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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编制目的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重要批示精神，更好

的保障公众健康，生态环境部印发了《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

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在《关于加强重污

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 号）基础

上，对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进行修订，扩大绩效分级行业范围，

完善相关指标和减排措施，提出针对不同行业的重污染天气减排措施。 

在国务院印发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强化区域联防联

控，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细化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企业各工艺环节，实施“一

厂一策”清单化管理。在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认识规范程序扎实

做好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20〕510

号）中指出要指导企业做好“一厂一策”。各地应加强宣传培训，指导帮扶各重点

行业企业，按照绩效分级等级，制定本企业差异化减排措施，落实“一厂一策”，

坚决杜绝绩效分级和减排措施“两张皮”。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应严格按照应

急预案要求，保证差异化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位，确保绩效分级工作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 

我公司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建立和完善主动预防、指挥有序、反应迅速、

防范有力的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体系，减缓重污染天气污染程度，保障公众身体

健康和社会稳定，提高企业重污染天气下应急响应能力，结合公司实际，特编制

本“一厂一策”实施方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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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技术规范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 

《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手册》 

《非道路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1.2.3 相关文件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

〔2019〕648 号）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

办大气函〔2020〕340 号） 

《关于进一步提高认识规范程序扎实做好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有

关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20〕510 号） 

《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关于印发<四川省蓝天保卫行动方案（2017-2020 年）>的通知》（川污防

“三大战役”办〔2017〕33 号） 

1.3 适用范围 

本“一厂一策”实施方案适用于本公司在重污染天气不同预警级别（黄色预

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下的对应应急响应减排措施（Ⅲ级应急响应、Ⅱ级应

急响应、Ⅰ级应急响应）。 

1.4 工作原则 

（1）积极响应，信息公开 

在接到政府主管部门的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时，依据预警级别，积极响应并

落实重污染天气的各项应急控制措施，同时保持信息公开，向政府、社区及时公

开发布污染物排放情况。 

（2）统一领导，分工负责 

根据环境质量由当地政府负责的原则，按照上级管理部门要求，公司应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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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天气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原则。在公司总经理助理的领导下，负

责本公司重污染天气应急防控工作。主管环保工作主管统一负责具体应对措施指

令的下达，各生产单位必须服从并积极执行限产、减产、停产等应急措施的各项

指令。 

（3）部门联动，分工协作 

根据空气污染出现的随机性、损害性、持续时间长、影响面积大等特点，各

制造厂、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生产发展部等部门分工协作，联合开展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工作，及时通报重污染天气响应指标落实情况和设备生产数据等信

息，确保完成本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确定的减排目标。 

（4）规范监管，杜绝隐患 

严格执行实施方案制定的应急减排措施，依据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规程

开展应急响应工作，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和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对未按本实施方

案规定落实应急减排措施、延误执行时间，以及未按操作规程执行的部门和个人，

依据公司有关规章制度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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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基本情况 

2.1 公司概况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是四川

省内专业从事水泥生产与经营的知名大型企业，始建于 1985 年。现有职工 2000

人，生产车间实行三班制生产，年工作时间 6300 小时。峨胜公司现有日产 4600

吨熟料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共 5 条，1 条熟料新型干法大坝水泥生产线，年产

水泥 1200 万吨,日协同处置生活垃圾 400 吨。 

表 2-1 企业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

码 
91511100207451765J 

地址 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 

经度 103°29′29.22″ 纬度 29°29′56.83″ 

法人代表 熊建华 联系人 骆思贤 

联系电话 13990674250 电子邮箱 / 

行业类别及

代号 
水泥制造 C3011 

建厂时间 1985 年 
最新改扩建

时间 
2015 年 

职工人数

（人） 
1700 

生产时间

（h/a） 
6300 

年营业收入

（万元） 
400000 

生产成本（万

元） 
 

是否通过环

评验收 
是 

最近验收时

间 
2017 年 9 月 

 

