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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十三五规划主要内容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基本情况
        辽宁省工业生产历史悠久，重化工业结构突出，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大面广，危险废物种类较多，
主要产废企业和地区相对集中。

       产废情况分析：
         2016年前，申报登记产废80-100万吨，2017
年达151万吨。今明两年还将进一步增加。
       污油泥量大面广
           辽河油田、7大炼厂+若干新厂7000+万吨
       产废历史悠久----易产生习以为常的错误行为
           百年钢厂、机械加工、原材料制造
       产废企业和地域相对集中
       自行利用处置与外委处理数量相当 
      



    基本情况

      利用处置情况分析：
       省发证危废利用处置单位数量稳步增长，2014-
2018年，由30多家增加到接近50家，总利用处置能
力达186万吨/年。
       以再生资源产业园区为载体进行集中处理的理念
           正在逐渐被接受和认可 （部门、各市、企业）
       技术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解决
       针对分散、社会源的收集管理体系正在建立
              铅蓄电池等
       优势企业强势地位进一步加强：种类、能力、面
              东泰、上市公司、专业化处置企业



基本情况
     根据申报登记统计，2017年，全省3212家企业共申报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总量为151万吨，其中内部自行处置84万
吨，外委处理63万吨，暂存29万吨（含往年积存25万吨）。
潜力地区：盘锦、营口、大连、阜新



基本情况

      2017年，辽宁省产生量较大的危险废物主要有：精（蒸）馏残

渣62万吨、废矿物油29万吨、废酸19万吨、有色金属冶炼废物7.8万

吨、有机氰化物废物6.9万吨、废碱3.2万吨、废催化剂2.7万吨、表

面处理废物2.2万吨、焚烧处置残渣2万吨、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

液1.9万吨，占总产生量的78.0%。



基本情况

主要产废行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50万吨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8万吨

        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12.6万吨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8.5万吨

        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7.8万吨

        化学纤维制造业6.6万吨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4.9万吨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4.7万吨

              以上8大行业，产生量合计占总量的88.1%。       



基本情况
       
     重点产废企业:
            鞍钢股份   约26万吨    焦油渣
            本钢板材   约15万吨    焦油渣
            北营钢铁   约8万吨     焦油渣
            辽阳石化     约7万吨     
            葫芦岛锌厂  约7万吨
             抚顺石化     约7万吨
            辽河油田      约5万吨



基本情况
      产废地区主要集中在鞍山、本溪、大连、盘锦、抚顺、辽阳、葫芦岛、锦州、

沈阳和朝阳等10个城市，产生量合计147.8万吨，占总量的97%。产废单位主要集

中于大连、沈阳、盘锦等地，铁岭市和朝阳市仅有数十家。产废量居前10的市产废

量全部增长，其中鞍山、本溪、抚顺、辽阳、葫芦岛等市增长明显，体现出管理力

度的加大，也有中央环保督察“挤出效应”的影响。

按地区统计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2017年）

设区的市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排序 数量(万吨) 比例(%)
鞍山市 1 27.1↑ 17.9
本溪市 2 23.5↑ 15.6
大连市 3 18.2↑ 12
盘锦市 4 18.1↑ 12
抚顺市 5 12.5↑ 8.3
辽阳市 6 11.8↑ 7.8
葫芦岛市 7 11↑ 7.3
锦州市 8 9.7↑ 6.4
沈阳市 9 8.4↑ 5.6
朝阳市 10 7.5↑ 5



基本情况

       利用处置能力。截至目前，持省发证且在有效期内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41家，总利用处置能力为186万吨。

其中，利用能力150万吨，处置能力35万吨。全省共有

填埋处置设施4座，总填埋能力4.85万吨/年。有综合焚

烧设施6座，总焚烧能力8.5万吨/年。



辽宁省“十三五”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主要内容



        2018年1月，辽宁省“十三五”危险废物污染

防治规划经厅党组会审议通过，正式实施。



完善制度，防控风险

综合防治，严格监管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夯实基础，源头管控

基
本
原
则



Ø到“十三五”末，全省危险废物基本实现安全规范处置，社会源危险废
物收集转运体系基本建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服务延伸至有条
件的乡镇；

Ø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深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全省
危险废物重点产生单位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
分别达到92%和96%，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达到80%。

Ø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步，新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能力不低于50万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水平有较大提高；危险废物
应急保障能力显著提高，风险防控体系逐步完善；

