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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藤水质净化厂概况及编制说明

2.1 白藤水质净化厂概况

白藤水质净化厂是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珠海市

斗门区政府授权，以特许经营模式（BOT模式）投融资建设、运营的

城市区域生活污水处理厂。厂区位于斗门区白藤湖片区白藤湖五涌西

侧，鸡啼门水道东岸，占地面积约 7.3万平方米。设计日处理规模为：

近期 4 万吨/天，中期 8万吨/天，远期 12 万吨/天，目前近期处理规

模为 4 万吨/天。根据区域规划，本厂具体服务范围为鸡啼门水道以

东、磨刀门水道以西、珠海大道以北片区，包括白蕉镇、白蕉工业园、

新沙工业园、新港工业园以及白藤片区，服务区域面积约 94.57km2，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44.82km2，处理后尾水排入厂区西面鸡啼门

水道。

白藤厂近期工程总投资约为 1亿元，采用多模式 AAO处理工艺。

根据环评批复要求，白藤厂出水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及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之严者。

本工程自 2010 年 12 月动工建设，至 2012 年 9月完工，2012 年

12月进行设备带负荷联动试车，2013 年 1 月开始试运行，2013年 7

月 10日通过阶段性环保验收，开始正式运营；2016 年 1月 6 日正式

通过整体环保验收（4万吨/天）。

目前日均处理量在 3.6吨/日左右，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及广东省《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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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之严者。

2.2 编制说明

1、报告界限：本企业环境报告书涉及的所有内容和环保数据仅

为白藤水质净化厂数据。

2、报告时限：所提供信息时间范围为 2018年度

3、保证和提高企业环境报告书准确性、可靠性的措施及承诺：

本公司承诺对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负

责。

4、意见咨询及信息反馈方式：

联系人：陈思桦

联系电话：0756-5208613

电子邮箱：13662300418@163.com

mailto:136623004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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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管理情况

3.1 环境保护方针及内容

1、环保方针：人与自然和谐

2、主要内容：为创造优美环境、绿色低碳生活做出贡献，成

为环境保护的引领者，促进共同关注环境资源保护、助力建设绿

色家园、和谐珠海，共建生态文明珠海，推动人与自然和谐。

3、环保目标：

近期目标：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达标排队；COD 和氨氮的排放总

量及浓度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政府的要求。

远期目标：通过改造，提升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及广东省《水污染物

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之严者。

3.2 环境管理结构和措施

3.2.1 环境管理结构

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白藤水质净化厂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

作，厂内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环境保护组织机构以负责厂内环境保护及

节能减排工作。厂内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环保工作，

对污染源的治理改造、环保设备设施的运行及监督管理。厂长、副厂

长定期检查考核；另外，配备专职的安全员，负责日常生产的安全管

理监督工作。目前，白藤水质净化厂持证上岗工作人员共 18 人，其

中：持污废水处理工证 10 人、持电工证 4 人、持档案管理证 1 人、

持安全管理人员证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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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环境管理体制和制度

为贯彻落实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白藤水质净化厂“人与自然

和谐”的环境方针，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达到节能、降耗、减污、

增效的目的，制定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生产

管理。

3.3 环境信息公开及交流情况

3.3.1 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根据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4号）以及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白

藤水质净化厂在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公开企业

基本信息、排污信息、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列表、突发应急预案等内容。

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和《国家重点监

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

案，并且按照方案确定的指标和频次开展了自行监测，将监测结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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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重点监控企业环境公开信息发布平台”上进行了公布。

3.3.2 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白藤水质净化厂利益相关者为：珠海市斗门区环保局、珠海市斗

门区水务局、珠海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四大队、供应商、承包

商、临近企业和居民、访客等。与上述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

情况见下表：

利益相关者 交流内容
是否需要主动告知 是否需要被动告知

是/否 告知方式 是/否 告知方式

珠海市斗门区

环保局、珠海市

斗门区水务局

三废排放情况 是
运营月报，每月

1次
否 ——

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是
污泥转移联单，

每月 1次
否 ——

危险废物排队情况 是
系统填报，每年

一次
否 ——

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

方针
是

与检查人见面

交流
是

来访登记时告

知

珠海市环境保

护局环境监察

分局四大队

废水排放情况 否 —— 是
与负责人交流

时告知

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否 —— 是
与负责人交流

时告知

供应商

方针 否 —— 是
来访登记时告

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反

应须知
否 —— 是

来访登记时告

知

承包商

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

方针
否 —— 是 承包商入厂施

工安全协议告

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反

应须知
否 —— 是

访客

方针 否 —— 是
来访登记时告

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反

应须知
否 —— 是

来访登记时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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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企业、居民