 

表 2-2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条生产线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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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及内容 建设时间 

竣工验收

时间 

1 一期 46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2006 年

11 月 

2008 年 10

月 

2 二期 46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2008 年 6

月 

2009年7月 

3 三期 46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2008 年 7

月 

2009年7月 

4 四期 46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2008 年 9

月 

2010年8月 

5 五期 46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2008 年

12 月 

2010年8月 

6 

六期熟料新型干法大坝水泥生产线（含 CKK

项目） 

2013 年

10 月 

2017年9月 

企业厂址位于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03°29′29.22″，北纬 29°29′56.83″。企业厂区区位图如图 1-1 所示，卫星遥感图

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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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理位置图 

 

 

图 2-2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边环境遥感图 

 

2.2 产品及原辅料分析 

2.2.1 产品产量分析 

公司现有产品主要为水泥。厂区目前主要产品方案如下表所示。 

 

表 2-3 峨胜公司现有产品构成 

生产线 产品名称 

水泥生产能

力 

一期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水泥 

1200 万吨/

年 

二期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水泥 

三期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水泥 

四期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水泥 

五期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水泥 

六期熟料新型干法大坝水泥生产线（含 CKK 项目）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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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原辅料分析 

公司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为石灰石、砂岩、铝矾土、硫酸渣、燃煤、石膏、矿

渣、白云石、铝矿废石、铜矿渣等，主要原辅材料如下表所示： 

表 2-4 主要原辅材料、燃料来源及消耗量表 

序 

号 

物料 

名称 
单位 用量 来源 

1 石灰石 万 t/a 1007.66 自备石灰石矿山（工厂自备矿山），位于厂区 4.5 公里 

2 砂岩 万 ta 144.74 双福朱坎砂岩矿距工厂约 15km，外购 

3 铝矾土 万 t/a 41.5 沙湾、沙溪矿区距工厂约 65km，外购 

4 硫酸渣 万 t/a 22.6 四川化工厂运距 190km，外购 

5 燃煤 万 t/a 118.05 峨眉山市莲化煤矿，运距 42km，外购 

6 石膏 万 t/a 52.34 四川大为石膏矿运距 30km，外购 

7 矿渣 万 t/a 122.5 乐山德胜钢铁有限公司运距 30km，外购 

8 白云石 万 t/a 17.36 罗目非金属加工厂白云石矿山，约 60km，外购 

9 铝矿废石 万 t/a 3.33 金林铝矿厂，约 25km，外购 

10 铜矿渣 万 t/a 6.73 
峨眉山市云锦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与峨眉山市鑫鑫源商

贸有限公司，约 38km，外购，两种来源 1：1 混合使用 

11 生活垃圾 t/d 400 峨眉山市域及峨眉山景区 

12 新水 m3/d 20000 地表水，距厂区 3.5km 

13 电 万 kWh/a 98000 当地供电局九里变电站供电，距厂区 1.5km 

注：本表只列出了主要的原辅材料，非企业的全部原辅材料。 

2.3 生产流程及产污节点分析 

2.3.11-5 号线生产工艺流程（单线） 

1）石灰石预均化 

石灰石在矿山破碎后（粒度≤75mm）由出料带式输送机送入厂区中的带盖长

形预均化堆场，由悬臂堆料皮带机进行连续人字型堆料，由侧式取料机横切取料。

预均化后的石灰石经带式输送机输送至原料配料站石灰石配料库。 

2）辅助原料破碎及预均化 

生产配料用铝矾土、砂岩和硫酸渣由汽车运输进厂，硫酸渣直接经皮带机送

入带盖长形预均化堆场，铝钒土和砂岩经破碎后由皮带机卸入辅助原料预均化堆

场。辅助原料预均化堆场内设侧式刮板取料机，经带式输送机分别将砂岩、硫酸

渣和铝矾土送至配料站各自配料库中储存。 

3）原煤破碎及预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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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由汽车运输进厂，卸入堆棚。堆棚内的原煤经破碎机破碎后由带式输送

