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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 

（ 试  行 ） 

 

1 依据和目的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关

于防范重点行业企业拆除活动污染土壤的要求，制定本技术规定。 

2 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定适用于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

镀、制革、造纸、钢铁、制药、农药、印染等行业企业拆除生产设

施设备、建（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的土壤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

工作。其他行业企业拆除活动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可参照本技术

规定执行。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不适用于本技术规定。 

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的拆除活动，应同时满足《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规定。 

含石棉材料的设备、建（构）筑物等的拆除活动，应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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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作业职业卫生管理规范》（GBZ/T 193）要求。 

含多氯联苯物质的设备拆除，应同时满足《含多氯联苯废物污

染控制标准》（GB 13015）相关技术要求。 

涉及放射性物质的设备、建（构）筑物等的拆除活动，应按

照国家和地方放射性物质法规管理。  

拆除活动中施工安全、消防、人员人身安全与环境健康风险等

的管理，应同时满足《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绿

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 号）相关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遗留设备：指需要拆除的各类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等。 

遗留物料：指遗留在拆除现场的各类原辅材料、中间产品、产

品及副产品等。 

残留污染物：指遗留在拆除现场的各类固体废物、废水等。 

有毒有害物质：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等法律法规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有毒有害大气

污染物、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危险废物以及优先控制化学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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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流程 

4.1 前期准备 

拆除活动业主单位（以下简称业主单位）应在拆除活动施工前，

组织识别和分析拆除活动可能污染土壤、水和大气的风险点，以及

周边环境敏感点。 

4.2 制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 

业主单位组织编制《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以下简称《污

染防治方案》，编制大纲见附 1）、《拆除活动环境应急预案》（以下简

称《环境应急预案》）。 

《污染防治方案》应明确： 

1．拆除活动全过程土壤污染防治的技术要求，重点防止拆除活

动中的废水、固体废物以及遗留物料和残留污染物污染土壤。 

2．针对周边环境特别是环境敏感点的保护，关于防止水、大气

污染的要求。如防止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有毒有害气体污染大气的

要求，扬尘管理要求（包括现场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路面硬

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建（构）筑物拆除施工实

行提前浇水闷透的湿法拆除、湿法运输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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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考虑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

保护部令第 42 号），做好与后续污染地块场地调查、风险评估等工

作的衔接。 

《污染防治方案》需报所在地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备案。 

《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及管理参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 号）执行。 

4.3 组织实施拆除活动 

业主单位可自行组织拆除工作或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施工单位

开展拆除工作。特种设备、装备的拆除和拆解需委托专业机构开展。 

实施过程中，应当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土壤、水、大气等污染防

治的需要，及时完善和调整《污染防治方案》。 

4.4 拆除活动环境保护工作总结 

拆除活动结束后，业主单位应组织编制《企业拆除活动环境保

护工作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总结报告》，编制大纲见附 2）。 

4.5 拆除活动污染防治资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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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单位应保存拆除活动过程中的污染防治相关资料并归档，

如《污染防治方案》《环境应急预案》《总结报告》等，以及在拆除

过程中环境检测和污染物处理处置等活动的监测报告、处理处置协

议/合同复印件、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为后续污染地块调查评估提

供基础信息和依据。如拆除活动过程中实施了环境监理，应同时保

存环境监理方案、环境监理报告等资料。 

5 土壤污染防治原则要求 

重点防止拆除活动中的废水、固体废物，以及遗留物料和残留

污染物污染土壤。 

5.1 防止废水污染土壤 

拆除活动应充分利用原有雨污分流、废水收集及处理系统，对

拆除现场及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水（含清洗废水）、污水、积水

收集处理，禁止随意排放。没有收集处理系统或原有收集处理系统

不可用的，应采取临时收集处理措施。 

物料放空、拆解、清洗、临时堆放等区域，应设置适当的防雨、

防渗、拦挡等隔离措施，必要时设置围堰，防止废水外溢或渗漏。 

对现场遗留的污水、废水以及拆除过程产生的废水等，应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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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续处理方案。 

5.2 防止固体废物污染土壤 

拆除活动中应尽量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 

对遗留的固体废物，以及拆除活动产生的建筑垃圾、第 I 类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第 II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需要现场暂存