规划目标



规划重点任务

加快全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升级

持续推进再生资源产业园区建设，提高园区环境服务水平

延伸管理触角，完善非工业源危险废物收集体系建设

加强医疗废物管理

健全全省危险废物环境应急响应体系

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



表1  辽宁省已建再生资源产业园情况一览表

城市 序号 园区名称 园区地址 功能定位

大连

1 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庄河市大郑镇银窝村和潘店

村南侧
废旧金属和机电产品回收、拆解及精深加工；废旧家电

回收和拆解利用；废旧汽车回收和拆解利用； 

2 大连西中岛再生资源产业园
大连辽东半岛西侧中部长兴

岛西中岛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鼓励发展技术领先的资源再生型、

综合利用型项目；危险废物焚烧及填埋设施。

鞍山 3 鞍山市循环经济产业园 鞍山经济开发区 以生活固废、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处理为主要功能。

本溪 4 本溪湖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 本溪市溪湖区
由危险废物产业园调整为一般工业固废园。以废钢铁加

工、矿冶设备修复及钢铁加工综合利用为主。

丹东 5 东港再生资源产业园 丹东东港市 以金属为主要原料的再生资源循环产业。

锦州 6 锦州再生资源
产业园

A区 锦州市义县地藏寺乡 以危险废物处理和以废物转化为再生资源为主。

B区 锦州市义县大定堡乡 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及简单加工的再生资源产业园区。

营口 7 营口再生资源产业园
大石桥市金桥管理区、青花

管理区内
危险废物的利用处置。

阜新 8 阜新再生资源产业园
阜蒙县阜新镇巨力克村小大

坝屯

以工业废弃物再生利用为主导产业，以危险废弃物和固
体废弃物环保处理为重点，依托辽西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废矿物油热解、工业废液处理、电池电瓶拆解及再生利
用等重大环保处置项目，初步建设成为省内再生资源示

范产业园。

辽阳 9 辽阳再生资源产业园 辽阳芳烃及原料基地内 危险废物处理利用。

盘锦 10 盘锦再生资源产业园 盘锦市盘山县新县城的北部
环保型循环经济产业，废碱液处理、废机油回收处理、

废橡胶回收处理、污水处理剂、废油泥处理等。

铁岭
11 辽宁静脉产业园

铁岭县横道河子镇下石碑山
村

以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为主。

12 铁岭调兵山市再生资源产业
园

铁岭调兵山市 以废润滑油处理为主导、其他危险废物综合利用。

葫芦岛 13 葫芦岛再生资源产业园 葫芦岛经济开发区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再生资源产业园区



表2  辽宁省新建再生资源产业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城市
新建园
区数量

危险废物来源 服务对象

1 沈阳 2
石化化工、医药、装备制造、电池制造等行

业产生的危险废物。
分化工园和辽中区两个园区，为沈阳化工园区和沈
阳近海经济区及周边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2 大连 1 石化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产生的危险废物。
大连松木岛化工园区内的大型石化企业及周边企业
提供配套服务。

3 鞍山 1
石油开采、加工及化工等行业产生的危险废

物。
为台安地区及周边石油开采、加工及化工企业提供
危险废物处置服务。

4 抚顺 2 腈纶纤维制造、石化化工和炼钢等行业产生
的危险废物。

分东洲区和抚顺县两个园区，为张甸工业园区、兰
山工业园区和抚顺胜利开发区及周边企业提供配套
服务。

5 本溪 1 钢铁冶炼、制药等行业产生的危险废物。
为本溪市本钢集团、药都等企业危险废物处置提供
服务。

6 盘锦 1 石化等行业产生的危险废物。
为辽河以南的大洼区、辽东湾新区石油化工园及周
边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7 朝阳 1
有色金属加工提炼、精细化工、建材生产、

矿山设备制造等行业产生的危险废物
为朝阳柳城经济开发区及周边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8 葫芦岛 1 葫芦岛市产生的危险废物
为葫芦岛南票循环经济产业园及周边企业提供配套
服务。