机送入预均化堆场进行预均化和储存。预均化后的原煤从堆场中心漏斗卸出，由

胶带输送机送至煤粉制备车间的原煤仓中。 

4）原料配料及粉磨 

原料配料站分设石灰石、砂岩、硫酸渣、铝钒土四个配料库，4 种原料分别

经库底的皮带秤按一定配比配料后，经皮带机送至 2 台立式磨内进行烘干和粉

磨，烘干热源来自窑尾预热器排出的废气。粉磨后的生料随烘干废气进入旋风分

离器，由旋风分离器收集下来的粉料经空气输送斜槽、斗式提升机送入生料均化

库。出旋风简的废气和来自增湿塔的废气一部分作为循环风返回磨中，其余进入

窑尾袋收尘器，净化后的气体经排风机排入大气。 

5）生料均化及窑尾喂料 

拟采用一座 φ18m连续式生料均化库储存均化生料。均化后的生料经库底生

料计量系统计量，由空气输送斜槽、斗式提升机送至窑尾五级旋风预热器。. 

6）熟料烧成系统 

熟料烧成采用 NST-1 型五级双系列预热器+在线式分解炉、φ4.8×74m 回转

窑和第三代新型空气篦式冷却机等设备组成的窑外分解煅烧系统。送至窑尾生料

经五级旋风预热器和分解炉系统预热、分解后，进入回转窑煅烧。分解炉所用的

三次风来自窑头罩，窑系统所用燃料由煤粉制备系统供给，出窑熟料经篦冷机冷

却后由裙板输送机送至 1 座 φ60×22m 的圆形熟料库储存，熟料库侧设有熟料散

装系统。 

出库熟料经库底卸料装置，由链斗和皮带输送机送至水泥配料站配料库储

存。熟料散装系统均采用袋收尘器收尘。篦冷机废热气一部分到分解炉作为燃烧

空气，另一部分送入煤磨作为烘干热源，其余废气则通过窑头袋除尘器净化后由

排气简排入大气。 

7）窑、磨废气处理 

从窑尾预热器出来的高温废气先经 φ9.5×39m增湿塔作降温调质处理，降至

适宜温度以满足生料烘干或窑尾袋收尘器工作温度的要求。正常工况下，出窑尾

的高温废气经增湿塔降温，窑尾高温风机后，在开磨状态下全部送，入生料磨作

烘干热源，从生料磨排出的废气由窑尾袋收尘器净化后排入大气。磨停窑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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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尾废气作调质处理后，直接进入大布袋收尘器净化后排入大气。为保护袋收尘