的，应当分类贮存，贮存区域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渗漏（如水泥硬化）

等措施，并分别制定后续处理或利用处置方案。 

5.3 防止遗留物料、残留污染物污染土壤 

识别和登记拟拆除生产设施设备、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中遗留

物料、残留污染物，妥善收集并明确后续处理或利用方案，防治泄

露、随意堆放、处置等污染土壤。 

6 土壤等污染防治工作要点 

6.1 识别土壤等污染风险点 

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以及现场查看等方式，识别拆除活动中

可能导致土壤等污染的风险点，包括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遗留

设备、遗留建（构）筑物等。 

6.1.1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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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 

（1）生产活动相关信息资料，如原辅材料、主要产品及副产品、

主要技术工艺、工艺流程及设备设施平面布置图、管线平面布置图

等。 

（2）环境管理文件，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清洁生

产报告、排污许可证、环境污染事故记录、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报

告、近 3 年环境监测报告和排污申报登记等。 

（3）水文地质资料，如地质勘探调查报告等。 

（4）需收集的其他资料。 

6.1.2 现场清查与登记 

现场清查和识别拆除活动现场的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遗留

设备、遗留建（构）筑物等污染土壤风险点，填写《企业拆除前现

场清查登记表》（见附 3）。对地下管线、埋地设备设施必要时采用探

测雷达等技术手段确定。 

（1）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 

以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有毒有害物质为重点，明确遗留物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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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污染物的名称、性状、数量、贮存状态、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最终处置方式等。 

种类或性状不明确的，应进行采样分析（见 6.1.3），确定清理

方法、污染防治措施，以及利用处置方式。 

（2）遗留设备 

遗留设备可区分为以下类别： 

高环境风险设备：曾经用于生产、处理处置或盛装有毒有害物

质、危险废物、第 II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可能导致人体健康和生

态环境受损的物质，以及沾染了以上物质的设备。 

一般性废旧设备：曾用于生产、处理处置或盛装非有毒有害物

质、第 I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设备，以及给水、中水回用、供电等

的辅助性设备。 

对于生产使用信息不完整，但可能受到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位

于突发污染事故（如物料泄漏）影响区域，以及表面有污染痕迹等

可能存在环境风险的设备，应当进行采样分析和论证后，按上述类

别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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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构）筑物 

遗留建（构）筑物可区分为以下类别： 

高环境风险建（构）筑物：曾经用于生产、处理处置或贮存有

毒有害物质、危险废物、第 II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可能导致人体

健康和生态环境受损的物质，以及沾染了以上物质的建（构）筑物。 

一般性建（构）筑物：曾经用于生产、处理处置或贮存非有毒

有害物质、第 I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且表面无明显污染物沾染痕迹

的生产车间及其附属建（构）筑物，以及距离生产区较远且未进行

过工业生产或物料贮存的建（构）筑物。 

对生产使用信息不完整，但可能受到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位于

突发污染事故（如物料泄漏）影响区域，以及表面有污染痕迹等可

能存在环境风险的建（构）筑物，应当进行采样分析和论证后，按

上述类别归类。 

6.1.3 样品采集分析 

清查过程中不能明确的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具有潜在环境

风险的设备或建（构）筑物表面沉积物，业主单位应组织开展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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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和分析测试。 

（1）样品采样 

①固态样品采集 

遗留物料、遗留固体废物等样品采集：按照《工业固体废物

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20）采集。 

表面沉积层样品采集：对于设备及建（构）筑物的表面沉积物，

可选择沉积物较多的位置，使用润湿的采样擦巾擦拭取样。对于较

为平整的表面，建议使用纸板采样框。设备及建（构）筑物的表面

应擦拭干净，并尽量减少对周边表面沉积物的扰动。对于污染物可

能已渗入设备、建（构）筑物结构内或污染物沉积物附着牢固的污

染层，可采用铲削方法，在表层明显被腐蚀、有污渍或者沉积物比

较厚的位置，采集密实层以上的全部污染层物质，并尽量减少对周

边污染层的扰动。 

②半固态样品、液态样品采集 

半固态样品，以及除废水以外的液态样品，应根据样品性状，

按照《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20）采集要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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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③废水样品采集 