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

方针、重大环境因素、

重大危险源、本公司

应急联络电话和投诉

电话

是
与负责人见面

交流
是

向公司索取时

告知

3.4 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培训及演练情况

白藤水质净化厂内全体人员均经过相关职业教育，持证上岗。对

新员工进行安全环保教育，使每名员工对厂内的环保情况做到基本了

解。根据《突发事件环境应急预案》，定期进行环境事故应急演练，

保证厂内所有人员具有应对环境事故的能力，做到安全生产，生产零

事故。演练情况详见附件。

3.5 相关环保法规执行情况

白藤厂自开厂以来，未发生污染事故，不存在环境违法行为情况。

（1）第三方检测

珠海市环境监测站每季度进行监督性检测，斗门区水务局委托有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每月对白藤水质净化厂进行 2次取样检测，同

时，厂内每月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出水进行取样检测，以上检测结

果均达标。

（2）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白藤水质净化厂 2015年 9 月编制了《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并报送珠海市环保局备案。2018 年 11 月组织对应急预案进行修编，

已通过专家评审，报珠海市斗门区环境保护局备案。同时，根据应急

预案内容要求，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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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目标

4.1 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白藤水质净化厂根据自行监测方案，对重点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公

开，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

测单位每月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均达标。珠海市环境监测站每季

度及每月对白藤水质净化厂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均达标，标准为

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

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

标准之严者。

另 2018 年污染物排放量见下表：

表 1 2018 年污染物排放量统计
类别 污染物 年排放量

废水

CODcr 212.702吨

氨氮 5.812吨

BOD5 27.232吨

总氮 117.433吨

总磷 4.062吨

悬浮物 111.840吨

动植物油 <0.6748吨

石油类 <0.5165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8286吨

总铬 0.1291吨

六价铬 <0.0404吨

总砷 0.0051吨

总铅 0.2942吨

总汞 0.0029吨

总镉 <0.0101吨

4.2 主要污染物削减量

表 2 2018 年主要污染物削减量统计
类别 污染物 年削减量

废水 CODcr 651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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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5 149吨

氨氮 164吨

总氮 85吨

总磷 17吨

悬浮物 345吨

4.3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白藤水质净化厂固体废物主要为脱水污泥（含水率＜80%）。白

藤水质净化厂 2018 年分别委托茂名万华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湛

江市湛茂非金属废料加工处理有限公司、广东华扬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广宁县奥茵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对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

2018年共外运处置污泥 2096.13吨，全年产生量共 2099.91吨。

表 3 2018 年污泥处理处置记录

日期
污泥产生量

（吨）

含水率

（%）
污泥外运量

（吨）
污泥去向

1 月 21.53 77.8 0.00 新污泥外运处置合同未签订

2 月 76.18 77.4 68.53 茂名万华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月 112.03 77.6 96.43 茂名万华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月 3.15 77.5 71.98 茂名万华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月 115.71 78.1 64.51 茂名万华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月 59.01 78.4
33.37 茂名万华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7.88 湛江市湛茂非金属废料加工处理有

限公司

7 月 231.59 79.1 189.19 湛江市湛茂非金属废料加工处理有

限公司

8 月 214.45 79.0 225.93 广东华扬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月 301.56 78.8 319.37 广东华扬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月 549.38 79.1 575.32 广东华扬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93.98 79.4 65.70 广宁县奥茵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2月 321.34 77.8 327.92 广宁县奥茵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总计 2099.91 2096.13

备注 2017年库存量 25.00吨，2018年库存量 28.7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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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降低环境负荷措施

白藤水质净化厂采用多模式 AAO 工艺，污水进入处理系统后，先

经粗格栅、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进行物理处理，再经过生化池厌氧-

缺氧-好氧处理，进一步去除有机物及脱氮除磷，经过紫外线消毒后，

排出鸡啼门水道。出水水质符合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之严者。

脱水污泥委托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外运前储存在

泥斗中，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6 结束语

2018 年，白藤水质净化厂在全体人员努力下，实现了环保事故

零发生。2019 年，白藤水质净化厂将继续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管理

水平，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继续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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