器的滤袋不受损伤，进袋收尘器前的管道上设有冷风阀，以确保入袋收尘器的气

体温度不超过 260°C。在系统布置上，窑磨废气处理系统与生料磨和预热器塔架

呈环状矩形布置，排废气的钢烟囱依附在预热器塔架上。 

8）煤粉制备 

来自预均化堆场的原煤由皮带输送机、提升机送至煤粉制备车间原煤仓，仓

内原煤经定量给料设备喂入 1 台辊式磨进行烘干粉磨，烘干热源来自篦冷机.原

煤在磨内粉磨烘干后随气流进入煤磨专用高浓度防爆袋收尘器，袋收尘器收集下

来的煤粉经螺旋输送机送至窑头和分解炉煤粉仓中储存，经袋收尘器净化后的废

气达标排放。煤粉仓中的煤粉经计量后由风机分别送入窑头多通道喷煤管及窑尾

分解炉。 

9）水泥配料及粉磨 

水泥配料库由熟料、石膏、石灰石、矿渣配料库组成。配料库中的熟料、石

膏、矿渣及石灰石分别经各自库底微机配料定量给料机按设定的比例搭配后，由

带式输送机送入水泥磨内粉磨。 

水泥粉磨采用两套由辊压机（带 V 型选粉机）和 φ4.2×13m管磨组成的水泥

预粉磨圈流磨系统，生产能力 150t/h。出磨成品气体随气流进入高浓度袋收尘器

收集后由空气斜槽、提升机输送入水泥库中储存。 

10）水泥储存及散装 

设 8 座 φ15m水泥库储存出磨水泥，总储量 48000 吨，储期 8.3 天。库中水

泥经电动流量控制阀，由空气输送斜槽、斗式提升机及带式输送机组成的输送系

统分别送至水泥汽车散装站和水泥包装车间。水泥汽车散装站设四套装车系统。 

11）水泥包装及成品库 

水泥包装机选用 4 台回转式八嘴包装机，包装能力为 90t/h。来自水泥库的

水泥由提升机经斜槽送入振动筛，筛去杂物后进入中间仓，再进入八嘴回转式包

装机包装成袋装水泥，由带式输送机送至 66×30m 成品库内堆放。 

12）空气压缩机站 

根据各生产车间用气点的用气要求，设置了一座空气压缩机站，每个站内设

四台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用于全厂的压缩空气供气，每台空压机排气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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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3/min，排气压力为 0.75MPa，可满足各车间的气控阀门、窑尾预热器吹堵、

测量仪表及脉冲袋式收尘器等对压缩空气的需要。 

13）生产控制及化验 

厂区内设一座中央化验室（设在中控楼内），负责进出厂原料、燃料、半成

品和成品的常规化学分析及物理检验，以保证各生产环节的产品质量。 

14）储库内料位高度的测定采用超声波料位计。 

生产工艺见下图。 

 

图 2-5 水泥生产工艺流程图 

2.3.2CKK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 

项目固废协同处理处置一般包括垃圾暂存，均化，气化、协同处置和二次污

染防治处理，共 5 个步骤。 

1）废物收集均化、暂存. 

本项目协同处置的对象主要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以及产污单位采用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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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运输至厂区综合用房卸料大厅，经密封门卸入垃圾坑（垃圾坑总有效容量达