废水样品采集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

进行采集。 

（2）样品分析与检测 

固态、半固态样品以及除废水以外的液态样品按照《工业固体

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20）制样后，测定其污染物成分及

含量；疑似为危险废物的，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3）进行鉴别。 

废水样品按照水质测定方法，测定其中污染物成分及含量。 

6.2 划分拆除活动施工区域 

根据拆除活动及土壤污染防治需要，可将拆除活动现场划分为

拆除区域、设备集中拆解区、设备集中清洗区、临时贮存区等，实

现污染物集中产生、集中收集，防止和减少污染扩散。不同区域应

设立明显标志标识，标明污染防治要点、应急处置措施等，并绘制

拆除作业区域分布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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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拆除区域 

拆除区域可划分为高风险拆除区域、低风险拆除区域和无风险

拆除区域。 

遗留的有毒有害物质、危险废物、第 II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其他可能有损人畜健康或环境安全的物质以及高风险设备、建（构）

筑物所在的区域，可划分为高风险拆除区域。 

一般工业原料、第 I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所在区域，可划分为

低风险拆除区域。 

一般性废旧设备及建（构）筑物等所在区域，可划分为无风险

拆除区域。 

6.2.2 设备集中拆解区 

设立集中拆解区域，需要现场拆解的遗留设备尽量移至该区域

进行拆解。可依托高风险建（构）筑物所在区域，设立高风险设备

集中拆解区域。 

6.2.3 设备集中清洗区 

可依托原有水处理设施所在区域等设立集中清洗区，并利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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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设施收集清洗废水。没有收集处理系统或原有收集处理系统不可

用的，可设立专门区域，建立设备集中清洗区，采取有效的废水收

集措施。 

6.2.4 临时贮存区 

需要在拆除活动现场临时贮存的遗留物料、固体废物、废水、

污染土壤和疑似污染土壤等，应根据环境风险程度，依托具有防淋

溶、防渗、防逸散等条件的区域，划定临时贮存区，分类贮存。 

6.3 清理遗留物料、残留污染物 

6.3.1 分类清理 

拆除施工作业前应对拆除区域内各类遗留物料和残留污染物进

行分类清理。 

对于收集挥发或半挥发遗留物料或残留污染物时，应在相对封

闭空间内操作，设置气体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必要时可搭建

密闭大棚（如农药生产企业污泥池的清理且周边存在居民区等环境

敏感点的情形）。 

6.3.2 包装和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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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半挥发性液体及半固态物质，须用密闭的容器贮存。 

遗留物料及污染物的包装或盛装应满足现场收集、转移要求，

防止遗撒、泄露等。原包装或盛装物满足盛装条件的，应尽量使用

原包装或盛装物；不能满足盛装条件的，应选择合适的收集包装或

盛装设施。 

在包装或盛装设施明显的位置应放置标识标志或安全说明文

件，载明包盛装物名称、性状、理化性质、重量、收集时间、安全

性说明、应急处置要求等。 

6.4 拆除遗留设备 

6.4.1 一般要求 

存有遗留物料、残留污染物的设备，应将可能导致遗留物泄露的部

分进行修补和封堵（排气口除外），防止在放空、清洗、拆除、转移过

程中发生污染物泄露、遗撒。拆除和拆解过程中，应妥善收集和处理泄

露物质；泄露物质不明确时，应进行取样分析。 

整体拆除后需转移处理或再利用的设备，应在转移前贴上标签，

说明其来源、原用途、再利用或处置去向等，并做好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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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拆除过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中未能排空的物料及

污染物有效收集，避免二次污染。 

6.4.2 内部物料放空 

根据设备遗留物料的遗留量、理化性质及现场操作条件，确定

放空方法（可参照附 4）。流动物料可利用原有管道、放空阀（口）

等，通过外加压力、重力自流或抽提等方式放空。不流动物料可借

助原放空阀（口）或在适当位置开设物料放空口，采用人工或机械

铲除的方式清除，必要时可采用溶液稀释或溶解，达到流动状态后

放空。残留较少或未能彻底放空的气体及残余液体，如有必要可采

用吹扫法、抽吸法、吸附法、液体吸收、膜分离等方式清除。 

6.4.3 高环境风险设备拆除 

设备放空后，应结合后期拆除、处置、转移等过程污染防治措

施及环境风险影响情况，确定是否需进行无害化清洗。对需要清洗

的设备，按照技术经济可行、环境影响最小的原则进行技术筛选（具

体见附 5）。 

对于设备清洗、拆除过程产生的废水，应集中收集处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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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排放。 