合计 10  





重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配置

1、综合焚烧处置能力

      “十三五”期间全省预计新增危险废物综合焚烧处置能力10万吨以上。规

划建设沈阳2座、大连1座、鞍山2座、抚顺2座、锦州1座、阜新1座、朝阳1

座、盘锦1座、葫芦岛1座综合焚烧处置设施。

       对现有焚烧设施应按国家规定进行提标改造和升级，在物料分类及混配

技术、回转窑运行效率、急冷效果及烟气脱酸等方面需不断改进工艺，鼓励

采用热解焚烧、等离子体先进工艺技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



重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配置

2、填埋处置能力

         按区域平衡、总量控制原则，全省按规划新建4座危险废物填埋场。

l 中北部地区建设1座填埋场，主要服务于沈阳、铁岭、辽阳等地区；

l 东部地区1座，主要服务于抚顺、本溪等地区；

l 南部地区1座，主要服务于大连、鞍山、营口等地区；

l 西部地区1座，主要服务于锦州、盘锦、葫芦岛等地区。

       “十三五”期间，全省新增危险废物填埋能力为10万吨。

        新建填埋场要制定危险废物填埋设施选址规划，保障中长期填埋设施建

设用地。



重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配置

3、水泥窑协同处置能力

       坚持高标准，先行试点：单线设计熟料生产规模4000吨/日及以上、新

型干法水泥窑采用窑磨一体化运行方式，窑尾烟气除尘应采用高效袋式除

尘器，生产设施距离主要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安全防护距离

满足国家环保相关要求等条件，原则上优先考虑防护距离大的水泥窑。

       在大连、鞍山、本溪、辽阳、铁岭5市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水泥窑协同

处置危险废物试点，作为专业化危险废物综合焚烧处置设施的重要补充，

并出台配套管理办法。



重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配置

4、铅蓄电池收集处置能力

       根据全省废铅蓄电池处置需求，规划在辽中南、辽东、辽西规划建设3

座处置中心，优先考虑选择鞍山、抚顺和阜新市，形成约20 万吨/年处置能

力，满足全省废铅蓄电池处置需求。



重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配置

5、废脱硝催化剂综合利用及处置能力

       根据处置需求，规划分别在沈阳、抚顺各新建1座废脱硝催化剂综合利

用及处置设施，形成约2万吨/年的处置能力，满足全省烟气脱硝催化剂处置

需求。



重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配置

6、石化行业废催化剂处置能力

       规划增加铁岭废催化剂处置能力，并在辽阳、盘锦等石化项目产业区

配套建设废催化剂处置设施，形成约3万吨/年的处置能力，满足处置需求。



重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配置

7、废包装桶处置能力

       规划在沈阳、大连、抚顺、辽阳增加处置能力，

       积极探索在鞍钢等金属冶炼企业开展废包装桶自行处置利用，

       形成约75万个/年的处置能力，满足处置需求。



重点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配置

8、危险废物应急保障能力

       在我省东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地区设立5个危险废物应急保障

工程技术支持中心。

       中部以沈阳为中心，辐射沈阳、辽阳、鞍山；

       东部以抚顺为中心，辐射抚顺、本溪；

       南部以大连为中心，辐射大连、营口、丹东；

       西部以阜新为中心，辐射阜新、盘锦、锦州、朝阳、葫芦岛；

       北部以铁岭为中心，辐射铁岭。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以风险防控为核心，既保障危险废物环境安全，又
要加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中的生产安全。
    以精细化管理为重点，推进企业危废从产生到转
移处理全过程可追溯管理，确保落实责任到人；提高
环保部门危废管理人员业务水平，确保管理到位、指
导有力。
    以规范化管理考核为抓手，建立省、市、县三级
督查考核体系，每年全省考核企业总数800家以上，将
规范化管理要求细化为具体形象的工作标准。
    以技术监管为重要支撑手段，开展互联网+监管系
统建设，企业也要开展企业端管理系统建设，加快危
废管理指南及标准体系建设。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风险防控：
               
               暂存风险管控：
                      分区分类贮存、标识标签管理、包装容器管理、库存清零
               转移运输风险管理：
                       出入库管理、电子台帐、称量工具、影像档案留存、运输路 
                       线优化与跟踪检查、跟车押运与抽查
               安全生产管控：
                       应急预案及装备材料、演练及培训、责任落实、选择合规设
                       备、专家咨询指导 
                非常规情况下的风险防控：
                       非常规条件下的转移限制（不利天气及重大事件期间）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精细化管理：
               
                管理环节要前后衔接
                   管理责任要层层到人
                      管理工作要细致入微
                         管理范围要不留死角
                           管理计划要科学可行
                              管理人员要懂行负责
                                 管理投入要满足要求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
               
               省市县三级考核
                   每年考核800家企业以上
                       考核纳入绩效打分
                           信息公开、定期通报
                               集中考核与日常管理相结合
                                   重大案件一票否决
                                       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深化危险废物集中安全处置：
               
                围绕园区建设13+10格局加快推进
                   优化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布局
                       加快推进焚烧、填埋等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积极推动利用处置技术升级和规模化发展
                               引导和规范水泥窑协同处置
                                   进一步完善社会源收集管理体系
                                       加强实验室、在线监测废化学药品管理
                                           探索开展持证单位绩效评价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市场主体、行为主体、法律主体
                   建立企业自上而下的危险废物管理责任体系
                       生产者责任延伸，危废转移不同步转移责任
                           建立运输全程监督、管理责任体系
                               选择优质利用处置单位并监督处理完毕
                                   企业危废管理信息公开
                                       危废利用处置设施向公众开放



下一步危险废物管理思路

           技术提升危废管理：
               
                互联网+
                手机APP
                企业危废管理关键部位的远程视频监控
                企业端危废管理系统
                电子台帐及联单
                危险废物鉴别机构及能力
                标准、规范、指南支撑体系
                多部门协同执法监管能力
                源头减量、清洁生产、工艺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