5000m3，最大容量可达 7000m3）暂存。 

项目的垃圾坑实行分区贮存，即垃圾先进入单个垃圾坑，垃圾在垃圾坑内由

行车进行搅拌均化后喂入垃圾破碎机（能力 35t/h，1 备 1 用）破碎，垃圾行车将

破碎之后的垃圾带入破碎垃圾料斗，之后由垃圾行车进行抓实之后，暂存由抓斗

抓紧、压缩后丢入另一垃圾坑，等待最终处理。垃圾在贮存过程中还将受到上层

垃圾的重力压实，其垃圾容重将达到 0.6t/m3~0.7t/m3。之后，垃圾供料系统（包

括喂料机、打散机）打散喂料，以使垃圾最大面积的受热。 

项目主要恶臭分布源垃圾坑与垃圾渗滤液池均位于垃圾综合用房内，故项目

必须做好垃圾综合用房除臭工序。项目综合用房采用全密封结构，使垃圾坑和卸

料大厅内形成负压状态，利用气化炉高压风机将厂房内的垃圾臭气和破碎粉尘

（G1）抽出送入气化炉内作为助燃空气焚烧。为保持项目气化炉的缺氧状态，项

目将多余的恶臭气体直接送至篦冷机，作为回转窑或分解炉的助燃空气。同时，

另设置一套等离子除臭机，当气化炉或水泥窑检修时，开启除臭机进行除臭，保

持厂内厂外不受垃圾臭味的影响。 

2）垃圾气化 

在气化炉内，垃圾与蓄热介质（石英砂）接触进行气化或焚烧。焚烧部分将

产生热量用来保持蓄热介质的温度，使垃圾持续气化，产生混合燃气（G），该

部分气体将送水泥窑系统进行焚烧。本项目采用的补入空气为恶臭气体（G）。

如果当垃圾热值很低时（低于 850kCal/kg）需加入适量的碎煤进行助燃，保证垃

圾的稳定燃烧。同时，控制进风量，从而控制垃圾燃烧的速度和范围，延长燃烧

时间和缺氧还原环境，形成稳定的垃圾气化过程。 

在垃圾燃烧和气化期间，气化炉内一边需要供风装置提供燃烧消耗气体，一

边通过管道，将炉中已经气化的垃圾送往分解炉。同时，为防止垃圾坑内的臭气

（G）外泄，将会负压抽取垃圾坑内的空气，并将其通入气化炉作为燃烧空气。 

3）水泥窑协同处置 

进入分解炉的混合燃气（G2），在 850℃-900℃高温下进行充分燃烧。混合

燃气在分解炉内的停留时间大于 4 秒，在此期间，混合燃气中的焦油、重金属蒸

气、残炭、烟尘、二噁英类等微粒彻底摧毁烧掉，达到无害化、减量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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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分解炉的烟气在此后将通过快速降温，防止二噁英的生成。烟气（G3）将先

后通过的五级旋风预热器（850℃-330℃）窑尾余热锅炉（SP 炉）（330℃-210℃）

进行降温，之后约 2/3 的气体进入原料磨与原料换热后，与另一部分气体混合后

一起进入窑尾袋式收尘器，经净化处理后由窑尾排风机排入大气（排气筒 100m）。 

在协同处置期间，水泥窑的碱性环境可有效控制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同时，

水泥窑在分解炉与回转窑之间设有脱除氮氧化物还原区，在分解炉中部设有喷氨

区，可脱除分解炉内的氮氧化物，使氮氧化物的排放达到国家环保要求。 

4）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①炉渣处理 

项目配备的炉渣（S1）处理系统能力为 10t/h。气化炉内垃圾燃烧后的炉渣

（S2）在流动介质中一边沉降一边移动，沉到炉底时通过砂分离装置从垃圾中分

离排出，石英砂经砂循环装置重新进入气化炉，而分离出的炉渣先经过水冷降至

300°C 后，由磁选机分离出的铁质物品（S2）被存储在专门的储仓，剩下的炉渣

（S1）作为原料送到水泥原料磨系统予以利用。 

项目在不燃物取出装置处和炉渣库都设密闭空间，同时将空间内的产尘通过

收集至专门设置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可有效防止废气污染周边环境。 

气化炉内流化砂的质量将会因为重力筛分时粒径过细的炉渣加入而略有加

重，但一般不会影响气化炉的正常运行，根据目前的运行情况，预计流化砂的更

换时间约为 15~20 年/次，更换方法为停炉整体更换，单次更换量为 55t。更换后

的流化砂将作为水泥生料进入水泥窑进行处置、固化。 

②垃圾渗滤液处理 

项目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为 5t/h。垃圾在垃圾坑暂存过程中会渗出

垃圾渗滤液（日处理垃圾 400 吨产生渗透液约为 40m3/d）。为收集渗滤液，将

储坑底部设计成向卸料间倾斜，在池壁底部设计若干孔洞并装设过滤网。在池外

侧设一条渗滤液沟，渗滤液通过过滤网从渗滤液沟自然到渗滤液储存槽，再经渗

滤液泵喷入气化炉内，通过高温气化，完成分解污水中有机物，实现无害化处理。

用泵将垃圾渗滤液提升，由雾化喷嘴向气化炉内喷射，通过高温氧化使其分解，

实现无害化。 

③除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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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是对水泥生产有害的碱、氯等物质排除系统外的装置。在水泥窑窑尾