对于设备清洗、拆除过程可能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应在相对

封闭空间内操作，并设置气体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必要时可

搭建密闭大棚。高环境风险设备拆除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有毒有

害物质释放，防范人体健康危害和环境突发事件。 

禁止在雷雨天（或气压低）或风力在五级以上的大风天进行室

外清洗作业。 

6.4.4 一般性废旧设备拆除 

位于永久结构中的地下/半地下设备，经论证留在原址不会导致

环境污染且不进行拆除的，应使用水泥、沙子、石子等惰性材料将

其内部填充后就地封埋，同时建立档案，保留设备位置、体积、原

用途、材质以及完好性等记录，并附相关图像资料。辅助管道若与

主体一同保留的，应使用惰性材料将其填充后与主体一并就地封埋。 

地下/半地下设备拆除过程中清挖出的土壤应进行采样分析，确

定污染情况。 

6.5 拆除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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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高环境风险建（构）筑物拆除 

因沾染有毒有害物质而具有较高环境风险的建（构）筑物，可

结合拆除产物环境风险、处置去向等情况，确定是否需对有毒有害

物质实施无害化清理。确需进行无害化清理的，应按照技术经济可

行、环境影响最小的原则筛选适宜方法（具体见附 6）。清理干净后

按照一般性建（构）筑物进行拆除。 

高风险建（构）筑物基坑拆除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干扰浅层地

下水，或采取有效隔水措施，避免污染地下水。 

6.5.2 一般性建（构）筑物拆除 

一般性建（构）筑物拆除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扬尘、噪声

等污染。 

6.6 清理现场 

拆除活动结束后，应对现场内所有区域进行检查、清理，确保

所有拆除产物、遗留物料、残留污染物等得到合理处置，不遗留土

壤污染隐患。 

7 做好后续污染地块调查工作的衔接 

拆除活动过程中，对识别出的以下区域，应当绘制疑似土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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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区域分布平面示意图并附文字说明，保留拆除活动前后现场照片、

录像等影像资料，为拆除结束后工作总结及后续污染地块调查评估

提供基础信息和依据：1.遗留物料、残留污染物、遗留设备、建（构）

筑物等土壤污染风险点所在区域；2.发现的土壤颜色、质地、气味等

发生明显变化的疑似土壤污染区域；3.拆除过程发现的因物料或污染

物泄露而受到影响的区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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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 

（大  纲） 

 

1 项目概况 

1.1 企业简介 

1.2 企业历史运营情况 

原企业运营活动过程中生产工艺及原辅料的使用情况，以及重

大环境事件及其处理情况等，并附相关图件资料。 

1.3 周边环境现状 

企业周边土地利用、居民状况、水文与水文地质状况、有无环

境敏感点等信息。 

2 现场清查情况分析 

2.1 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 

2.2 遗留设备 

2.3 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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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环境敏感目标 

3 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清理和安全处置方案 

3.1 基本信息 

3.2 收集方式 

3.3 暂存方式 

3.4 处置方案 

4 拆除过程应采取的污染控制措施 

针对拟拆除的设备、建（构）筑物，明确设备内部物料放空及

无害化清洗、设备拆除、建（构）筑物无害化清洗、建（构）筑物

拆除等环节污染防治施工方案。 

针对拟保留的设备、建（构）筑物，需制定防范环境风险的措

施。 

预测拆除施工过程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的产生量、污染特

征、环境影响等情况，以及污染防治措施。 

5 附件 

（1）周边环境敏感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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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采样检测报告 

（3）企业拆除前现场清查登记表 

（4）拆除作业区域分布平面图 

（5）其他与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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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企业拆除活动环境保护工作总结报告》 

（大  纲） 

 

1.项目简介 

拆除企业基本信息、拆除施工单位基本信息、拆除施工内容及

规模概况、拆除施工周期等。 

2.环境风险识别情况 

对环境风险识别情况进行详细描述，包括资料收集成果、资料

分析结果、现场清查结果（附必要的影像资料）、潜在环境风险源样

品采集与分析检测结果等。 

3.拆除施工过程中污染防治实施情况 

对照《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详细说明拆除施工过程的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说明更改或偏差情况，以及污染防治效果。 

4.拆除过程环境监测情况 

包括拆除施工过程中监测的点位、监测方法、监测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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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以及监测结果等。 

