鏻、2400 吨溴甲烷

技改项目。本次技改项目实施后，形成年产 300 吨三甲基溴化亚砜、50 吨甲基三苯基溴

化鏻、2400 吨溴甲烷及联产 1419 吨硫酸钙的生产能力，发展企业溴甲烷的产品链。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为双闸村（厂界外西面约 1410 米）、杜下浦

村、保家村、厂横村、团横村、河坎下村、树桥头村、草坦村等环境敏感目标。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施工期：主要污染物为施工扬尘、施工噪声和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及固体废弃物，

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使各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 

营运期：废水经分质预处理后纳入厂内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纳管进污水处理厂

处理达标后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废气经分质分类收集预处理后再经厂

区末端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固废主要为

高沸物、废分子筛、废包装材料、废水站污泥和生活垃圾等，通过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运行噪声等，通过采取隔声、绿化等措施，使

厂界噪声达标。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使各污染物达标排放，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

大。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施工期：本次项目在现有厂区实施新建办公楼、丙类仓库等，施工场地定时洒水、

减少露天堆放抑制扬尘，严禁在夜里作业及作好相关降噪措施，文明施工，收集生活污

水及固体废弃物，则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营运期：工艺废水经分质预处理后纳入厂内在建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纳管进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工艺废气和固废堆场废气经预处理后接入末端处理设施（碱水二

级喷淋+UV 光解+活性炭吸附）处理后达标排放，废水站废气经收集后采用（酸碱二级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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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光解除臭）处理；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进行隔声降噪，减轻噪声影响；固

废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进行分类收集、分别处置；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地下水分区防渗工作，

做好跟踪监测工作；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系统，设置事故应急池。本项目所采取的各项防治

措施技术经济可行，能保证各种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排放的污染物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

明显影响。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项目产生的各类污染物经相应措施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环境风

险在可接受水平之内。本项目基本符合环保审批原则。 

六、征求意见的内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事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有关团体和个人可就本项目

的环境保护对策或其它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相关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说明理由。

若需进一步了解项目相关信息，在本公告期限内，可到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查阅

相关环评文件。 

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公众可以以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浙江泰

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或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宝贵意见和建

议。为更好地进行意见反馈，请留下您的具体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总  电话：18857649292 

地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   邮编：317106 

2、环评单位：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工  电话：0576-89811037  传

真：0576-89811031 

邮箱：272688070@qq.com  地址：台州经济开发区万达广场 4 号楼 23 层  邮编：

318000 

3、当地环保部门：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分局  联系人：叶科  电话：0576-85280107  

地址：临海市临海大道 399 号 

4、环保审批部门：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丁科 电话：0576-88581026  地址：

台州经济开发区白云山南路 108 号 

征求意见的期限：2020 年 6 月 8 日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信函以邮戳为准）。 

 

信息发布单位：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 

信息发布日：2020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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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示载体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在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网站、浙江头门港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川南中学、杜下浦村、双闸村、保家村、草坦村、厂横村、河坎下村、

树桥头村、团横村（土城村）的公示栏。征求意见的期限：2020 年 6 月 8 日~2020 年 6

月 19 日。 

2.2.1 网站公示 

网站公示截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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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示栏张贴公示 

公示照片如下所示。 

1、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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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川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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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下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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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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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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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草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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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厂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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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坎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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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树桥头村 

 

 

 



15 

10、团横村（土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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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内，未接到公众以电话、信函、传真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提交

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