烟室部位，不定时（按 8h/d 计）抽取热气体，鼓入冷风对其进行快速冷却（900℃

降至 400℃），混合气体经旋风分离器——空气冷却器（多管式、间接冷却至

180℃）——布袋收尘器——引风机烟囱（H=20m）排放。废气中的氯等元素将

因冷却而产生结晶体（如 CaCl2）并被布袋除尘器收集。气体（G4）经布袋除尘

净化后排出，而经过布袋除尘收集下来的除氯细灰（S3）作为混合材按设定比例

掺入水泥熟料中混合为水泥产品。 

 

图 2-6CKK 项目工艺流程图 

2.3.3 涉气产污节点 

1）工艺源产污节点 

PM：主要来自物料的储存、破碎机、烘干机、生料磨、煤磨、水泥窑及窑

尾余热利用系统、冷却机（窑头）、水泥磨、包装机及输送设备等。 

SO2、NOx：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 

2）移动源产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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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载货汽车为柴油车，涉及到 PM、NOx、SO2、VOCs 的排放。 

厂内柴油动力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涉及 PM、NOx、SO2、VOCs 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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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重污染天气减排措施 

3.1 绩效分级情况说明 

3.1.1 绩效分级结果 

企业的 6 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其中 1-5 号线经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评为 B 级生

产线，6 号线经乐山市生态环保局评为 C 级生产线。 

3.1.2 不同绩效分级减排措施要求 

1）B 级生产线要求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橙色预警期间：限产 20%，以“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前一年

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

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

输。 

2）C 级生产线要求 

黄色预警期间：停产 50%，以生产线计；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

（含燃气）进行运输。 

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3）协同处理废物生产线要求 

橙色预警期间：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污泥或危险废物的企业，绩效评级

未达到 C 级，且生活垃圾与污泥处置总量低于 200 吨/日，或危险废物处置总量

低于熟料产能 3%的生产线，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污泥或危险废物的企业，绩效评级

未达到 C 级，生活垃圾与污泥处置总量低于 400 吨/日，或危险废物处置总量低

于熟料产能 4%的生产线，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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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业减排措施 

3.2.1 企业工艺源减排措施目标 

由于公司的 1-5 号生产线被评为 B 级生产线，执行 B 级生产线减排措施。 

由于公司的 6 号生产线被评为 C 级生产线，应当执行 C 级生产线减排措施。

但是 6 号生产线属于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熟料生产线，日处理垃圾规模为 400

吨。满足协同处理废物生产线中生活垃圾与污泥处置总量不低于 400 吨/日的要

求，因此 6 号生产线在黄色预警期间不进行工艺源和移动源的停限产要求；在橙

色预警期间不停产，不限制进出厂的重型载货车辆的排放阶段；在红色预警时不

停产，不限制进出厂的重型载货车辆的排放阶段。 

3.2.2 企业工艺源减排措施 

公司的 1-5 号生产线的产能规模相同，均为 4600 吨/日的熟料产能，合计

23000 吨/日的熟料产能。按照 B 级生产线重污染天气减排要求，在橙色、红色

预警发布后，需要对评为 B 级生产线进行 20%的限产，即 1-5 号生产线在重污染

天气下，最大实际产能可达到 18400 吨/日，减产幅度为 4600 吨/日。 

若 5 条生产线均降低 920 吨/日的产量，从 4600 吨/日的产量降为 3680 吨/

日，虽然也属于可“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的范畴，但是步骤繁琐，操作和核

查均有一定难度，所需时间较长。为加强减排措施的“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性，本公司拟在重污染天气减排时，停止 1-5 号生产线中的任意一条生产线的生

产，从总量来说，能够满足整体减产幅度达到 4600 吨/日的要求，也便于自身操

作，便于监管人员进行核查。 

由于生产计划安排原因，在本方案中不能明确具体停止生产的生产线，但本

公司计划在接收到在四川省或乐山市相关部门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后，第一

时间根据生产安排，确定停止生产的生产线名称，并在本厂的“一厂一策”公示牌

中予以公示，并接受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的共同监督。 

公司的 6 号生产线虽然是 C 级生产线，但由于属于协同处理废物生产线，

且处理规模达到了 400 吨/日，按照要求，在黄色、橙色及红色预警期间，生产

线均不需要进行停限产。 

综上，1-6 号生产线中，在黄色预警情况下，均可正常生产。在橙色预

警情况下，根据生产安排，停 1-5 号生产线中的 1 条生产线，并提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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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生产线正常生产。在红色预警情况下，1-5 号生产线均停产，6 号生产线