5.拆除现场清理情况 

说明拆除活动结束后现场清理方式方法、清理过程，清理产物

最终处置方式和去向、污染防治措施效果等。 

6.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包括拆除过程中是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是否发生物料跑冒滴

漏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7.附件 

（1）《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 

（2）拆除过程中疑似土壤污染区域分布平面示意图、相关影像

资料 

（3）环境监理方案（如有） 

（4）环境监理报告（如有） 

（5）拆除活动环境监测报告 

（6）拆除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的处理协

议/合同复印件、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复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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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企业拆除前现场清查登记表 
 

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  

2.项目地址  

3.业主单位  4.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5.权属 
□公有 

□私有 
6.法人代表  7.占地面积  8.建筑面积  

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 

9.遗留物料或残留

污染物名称 
10.性状 11.数量 12.包装或盛装容器 13.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14.最终处置方式 

（可继续使用/废弃/其他） 

      

      

……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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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设备名称 16.被污染情况 
17.风险识别结果（高环境风险/具有潜在环境

风险/一般性废旧设备） 
18.识别理由 

    

    

……    

建（构）筑物 

19.建（构）筑物

名称 
20.主要建筑材料 21.被污染情况 

22.风险识别结果（高环境风险/具有潜在环境

风险/一般性建（构）筑物） 
23.识别理由 

     

     

……     

环境敏感目标 

24.环境敏感目标

类型 
25.位置（经纬度） 

26.与拆除企业中心点距离

（米） 
27.拆除活动对其影响情况说明 

    

    

……    

28.其他 

 

 

29.填报人（签字）：                    30.现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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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项目名称：企业拆除项目名称，应能够概括所有实际拆除活动

内容。 

2.项目地址：企业拆除项目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州、盟)、县(区、市、旗)、乡(镇)以及

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 

3.业主单位：拆除企业名称。 

4.行业类型：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规

范填写行业类别及行业代码，填写至行业小类，行业代码由四位数字

组成。《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查询可参见国家

统计局网站，查询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 

5.权属：对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相关规定确定拆

除企业权属类别。 

6.法人代表：企业拆除前最后一任法人代表姓名，不具有法人资

格的填写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7.占地面积：拆除企业或拆除单元所占面积。 

8.建筑面积：拆除建（构）筑物外墙勒脚以上的结构外围水平面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85%AC%E5%8F%B8%E6%B3%95%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PyfdmHwhm1-9mHwhnHb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bzn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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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9.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名称：根据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的实

际名称（如商品名、化学物质名称等）填写。 

10.性状：如固态、半固态、气态、液态。 

11.数量：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的量，尽量使用质量计量，

也可使用包装或盛装设备数量计量。 

12.包装或盛装容器：对包装或盛装容器名称及其材质类型进行

描述，如塑料桶、编织袋等。 

13.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对照《危险废物名录》判断是否属于危

险废物；无法现场确认的，应填写“需进行危险废物鉴别”。 

14.最终处置方式：对遗留物料及残留污染物的最终去向进行说

明，包括可继续使用、废弃等。 

15.设备名称：根据拆除设备实际名称进行填写，若涉及多个同

类型设备应进行编号。 

16.被污染情况：描述设备内、外表面污染物沾染及腐蚀情况，

至少包括污染物类型、颜色、位置以及面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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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风险识别结果：根据识别结果填写“高环境风险设备、具有

潜在环境风险的设备或一般性废旧设备”。 

18.识别依据：说明确定风险识别结果的依据。 

19.建（构）筑物名称：根据拆除建（构）筑物现场实际情况填

写，若涉及多个同类型建（构）筑应进行编号。 

20.主要建筑材料：如钢材、木材、水泥、含有石棉材料等。 

21.被污染情况：描述建（构）筑表面污染物沾染及腐蚀情况，

至少包括沾染污染物类型、颜色、位置以及涉及面积等。 

22.风险识别结果：填写“高环境风险建（构）筑物、具有潜在

环境风险建（构）筑物或一般性建（构）筑物”。 

23.识别依据：说明确定风险识别结果的依据。 

24.环境敏感目标类型：明确拆除企业周边环境敏感区及需要特

殊保护对象类型，如自然保护区、居住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 

25.位置：填写环境敏感目标 GPS 定位结果。 

26.与拆除企业中心点距离：拆除企业与环境敏感目标的直线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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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拆除活动对其影响情况说明：描述环境敏感目标的级别或规