正常生产。 

3.2.3 企业移动源减排措施 

企业在进行 1-5 号线 B 级生产线评级过程中，提出的运输方式差异化管控指

标为对进出厂区大门的重型载货车辆（不含水泥罐式货车）全部要求达到国五及

以上的排放阶段，本差异化管控指标作为一个长期性对企业的要求，管控力度等

同于 B 级企业的应急减排临时性措施的力度（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

辆（含燃气）进行运输）。因此当企业满足 B 级企业运输方式的异化管控指标

时，1-5 号生产线不设置移动源减排措施。 

企业在进行 6 号线（协同处理废物生产线）C 级生产线评级过程中，无法对

入厂的环卫垃圾车排放阶段进行限制。参照协同处理废物生产线要求，对生活垃

圾与污泥处置总量不低于 400 吨/日的生产线，不要求进行工艺源和移动源的减

排。因此 6 号生产线不设置移动源减排措施。 

综上，企业 1-6 号生产线均不设置移动源减排措施。 

3.2.4 企业减排措施 

表 3-1 企业减排措施汇总 

应急响应等级 1-5 号生产线 

6 号生产

线 

黄色预警（Ⅲ级响

应） 

无 无 

橙色预警（Ⅱ级响

应） 

停 1 条生产线，提前公示 无 

红色预警（Ⅰ级响

应） 

1-5 号生产线全部停产 无 

3.3 减排基数的确定 

3.3.1 工艺源减排基数 

根据乐山市重污染减排清单（工业源），公司全厂累计颗粒物排放

13356.99 千克/日，SO2排放 6642.27 千克/日，NOx 排放 17823.57 千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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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生产线的污染物排放状况见下表。 

 

 

表 3-2 工艺过程污染物排放情况 

生产线 

污染物排放情况（kg/日） 

PM SO2 NOx 
VOC

s 

一期 4600t/d 生产线 

2363.

16 

1175.

17 

3153.

4 

0 

二期 4600t/d 生产线 

2363.

16 

1175.

17 

3153.

4 

0 

三期 4600t/d 生产线 

2363.

16 

1175.

17 

3153.

4 

0 

四期 4600t/d 生产线 

2363.

16 

1175.

17 

3153.

4 

0 

五期 4600t/d 生产线 

2363.

16 

1175.

17 

3153.

4 

0 

六期生产线（含 CKK 项目） 

1541.

19 

766.4

2 

2056.

57 

0 

3.3.2 移动源减排基数 

由于企业无需设置移动源减排措施，故无需计算移动源减排基数。 

3.3.3 企业减排基数汇总 

公司的最终减排基数为工艺源、移动源排放之和，由于移动源的减排基数不

计算，故企业的减排基数等同于工艺源减排基数，见表 3-3。 

表 3-3 工艺过程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源 

污染物排放情况（kg/日） 

PM SO2 NOx 
VOC

s 

工艺源 
1335

6.99 

6642

.27 

1782

3.57 
0 

移动源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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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企业减排量计算 

根据设置的不同减排措施，在不同预警等级下的减排量见下表。 

表 3-4 不同预警等级下的排放和减排情况           （kg/日） 

预警等级 
污染物

量 
颗粒物 SO2 NOx VOCs 

黄色预警 

Ⅲ级响应 

排放量 13356.99 6642.27 17823.57 0 

减排量 0 0 0 0 

橙色预警 

Ⅱ级响应 

排放量 10993.83 5467.1 14670.17 0 

减排量 2363.16 1175.17 3153.4 0 

红色预警 

Ⅰ级响应 

排放量 1541.19 766.42 2056.57 0 

减排量 11815.8 5875.85 15767 0 

3.5 核查方法 

1）电量分析：查看近三个月水泥窑、生料磨、水泥磨和包装机等生产设备

用电量明细，分析预警前和预警期间电量变化，比对采取减排措施期间的用电量

是否有下降趋势。 

2）现场核查：查看主要生产设备水泥窑、生料磨、水泥磨和包装机等，预

警期间是否按要求实施停限产；查看除尘和脱硝等污染治理设施是否稳定运行。 

3）台账核查：（1）查阅生产设备运行台账和 DCS 生产数据，查看燃料、

原辅料、NH3 等使用量，产品产量，判断预警期间是否落实停限产要求；（2）

查阅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台账和在线监测数据，包括除尘、脱硝等设施的运行、

巡检、维护、故障记录等；自动监测及辅助设备运行状况、系统校准、校验记录、

维护保养记录、故障维修记录、巡检日期等信息，判断污染治理设施是否稳定运

行，预警期间主要污染物浓度或排放量是否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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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 

4.1 应急组织机构 

为保障应急预案的实施，公司成立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组，公司总经理助理

任组长，安全环保主管任副组长。各部门责任人作为工作组成员，工作组成员任

务分工如下表。 

表 4-1 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组成员 

职务 姓名 行政职务 

重污染应对

职责 

联系电话 

组长 晏云华 总经理助理 

批复执行预

警 

 

副组长 骆思贤 安全环保主管 

指挥执行预

警 

1399067425

0 

成员 万利 环保员 预警接受员 

1399061406

0 

成员 何仪田 

制造一厂总经

理 

措施执行员  

成员 王宇平 

制造二厂总经

理 

措施执行员  

成员 耿丽蓉 

营销中心内勤

专员 

措施执行员  

成员 童羽 采购中心经理 措施执行员  

成员 周凯 安全环保员 记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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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重污染应对工作组织机构图 

4.2 应急响应发布与解除 

4.2.1 应急响应发布 

公司预警接受员接到政府发布预警响应通知后，立刻提交至应急组组长，由

组长发布应急响应命令，由副组长组织落实企业具体应急响应工作，具体响应工

作由措施执行员具体负责，信息记录员完整记录企业应急响应级别、响应时间、

生产线/工序相应措施等信息，留档备查。 

根据政府部门发布预警响应通知中预警启动时间和相应级别落实“一厂一

策”措施，合理安排企业生产任务，落实企业应急减排目标。 

4.2.2 应急响应级别调整 

根据政府部门发布预警级别调整通知，企业按照预警启动流程发布预警调整

信息，调整企业响应该级别应急减排措施。 

4.2.3 应急响应解除 

政府部门发布预警解除通知，企业按照预警启动程序发布应急响应解除信

息，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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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度保障 

5.1 人力保障 

在预警发布期间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组成员均在职在岗，并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重污染应对工作，若发生人员变更，应及时在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进行更改并

备案。 

5.2 通讯保障 

公司各重污染应对工作组成员联系电话将保证通讯畅通，预警接受员联系电

话 24 小时开机，以保证能够及时接受政府部门发布的重污染预警信息并通知重

污染应对工作组组长，由组长牵头积极安排企业落实该预警级别的相应工作。 

5.3 监督机制 

公司成立重污染应对监督落实小组，负责监督落实重污染期间企业各项应急

减排措施的严格落地。 

公司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接受生态环境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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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案更新 

公司在发生下列情况后，应及时编制新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一厂一策”

实施方案，并报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备案。 

（1）企业因兼并、重组、转制等导致隶属关系、经营方式、法定代表人发

生变化； 

（2）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 

（3）部门组成和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整； 

（4）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发生

变化； 

（5）方案演练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发现不符合项目； 

（6）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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