模，如一级自然保护区或居住人口规模等，以及拆除活动可能会对

其产生的不良影响。 

28.其他: 有利于识别拆除活动环境风险源及其影响的其他情

况。 

29.填报人：本表填写人员。 

30.现场负责人：业主单位现场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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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遗留设备放空技术操作要点及基本特点 
 

序号 
技术 

名称 
技术操作要点 基本特点 

1 吹扫法 

1.确定吹扫介质（蒸汽、空气、水、惰性气体）、吹扫方式（固

定式、半固定式）、吹扫方法（时间、介质流速）。 

2.根据残留物总量，核算处理能力需求。 

3.吹扫产物收集至缓冲罐或指定地点。 

会产生废气、废水

和污油等。 

2 抽吸法 

1.根据残留物总量，确定待排空气体及残余液体量。 

2.切断与其他输液管道或设备的通路。 

3.选择适宜抽吸设备（耐腐蚀和防爆型）及抽吸速率。 

4.抽吸产物收集至缓冲罐或指定地点。 

 

3 吸附法 

1.根据残留气体理化性质及总量，选择合适的吸附装置和吸附

剂。 

2.定时监测气体浓度，超过设定的最大吸附量时，应停止吸附。 

适用于低浓度有

机废气的净化。 

4 
液体 

吸收 

1.根据气体理化性质、浓度、气体量确定吸收剂。 

2.吸收装置性能、安全及使用要求参照相关技术规定。如工业废

气吸收净化装置（HJ/T 387），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有机废气净化

装置安全技术规定（GB 20101）。 

适用于有机废气

吸收。 

5 膜分离 
1.根据气体理化性质、浓度、气体量确定膜材料及成膜工艺。 

2.控制压力差。 

适用于回收浓度

高、气量小和回收

价值较高的挥发

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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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遗留设备无害化清洗技术操作要点及基本特点 
 

序号 
技术 

名称 
技术操作要点 基本特点 适用范围 

1 
高压水 

冲洗 

采用高压水枪冲洗设备内外表面，

可在冲洗水中添加一定量表面活性

剂。 

废水量较大，需配

套废水收集与处理

系统。 

适用范围较广。 

2 
高压气水 

冲洗 

高压水枪与空气压缩机相结合进行

清洗。 

需配套废水收集与

处理系统。 
适用范围较广。 

3 
高压惰性

气体冲洗 

利用高压氮气、氦气等惰性气体吹

扫设备表面。 
 

适用于清洗设备表

面灰尘及细小沉积

颗粒。 

4 人工铲削 使用工具进行人工清除。 
清理过程中只产生

固体废物。 

适用于其他方式无

法触及或清洗的表

面污垢。 

5 
化学药剂

清洗 
使用有机或无机药剂清洗。 环境风险较大。 针对性较强。 

6 
低压饱和

蒸汽冲洗 
使用低压蒸汽熏蒸设备表面。 需要处理废气。 冲洗能力比较强。 

7 

高温高压

饱和蒸汽

冲洗 

使用高温高压饱和蒸汽喷枪冲洗，使

污垢松动、脱落，或融化和汽化。 
需要处理废气。 

可清洗很细小的裂

缝和孔洞中的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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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建（构）筑物无害化清洗技术操作要点及基本特点 
 

序号 
技术 

名称 
技术操作要点 基本特点 适用范围 

1 表面清扫 

利用毛刷等工具扫除表面浮尘

与污垢，或利用压缩空气进行表

面吹扫。 

会产生大量扬

尘。 

适用于吸附力不强的表

面污垢。 

2 
高压水 

冲洗 

采用高压水枪冲洗建（构）筑物

表面，可在冲洗水中添加表面活

性剂。 

废水量较大，需

配套废水收集

与处理系统。 

适用于墙面比较坚硬、

污垢稳固性较好的建

（构）筑物的清理。 

3 

高压喷砂

或抛丸 

干洗 

在全封闭空间内，用喷砂机或抛

丸机清除表面的硬质污垢。 

清洗丸粒与喷

砂会产生少量

废水。 

适用于构筑物表面附着

硬质污垢的清理。 

4 人工铲削 
使用钢铲等工具铲除建（构）筑

物表面的墙皮、抹灰层或污垢。 
操作灵活。 

针对性较强，适用于少

量污垢或特殊污垢的清

除。 

 


